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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铜冠池州公司工
会在党委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中，
坚持把责任心、细心、真心贯穿工作始
终，在建立和谐稳定企业和职工幸福感
提升上相得益彰。

把政策用到位，促责任心提升。该
公司工会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和公司相
关制度规定，紧紧围绕公司生产经营目
标，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对于工会
各种决算和预算，重要福利方案制定等
工作，均由工会委员和各基层分会主席
讨论决定。倾听基层声音，引领职工参
与公司决策，组织召开新春茶话会，“五
一”座谈会，开展“人人为公司献计策”
合理化建议活动，在公司生产经营、项
目建设等方面发出职工群众自己的声

音，同时把基层员工在生产、生活中的
困惑用春风细雨的方式化解。该公司
工会负责人杨庄说：“献计策活动共收
到各类建议221条，经组织逐条审议，
采纳了其中的51项合理化建议，另外
28项建议准备逐步实施……”此举有
力提高了职工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和归
属感。

扎实推进标准化班组建设，实实在
在作“取经人”。组织相关管理人员向
同行学习，树立标杆意识，汲取外部营
养，促进内部管理提升，加强对各班组
日常工作的检查指导，不断提高班组长
管理水平。持续推进班组长“公推直
选”工作，对项目新增班组和班组长调
离等情况，督促各分厂、分公司严格按

照规定，及时进行班组长“公推直选”工
作。

关怀到位，温暖职工群众心。“感谢
工会的关怀，没想到工会这样细心……”
该公司锌分厂员工小张感激之情溢于言
表。不久前，该公司员工小张在上班途
中不慎跌倒，造成脚部骨折，工会主动派
人了解事情始末，积极为该员工申请了
意外事故保障赔付。年初，该公司工会
为在职会员申请参加了《在职职工意外
伤害互助保障计划》《在职女职工特殊疾
病互助保障计划》《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
助保障计划》，多方面维护职工利益。同
时把职工慰问工作抓实做细，截至当前
慰问职工住院、直系亲属病逝、祝贺职工
结婚等共计26人次，发放慰问金1.7万

元。2019年“两节”期间慰问困难职工
37人，发放慰问款9.95万元。开展困
难职工结对帮扶工作，为3名困难职工
送上慰问金。今年“三八”妇女节期间，
组织144名在岗女职工会员春游并发
放节日礼品。用细心的工作方式方法
将组织的温暖及时送到员工心坎上。

用真心换真情，落实信访工作。今
年以来，共接待职工来访5起、共15人
次，对员工的合理诉求多方面沟通加以
解决，对不合理的诉求认真细致地宣传
政策和制度规定，积极做好宣导和稳控
工作。“三心”工作的大力推进，使职工
群众幸福感、归属感与日渐增，有效服
务了工作全局。

张 军 方义标

铜冠池州公司工会

用“三心”促职工幸福感提升 本报讯 为提高公司班组标准化
建设水平，汲取集团公司兄弟单位标
准化班组建设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
法，5月24日，金隆铜业公司工会组织
了20多名工会主席和班组长到冬瓜山
铜矿、铜冠铜箔公司学习观摩标准化
班组建设工作。

学习观摩期间，两个单位相关人
员分别介绍了各自单位的班组标准化
建设工作的具体措施以及取得的成
效，并带领观摩人员深入基层单位，现

场参观了解班组建设实际情况。该公
司人员在观摩的过程中，态度诚恳，以
取长补短、为我所用的良好心态认真
听，仔细看，发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
检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观摩结束
后，大家觉得收获颇多，开阔了眼界，
拓展了思路，纷纷表示，在日后的班组
建设工作中，将对标兄弟单位的先进
经验，创新做法，真抓实干，把公司班
组建设工作推向更新的水平。

章 庆 孙 乐

金隆铜业公司“取经”班组建设

本报讯 日前，月山矿业公司纪
委开展廉政理念“五进”活动（进部室、
进车间、进班组、进岗位、进家庭）。活
动分两部分进行：廉政理念进家庭部
分，由公司纪委组织落实；廉政理念进
部室、进车间、进班组、进岗位活动，由
各党支部结合本单位实际，开展各具
特色的廉洁从业教育活动。

