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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蚊子再小也是肉”，但要
说靠吃“蚊肉”成长为“巨人”，恐怕谁也
不信,而铜冠建安公司防腐防水公司金
冠协力和金冠阳极泥项目经理张敏就
是靠吃“蚊肉”成长为“巨人”的一个成
功例证。去年，他带领项目部人员完成
产值达800万元，相当于铜冠建安防腐
防水公司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创造了该
公司协力项目业绩最高纪录。

“蚊肉”难吃，再难也得吃
初到金冠协力项目的张敏意气风

发，怀揣着干出一番大事业的梦想。但
当理想照进现实，他却发现内因公司专
业所限，外有十五冶等对手激烈竞争，
想在金冠铜业厂区众多的协力项目中
立足也不容易。

心细的张敏很快就发现协力项目中
也有不少又脏又累利润少，甚至是“赔本
买卖”的项目没人愿意接手。这些项目
在别人看来是没什么干头的“蚊子肉”，
但在张敏看来却是展示公司实力，博得

业主信任的良机。认准了这一点，张敏
决定努力从这些脏活累活干起，在这些

“蚊子肉”项目中闯出一片天地。
“上房修补屋面他干过、修窗户他

干过，甚至通厕所他也干过……”同事
们对张敏干过的脏活累活“如数家
珍”。去年，项目部几次接到厂区疏通
厕所的业务，别的公司都不愿接手，张
敏却热情地接下了这样的单子。恶劣
的环境让同事们面露难色，张敏就带头
冲在最前面，在臭气熏天、污水四溢的
厕所里一干就是大半天。缺乏专业的
疏通工具，张敏就用工地上可以找到的
材料自制简陋工具，用最原始“掏”的方
法，在遍布秽物的便池里一点一点硬生
生将厕所“掏”通。一天的“战斗”结束，
张敏浑身恶臭，污水满身，疲惫不堪，同
事们都被他吃苦耐劳的精神所折服。
之后再有类似的项目，同事们再也没有
一个喊过苦、叫过累，也没有一个退缩
动摇。

“蚊肉”虽小，吃起亦“美味”
协力项目虽然规模较小，但数量

多，分布散，事务繁杂。面对大量的琐
碎事务，张敏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保

障管理的严格与细致。他每天总是早
早来到办公室，在安排好当天的施工任
务、做好安全交底后，他还要不停地奔
波于厂区各个角落，对各个作业点上出
现的问题进行协调处理，对每个作业点
的工作情况进行巡检督查。而当一天
的工作结束，同事们都回家休息时，张
敏却还独自留在办公室，仔细检查好每
个子项人员管理、材料使用、施工进度
以及各项目安全技术管理等工作落实
的情况，精心安排好下一步各项目的工
作计划，确保当日工作无疏漏，次日工
作有着落。多年来，正是凭借这种对项
目管理的严格要求与忘我投入，张敏负
责的众多项目无一起安全事故，也没有
一起质量问题。

面对协力项目中的各种难题，张敏
也是个攻坚克难的能手。今年2月份，
项目部接手了厂区磨浮深井补漏工
程。可确定渗水点却成了施工人员的
难题，在数米深的深井之中，光线昏暗，
井壁湿滑，气味冲鼻，再加上2月份连
绵不断的阴雨，想准确找到渗水点谈何
容易。见到项目出现了难题，张敏挺身
而出，下到深井当中，打着手电，摸着湿

滑的井壁，一点一点摸索查找。凭借多
年积累的经验和坚持不懈地细致查找，
终于准确找到了隐蔽的渗水点，有力地
保证了项目按期完成。

吃尽“蚊肉”，终成为“巨人”
走进张敏的办公室，简陋的环境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放在办公桌上那一叠
厚厚的工程指令书。过去一年，正是凭
借着在这些又脏又累的“蚊子肉”项目
上的努力付出以及在安全质量管理上
的突出表现，张敏成功地赢得了厂区各
家业主的认可与信赖，在吃尽“蚊子肉”
后，也终于吃上了“香饽饽”。去年6
月，张敏所在的金冠协力项目部成功承
接了单项产值就达300多万元的厂区
渣包位扩建工程。而张敏也取得了全
年共承接大小协力项目两百多项、累积
产值800多万元的业绩。

“我们公司的项目经理10个人，但
像张敏这样勤勤恳恳的人并不太多，他
是从一个个小项目干出了大业绩。”防
腐防水公司党支部书记陈玖生感叹。
今年，这个年轻的“巨人”并没有在成绩
面前停住脚步，他为自己定下了完成
1000万元产值新目标。 杨 波 夏富青

——记铜冠建安公司标兵张敏

靠吃“蚊肉”成长的“巨人”

本报讯 近日，铜冠池州公司锌分
厂装出槽的两名班长每天要绘就“一幅
画”，两人要对析出锌外观七个方面进行

“画像”评分，从中查找系统运行波动原
因，分析判断产品质量关联，努力纠正工
艺偏差，着力解决生产中的难点。

聚焦生产难点，“画出”症结所在。
针对近期析出锌物理外观与锌锭质量出
现波动现象，该公司召开“提升锌产品质
量管控”专项会议，决定用评分规则“画
出”症结所在，开对药方治疗。他们从析
出锌表面粒子、结晶、颜色等七个方面入
手，设定好每一项评分标准和分值，两名

班长结合现场查看分析、判断对比，通过
公式计算出当天析出锌物理外观总分
值。对影响总分值的低分项采取跟踪调
查，通过短期分析，周期总结两种方式查
找原因，同时列出问题清单，逐一试验剔
除。“对析出锌物理外观打分自评是个好
的管理办法，能跟踪判断析出锌质量和
外观与最终产品的关联度，重新认识过
程管控的重要性。”装出槽一班班长翟建
军一边打分一边评价说。二班班长朱彩
兵介绍道：“我们以此建立评分和分析档
案，为今后的生产决策提供预警，短期可
加快扭转生产波动情况。”

聚合联动效应，靶向治疗显成效。
该公司对锌分厂装出槽两名班长的评分
结果，采取多工序专项技术分析交流会
议予以落实。今年二月份，电解阴极锌
板面持续出现“鼓包”现象，评分效果一
直低迷不前。针对此现象，他们组织分
厂三个生产工序技术人员，根据电解系
统的操作模式推理和分析判断，同时结
合同行专家咨询，进行局部工艺试验，得
出产生鼓包的原因是由于杂质所致，但
出现鼓包又是个别板面现象，因此推断
可能是新液混合分布不均匀。为验证判
断效果，他们对涉及到问题项的岗位，采
取靶向性“治疗”操作，一个生产周期后，
阴极锌板面上的“鼓包”终被“消肿”。

张 军

铜冠池州公司生产“自画像”解生产难点

日前，金隆
铜业公司团委开
展青年安全监督
岗活动，组织青
安岗员对生产现
场 设 备 进 行 紧
固、润滑等日常
维护保养，保障
设备正常，促进
生产稳定，充分
发挥团员青年对
岗位设备的安全
监督作用。图为
青安岗员正在对
相关设备进行润
滑维保。

陈书文 摄

本报讯 3月 21日下午，矿产资
源中心针对“学习强国”平台管理员、供
稿通讯员开展专项培训，进一步推动

“学习强国”平台管理工作，促使该中心
基层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更好地运用学
习平台。

培训就“学习强国”APP的下载、
注册、建立组织架构等管理平台运用以
及“学习强国”供稿系统、供稿要求等进

行了逐项讲解。培训要求，全体党员干
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先学一步，学深
一步，平台管理员、供稿通讯员要确保
学习实效，积极撰写稿件。各党支部要
高度重视学习平台的推广、使用工作，
确保在党员中实现学习平台使用全覆
盖。党群部门要强化督导考核，将学习
平台使用、稿件报送情况纳入党建检查
考核。 萨百灵 赵 娟

矿产资源中心举办“学习强国”专项培训

本报讯 今年以来，铜冠矿建公
司积极适应国企改革新形势要求，推
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打好主板上市
的攻坚战。