该公司纪委发起的廉洁从业《倡
议书》，推动廉政理念进家庭，增强广
大党员干部及家属反腐倡廉意识和能
力，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充分发

挥家庭在廉洁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
用。该公司全体党员、非党员的关键
岗位管理人员（财务、企管、供销），共
118人参加活动。此次活动共同倡导
崇尚科学、文明、健康的家庭生活方式
和乐观向上的家庭文化，树立良好家
风。廉政理念进部室、进车间、进班
组、进岗位活动，各党支部都制定了详
细的活动方案，活动在逐步落实当中，
该公司纪委将在年中和年末进行督
查。

鲍小康

月山矿业公司纪委开展廉政理念“五进”活动

本报讯 为扎实做好基层单位社
会综合治理基础工作，进一步提高治保
会成员的治安、安全意识，近日，铜冠铜
箔公司对该公司治保会成员开展综治
工作业务培训。培训会上，该公司党群
工作部负责人从综治维稳基础工作、治

安防控体系建设、治安管控工作、内部
治安管理基础工作和法治宣传教育等
五个方面作了详细的讲解，并对《铜冠
铜箔公司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建设）目
标管理责任制考核评分细则》进行了任
务分解。 何 亮 方向东

铜冠铜箔公司开展综合治理工作业务培训

“咱们阮班长，是一位从不网购的
人，最近咋也疯狂‘拼单’了呢？”5月
27日中班，冬瓜山铜矿充填工区青工
小周与工友们正相互谈论着班长阮学
军的另类“拼多多”。

日前，该矿充填工区正在开展的
井下负280米中段充填主管道系统翻
边整改施工过程中，所拆卸管道内套、
皮圈、外卡等管道接头“配置”，存有不
同程度磨损现象，将有磨损的管道接
头继续组装使用，势必会造成充填渗

水漏砂不安全隐患，但如果更换一整
套新配件，虽然省时省力，必然会有驳
于管道翻边的降本增效初衷。为此，
班长阮学军在拆卸管道时，按照接头
配件类别和磨损差异归类收集，将收
集完好无损的配件立即组装使用。

“回收修复的管道接头配件，安装时
难免会出现不吻合的难题。”班长阮学军
介绍说：“由于新修复接头配件，不仅是
拼搭而成，而且还被移挪了安装位置，肯
定是很难一次性安装到位的，需要用两

只葫芦将管道起吊对拉，再一点一点地
拨拢。”阮学军还说，在管口对接过程中，
稍有不慎不仅会挤压到手指，还会将沙
粒带入卡槽内，造成安装的障碍。于是
大伙都不戴手套操作，并且随身携带一
团潮湿的棉纱头，不时地擦拭手上的污
渍，确保翻边后的管道安装一尘不染。

“每拼装一套管道接头，即可省下
一幅新配件，如此明显的降本增效效
果，让大伙都乐此不彼‘拼多多’。”阮
学军欣慰地说。 汪为琳

另类“拼多多”

5月24日21时40分，金隆铜业公
司精炼车间阳极炉圆盘当班人员发现
A盘提取机在提取阳极板时，阳极板
尾部总是刮擦水槽边沿，随着提取次
数的增多，造成阳极板在拖入水槽前
就因为刮擦碰撞而变形，而且有可能
会使提取机定位连接杆拉坏。当班人

员随即停止A盘浇铸和阳极板提取，
并向车间报告联系设备保全人员。

22时20分左右，到达现场的维保
人员在班组人员的配合下，经过多方
查找和测试，发现是由于阳极板提取
机抱夹定位托盘轴承内部齿轮局部损
坏引起的故障，必须更换新齿轮。25
日1时20分，A盘提取机完成解体工
作，更换维修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着。该齿轮位于提取机机械手臂的内
部，拆卸、安装难度极大，维修人员只
能逐一检查维修。

时间慢慢流逝，时针悄悄指向当
日2时，现场的维修人员已难掩疲惫，
但是，为了确保正常生产，必须连夜完
成抢修。现场的检修人员也在不断地
给自己打气，根据排查结果不断调整
维修方案：抱夹拆卸完成、托盘轴承很
快拆下、新的齿轮已安装好、托盘轴承
已定位、连接杆开始调角度……5时45
分，经过几个小时的连续抢修，A盘提
取机终于恢复正常工作，这时，所有人
的心才放下来。

刘 胜

凌晨抢修

一名89年大学生，八年工作被调
动四次，面对多次被动“跳槽”，他眼睛
向下谋发展，求职若渴学真经，硬是

“跳”出五项技术改造，“跳”来标兵荣
誉，“跳”出一条大美青春之路，他就是
铜冠池州公司锌分厂技术主办王智。

转战铅锌两分厂，乐于攀高峰。
走近王智，才知道年轻的技术员有着
不平凡的工作经历，八年间他在铅、锌
两分厂之间辗转“跳槽”了几个来回。
每到一个新岗位工作，踏实的工作作
风，敢于担当的精神，干在实处不落空
的劲头，总会被新旧领导“惦记”，总是
想方设法把他给再调回来。该公司铅
分厂厂长唐贻发评价道：“小王肯吃
苦，爱钻研，这样的大学生从事技术工
作，让人放心……”在铅分厂，他运用
在锌分厂电解累积的工作经验，联合
团队骨干，主持设计出了铅电解“真空

掏槽装置清理槽内阳极泥”改进项
目。新设施投入使用后，大大节约了
电费、人力、天然气等支出费用，经测
算实现年综合效益35.6万元，并且一
举解决了铅电解从高负荷生产到减产
直至退槽清理的被动循环局面。这种
装置的设计，对正常装出槽没有影响，
既保证了产品质量合格，又保证了生产
连续性，使铅电解开车率由原来的82%
提高至100%。槽面班长林金水在使用
后说：“这个改进项目好，我再也不用为
了清槽后堆积如山的阳极泥发愁了。”

坚忍不拔抓改进，敢于担重任。
行走在偌大的电解槽面上，作为技术
管理人员，他总是以火热干劲为生
产排忧解难，以精细态度提高工作
标准。在一次与生产管理部领导交
流中，对铅电解过程中析出铅表面
有大量结晶生成，短路现象增多的
问题，再一次引发他的思考。他立
即行动起来，追本溯源在电解液添
加剂改变上做文章，新一轮的蹲现
场、查资料、定对策再次循环起来。

他的笔记本上记下了一组组数据，
一次次验算，忙碌的工作熬红了他
的眼睛。他和团队在电解槽上划出
一块“试验田”，用行动来证明理论
的可行性，一个生产周期后，发现实
验未达到预期效果，这不禁使他皱
起了眉头。铅电解工段管理周安平
回忆起这件事情时说：“经过分析，
小王判断效果不明显的原因是我们
的试验区域小了，系统循环不彻底
造成的。”于是，新的一轮试验被扩
展至整个系统进行，事实证明当初
的判断是正确的。经过改进后的添
加剂全面注入系统，析出铅表面平
整度增加，每天阴阳极短路数量从
150多块减少到30至 40片，全年实
现综合效益51.73万元。

不久前，王智被该公司聘任为技
术主办，再次被调入锌分厂，从事十万
吨锌的技术管理工作。说起再次的

“跳槽”，他笑着说：“感谢公司的培养，
青春只有奋斗才会更精彩。”

张 军

——记铜冠池州公司生产标兵王智
用“跳槽”演绎大美青春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穿透云
端，他们刚从井下升至地表。明媚的
阳光照着他们疲惫的脸庞，露出一丝
浅浅的微笑……他们是谁？原来，他
们是默默无闻的水电巡查班。”5月
24日下午，铜冠（庐江）矿业公司
2019年“劳动者之歌”朗诵比赛在该
公司员工深情的朗诵中拉开帷幕。

“大家好，我是磨矿机，我负责
将原本五大三粗的矿石磨成一粒
粒娇小的精灵；我是旋流器，我喜
欢细小的颗粒，我会将它们捧上天
……”该公司选矿车间的朗诵者用
拟人的手法叙述了车间职工们和
这些设备“大家伙们”的难忘故
事。“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
物生。莫问前路谁最先，庐江矿业
占鳌头！”该公司党群分工会纵览
矿山发展历程，通过对各项工程节
点和生产经营的叙述，声情并茂地
讴歌了建设庐江矿业的劳动者们
迎难而上、拼搏奋进的精神风貌。