今年是该公司主板上市最后冲刺
的一年，是按照企业上市规则试运行
的一年。该公司着力强化时间节点观
念，统筹工作安排，突破难点，加快进
度，确保2020年主板上市进度目标。
一季度以来，该公司积极推进完善法
人治理工作。进一步完善董事会、监

事会、经理层法人治理机构，修订完善
公司章程，进一步理顺公司党组织与
治理主体的关系，促进公司党的领导
与完善公司治理深度融合，提升公司
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按照企业
上市要求，该公司着力建立和完善各
项管理制度，实施管理流程、业务流程
再造，强化各项管理基础工作。同时，
大力降低关联交易，积极拓展外部市
场，降低关联交易比例。

江 君 张茂强

铜冠矿建公司全力打好主板上市攻坚战

本报讯 日前，金冠铜业分公司奥
炉精炼车间开展“导师带徒”协议签订
仪式，进一步加强新进员工“传、帮、带”
工作，搭建人才“成长快道”。

该公司持续推进人才强企战略，强
化技能队伍建设，不断完善人才激励机
制，每年定期开展“导师带徒”活动。在
思想、态度、价值观等方面对新进员工进
行正确引导，让其尽快适应新环境，了解
企业文化，熟练掌握岗位相关知识和业
务技能，实现“强素质、厚基础、精技能”
的育人目标，使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和高

技能人才在岗位中脱颖而出，成为推动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此次活
动，精心安排拥有丰富工作经验和扎实
理论基础的铜冶炼高级技师为导师，就
铜精炼岗位技能、工作协调能力、日常管
理经验等方面悉心传授，严格施教。以
培养新进员工尊师重道、敬业奉献的“工
匠”精神，使青工逐步成长为车间骨干力
量和中坚分子，进一步挑起管理重任，为
企业持续发展储备人才资源。“导师带徒
要注重细节，在各环节各层面都要广泛
开展。建立激励机制，让该活动成为培

养人才的‘孵化器’，使新进员工能学以
致用，进入成长的快车道。”该车间负责
人介绍。“要想早日成才，独当一面，必须
做到五勤：眼勤——多看、口勤——多
问、手勤——多翻阅书籍和资料、脚勤
——多跑现场、脑勤——多思考。”

“尽管工作难度不小，半年协议期
满还要进行考核，但我们获益匪浅。只
要能长本事，再苦再累也值得！”“公司
每年还大力开展岗位练兵和青年技术
比武活动，加强了我们青工之间的技术
交流、经验学习和知识共享，营造出主
动作为、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新进员
工们纷纷激动地表示。

陈幸欣 杨聚霞

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精炼车间“导师带徒”搭建新员工“成长快道”

日前，冬瓜山铜矿一线职工正在驻足观看以“培育好家风，传承好家训”为主题的
宣传展板（如图）。该矿遴选一些古代讲诚信、节俭、孝道家风家训的经典故事和矿山
员工在文明创建活动中涌现出的典型人物制作成宣传展板在矿区巡展，教育引导全
矿职工树立矿山情怀，以“家风”带“矿风”、促“作风”、树“新风”，努力形成醇正家风与
良好矿风的良性互动，促进家庭和睦幸福与企业和谐发展。 汤 菁 摄

本报讯 今年以来，冬瓜山铜矿采矿
工区采取有效激励措施，科学合理地组织
凿岩、采矿、出矿生产，顺利实现了工作重
心从60线以南向60线以北的设备、产能
转移，保证了全矿生产正常衔接。

今年一季度，冬瓜山矿体60线以北
盘区全面投产，投入到回采阶段的采场多
达20多个，面对采场大、溜井高、战线长、
温度高等繁杂情况，采矿工区及时调整采
出矿作业计划，重点针对各中段采场分布
情况合理安排人员的组合、各班组的工作
区域划分及明确同工种之间各自所担任
的工作职责，有效地保证了各采场之间衔
接。同时加大操修结合力度，对采矿设备