据了解，本次“劳动者之歌”诗
歌朗诵比赛，旨在展现该公司生产
建设中涌现出的各类先进劳动者风
采，弘扬各岗位劳动者的先进事迹，
激发广大职工为矿山建设奋发有为
的工作热情。比赛朗诵篇目均为原
创诗歌作品，题材源自该公司生产
建设的劳动者。经过激烈的角逐，
最终该公司党群分工会、选矿车间、
动力运转中心分工会和采矿、物资、
生产分工会分别荣获一二三等奖。

陈幸欣 黄从娥

五月，劳动者的赞美诗

本报讯 近日，铜冠池州公
司九华港航分公司经过多次试
验，成功将废旧汽车轮胎安装在
作业平台临江靠船立柱上，以替
代防碰撞护舷。安装废旧轮胎
由全国劳模陈友生牵头，此批共
安装 12 只轮胎，可替代 6 条护
舷，节约成本16000元。

胡 淳 赵仁兵

铜冠池州公司九华港航分公司
成功利用废旧轮胎替代护舷

为提高金矿取样的准确性，天马山矿业公司选矿车间安装调试了往复式自动
取样器。该取样器在设定时间内定时对金矿矿浆取样，保证了生产数据的准确性
和稳定性。图为该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调试取样器。 王刚强 方红梅 摄

5月24日上午，天马山矿业公司联合铜官山派出所开展重要部位反恐怖应急
预案演练。演练前，由铜官山派出所警官演示应急器械的使用方法和教学，随后
指导该公司武保人员进行了反恐应急演练，为处置各类突发恐怖暴力事件奠定了
坚实基础。 朱 艳 张立新 摄

金隆铜业公司在生产设备维修外委的情况下，仍坚持设备维修保养工作的全面主动。该公司设备保全人员每天进行
设备巡查，发现问题后，在及时协调外委单位维修的同时，对部分重要设备主动提前介入维修，确保生产不受影响。图为该
公司设备保全人员正在生产现场维修设备。

章 庆 赵 耀 摄

日前，铜冠（庐江）矿业公司采矿工区技术人员针对LH409E电铲卷缆盘运转
不灵活易拉断电缆的问题，加装了手动润滑装置，经过试用，铲运机电缆拉断现象
明显改善，电缆更换次数降低，节约生产成本几十万元。 刘 祥 武 宇 摄

本报讯 尽管离我国传统节
日——端午节还有十多天的时间，
然而无论是超市、农贸市场还是食
品专卖店内，粽子已经悄然上市，
而且市场上的各类粽子已经开始
降价促销。其中有些知名品牌上
市价在百元左右的礼盒粽子，促销

“抢购价”仅有五六十元。
连日来，笔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尽管端午节未到，但粽子市场
人气渐旺，市内多家超市内，礼盒装
的粽子、袋装粽子均被摆到显眼位
置。而在天桥市场、人民市场和小街
农贸市场，平时销售面食、馒头的面
食铺也新增了鲜粽子，按照馅料等原
材料不同，每个售价在2元至3元左
右，吸引了不少市民购买尝鲜，就连
正宗的嘉兴肉粽子和蛋黄粽子每个
只要2.6元。据一家超市店员介绍：

“这几天粽子开始大量上市，顾客选
购的数量也比前些天普遍增多，促销
活动对销售的拉动作用很明显。”据
一些商家介绍，今年铜陵市场上粽子
的价格与去年相比基本持平，红枣、
蜜枣、豆沙、八宝等经典品味的粽子
依然卖得比较好。笔者在一家大型
超市看到，一种上市价原来90元的
礼盒粽子降至50元，不少人在抢
购。据商家介绍，越是临近端午节，
促销的力度也越大，不过从品种丰富
程度上来说，现在买粽子还是比较合
适的，到了节前的几天，选择的余地
可能没有现在大。 殷修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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