采用定人定机定责制度。设备操修人员
每天下井前都做好功课，查看交接班记
录，询问上一班次作业现场安全、设备状
况，详细记录好安全生产派班指令，保证
了各班次设备平稳而又高效的运行。截
至3月20日，该区在今年这79天安全生
产中，已成功实施大爆破112次，采矿量
近64万吨，出矿量高达67万吨。其中在
3月9日至18日的10天出矿生产中，该区
每日产量都在9000吨以上，累计出矿产
量高达97278吨，平均日产9728吨，基本
完成日产万吨的目标，连续创下建区以来
出矿生产新纪录。

周文强

冬瓜山铜矿采矿工区日出矿量连创新高

本报讯 日前，由铜冠能源科技
公司承建的“金隆铜业公司空压机余
热回收利用节能技改项目”顺利通过
用能单位相关部门的验收。该项目是
铜冠能源科技公司自承建安庆铜矿、
铜山铜矿7台355千瓦单螺杆空压机
余热回收利用项目后，首次对1600千

瓦离心式空压机进行余热回收技改。
改造后，可年产5万吨55摄氏度至70
摄氏度热水，用于员工洗浴。经估算，
该项目每年可回收余热30亿大卡，相
当于节省低压蒸汽 3300 余吨、节电
340余万千瓦时，具有较好的经济效
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黄巍巍

铜冠能源科技公司完成1600千瓦空压机余热回收利用项目

本报讯 3月25日，张家港铜业
公司团委联合市永联惠民服务中心，
开展以“社区融合,公益市集”为主题
的志愿者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团员
们为老人制作手抓饼，陪老人们聊
天、做游戏，帮助他们忘记烦恼，快乐
生活，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精神。 夏富青 陆贤能

张家港铜业公司团委
开展学雷锋志愿者服务活动

3 月 22 日，
铜山铜矿分公司
对负 568 米中段
4 号矿体 4-1 采
场进行爆破。该
公司严控送药、
装药、爆破流程，
严格遵守矿山井
下爆破安全技术
要求，执行生产
指令，为一季度
的生产开门红备
足矿源。

余 飞 摄

3 月 份 以
来，仙人桥矿业
公 司 针 对 生 产
计 划 安 排 及 完
成情况，合理组
织 人 力 积 极 维
修 主 要 生 产 设
备 。图为该公
司 3 月 25 日组
织人员维护选
矿设备的情景。
江 君
周 钧 摄

本报讯 为确保安全优质圆满完成
港口春季生产任务，铜冠池州公司九华
港航分公司以加强春季“四防”为抓手，
通过班组抓基础保养，专业人员抓基层
检查，抓全面落实、安全培训，扎实推进
春季设备保养、安全检查、恶劣天气预警
防范、消防及安全培训等工作。

该公司以做好大型设备春季保养为
重点，门机人员以班组为单位加强门机养
护工作。保养和检查重点包括对门机抓
斗、钢丝绳等易出现故障的隐患部位进行
检查更换，对门机PLC系统的常见故障进
行分析总结，有效提升了门机司机标准化
操作水平和故障处理能力。通过QC攻

关，巧妙使用废旧轮胎对破损护舷一一更
换，既达到了预定效果，又节约了成本。
认真做好消防及危化品运输泊位安全检
查。该公司安排专业人员对港区消防设
施、危化品泊位平台应急物资进行全面检
查。对检查发现的老化损坏的线路进行
了整改，对应急物资的数量及完好度进行
了一一清点。在恶劣天气预警保障方面，
建立恶劣天气安全预警机制，做到提前预
防预警，合理安排生产。 张 磊

九华港航分公司多举措做好春季安全生产工作

“如何真正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实现
岗位创效、个人增资、企业增收？怎样通
过工作流程的优化推动日常生产的精细
化，提升生产管理水平，规范职工岗位行
为，发挥精细化管理工作的激励和约束
作用，确保各项工作真正执行到班、精细
到岗、核算到人、精益到每个流程，这是
我们财务人员应该思考的……”

“通过合理安排预算支出，严格控
制和大力压缩各单位非生产性支出，加
强资金管控力度，严把资金关口，强化
预算管理，不断提高资金营运效率，也
是我们做财会的（人员）为企业考虑的

工作内容……”这是近日在铜冠投资公
司召开的财务委派负责人交流座谈会
上，该公司几位财务人员的交流心得。

从大到预算管理、资金管控力度，
小到岗位增效创收、精细核算到人，该
公司财务人员提出了多条意见与建
议。畅所欲言的背后，是该公司财务人
员对企业日常经营与挖潜降耗工作的
关注与思考。“在今年经济增长下行压
力加大的大环境下，铜冠投资公司下属
各单位怎样增强危机感、紧迫感，防止
盲目乐观，我们要积极引导广大员工树
立过紧日子的思想，通过深入开展挖潜

增效活动，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这是
我们座谈会的初衷，也集思广益，很多
财务人员的宝贵意见与建议，大家提出
的都是针对性的，有实效的。”铜冠投资
公司财务部负责人介绍。

怎样严格执行《委派会计机构负责
人管理办法》中对津补贴发放的要求？
怎样加强资金、存货、应收账款和税收
等方面风险防范工作？如何努力提高
财务管理水平，完善和修订财务管理标
准、提高编制财务预算、决算的科学性
和准确性？如何积极参与企业经营管
理，为公司发展献计献策？这些都成为
座谈会的议题。在一片热烈讨论中，该
公司财务人员凝聚了共谋发展的理念。

江 君 方 珍

集思广益提建议谋发展

本报讯 日前，金隆铜业公司
电解党支部来到义安区笠帽山革命
烈士纪念馆，开展了以“缅怀先烈，
担当作为”为主题的“党员活动日”
暨清明祭扫烈士墓活动，缅怀革命
先烈的丰功伟绩。通过此次活动，
该支部全体党员在思想上受到了一
次深刻的洗礼。大家纷纷表示，要
继承革命先烈遗志，进一步强化党
员意识，提升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
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出色的
工作业绩告慰烈士忠魂。

陈幸欣 邹 贤

金隆铜业公司电解党支部开展“党员活动日”

本报讯 3月25日下午，铜冠
电工公司举办“全员参与、防治火
灾”主题消防安全知识讲座。讲座
邀请市安防火中心的专业防火宣传
教官进行授课。讲座中，授课教官
采用现实案例，直观形象地讲解了
火灾的危害、预防火灾的方法，教授
了员工在遇到火险时应如何灭火，
如何自救逃生及保障人身安全等基
本消防知识。 萨百灵 岳 莹

铜冠电工公司举办“全员参与、防治火灾”知识讲座

本报讯 笔者日前在采访中
了解到，每到节日假期的时候，老
乡、同学、朋友、战友、亲戚之间都会
有大大小小的聚会。但如今一些聚
会有时会变了味儿——攀比炫富、
走形式的聚会不少。

笔者认为，聚会除了吃喝玩乐
外，更重要的是相互真诚地沟通交流，
增进感情。一是朋友、同学聚会要巧
用心思创新方式。现在很多同学、朋
友、乡友、战友聚会，大家坐在一起没
说几句话，便开始各自刷手机。笔者
认为,要想聚会有意义，牵头人要多动
些脑筋、多花些心思。对于谈话的内
容，组织者更要好好想一想，突出几个
主题。比如大家可以一起追忆一下学
生时代的一些趣事、囧事，回忆过往单
纯美好的学生时光，唤起内心的那份
纯粹；也可以一起玩一些时下最流行
的游戏。二是家庭聚会。笔者认为，
家庭成员聚会的主题是“团圆”。全家
人可以一起准备丰盛可口的团圆饭。
特别是姐弟多的家庭，既使住在一个
城市，但由于平时各有自己的工作，平
时也很少见面。家人难得聚会，可以
叙叙家常，互相关心。总之，无论是家
庭聚会还是同学、朋友、乡友、战友聚
会都不要拿着手机玩个不停，放平心
态，放松身心，这样的聚会才令人回
味。 殷修武

如何让假期聚会变得更有意义？
放下手机 放平心态 放松身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