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2 2019年7月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窦 华 综 合 新 闻综 合 新 闻综 合 新 闻综 合 新 闻

随着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厂区首
次年度检修工作的全面铺开，在奥炉精
炼车间渣缓冷区域，总能看到一个熟悉
的身影一会儿站在高高的龙门吊走道
上与维修人员形影不离地上上下下，一
会儿又蹲在长长的运渣轨道上与施工
人员比比划划，不用猜，这个熟悉的身
影就是渣缓冷班班长王宗文。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五十
来岁的王宗文给大家的印象是：个子不
高，但技术高；体能不足，但干劲足。在
奥炉工程项目还在建设的时候，有着渣
缓冷岗位多年工作经验的他，深知面对
的新设备、新工艺与原金昌冶炼厂有着

天壤之别。为尽快掌握相关技术要领，
王宗文在设备安装初期，随身常常揣着
一个笔记本，处处做个有心人，遇有不
懂的就请教设备厂家技术人员，遇有不
明白的就咨询设备安装人员，直到学懂
弄通为止。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
他学到的点点滴滴，大到80吨的龙门
吊，小到喷淋管的气动阀等，以及何时
紧固螺栓，何时加注润滑油，何时更换
配件，下次保养计划时间等等，他都详
细记录在册，并按照规定节点一一落
实。维保人员翻看他的笔记本维保事
项安排时，都笑着说：“渣缓冷的设备维
保比4S店还正规。”正是在他的精心呵
护下，渣缓冷工序从未出现过一起因设
备故障而影响生产。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渣缓冷

班有两位转岗来的同事刚来时，不熟悉
龙门吊操作，他就指派班里技术好的师
傅带徒指导。由于这两位同事年龄偏
大，接受能力较弱，指派的师傅逐渐失
去了耐心。为了确保全班整体操作能
力，他一有空就到龙门吊操作室，不急
不躁地手把手地进行操作指导，在他不
厌其烦地演示和悉心传授下，两位转岗
来的同事顺利通过了专业考试，取得了
龙门吊操作证。试生产的时候，炉渣缓
冷效果因达不到技术要求，时常出现

“红包”现象，影响到后续渣选矿的生
产,愁得他时常蹲在渣包旁手托下巴，
歪着头苦思冥想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班
前班后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甚至一次
到食堂吃饭时，他只打了菜、没打饭，拿
着勺子挖着空盘吱吱作响，还问同桌的

人:“我的饭呢？”这事一度成为大家茶
余饭后的笑谈。经过半个多月勤思苦
想，摸索排查，他终于拿出了一套解决
方案。首先将25毫米的喷淋支管内径
扩大为32毫米，增大喷淋水流量；其次
增加沉淀过滤设施，改善喷淋水质，并在
征得车间同意后，立即联系维修人员干
了起来。经过比对，改造后在相同的条
件下炉渣缓冷效果明显改善，基本杜绝
了“红包”现象，达到了预期效果，而他整
个人却消瘦了一圈。

“我要抓住这次大修的机会，把渣
缓冷工序存在的一些问题全部解决掉，
为以后的安全稳定生产打好基础。”这
位荣获该公司上年度的岗位能手如是
说。

李维胜

担一分责任 下十分苦功
——记金冠铜业分公司岗位能手王宗文

本报讯 6月27日，金冠铜业分
公司“全体党员进党校”专项教育第一批
党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如期开课。

该公司党委要求全体党员要充分
利用此次学习机会，认真加强党的理
论经典、党建思想、党史国史等方面的
学习,自觉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头脑，努
力提升党性修养，增强党性观念，永远
保持党的先进性，充分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切实在岗位上做到每一名
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全力打造世界

铜冶炼样板工厂作出应有的努力和贡
献。

“全体党员进党校”专项教育，是
该公司党委结合年度党员培训计划，
开展的纪念建党98周年系列活动之
一，计划组织380余名党员分六个批
次走进党校，进行为期三天的理论学
习和党性教育，以进一步推动“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强化党员理想信
念教育、党的宗旨教育，引领激发党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吴家富

金冠铜业分公司全体党员进党校接受专项教育

本报讯 6月26日，铜冠池州公
司党委根据集团公司“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实施方案要求，集中安
排一周时间，采取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方式，列出专题，扎实开展交流
研讨，升华初心新境界。

该公司党委把《如何自觉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
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作为首个研讨

专题。“在践行宗旨中守初心，在干事
创业中担使命，破旧立新实现公司高
质量发展。”该公司党委负责人表示。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开展研讨，谈感受，
将主题教育研讨收获运用于公司发展
中，把目标逐个分解，把任务逐一落
实，在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工作要求，推
动追赶超越，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体
现主题教育研讨实效。 张 军

铜冠池州公司党委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研讨

本报讯 按照集团公司“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要求，日前，
铜冠房地产公司党委开展理论学习中
心组集中学习研讨。在学习《习近平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
（以下简称《选编》）、《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以下
简称《纲要》）的同时，围绕“如何运用
新发展理念提升铜冠地产转型升级能

力”展开了集中研讨。
该公司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在研讨发言中围绕学原文、悟原理，畅
谈了《选编》《纲要》的学习体会。据
悉，此次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
讨为期一周，重点学习《选编》《纲要》
等，同时围绕“如何运用新发展理念提
升转型升级能力”等五个方面开展集
中研讨。 陶 敏

铜冠房地产公司党委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

本报讯 今年二季度，铜冠矿建公
司云南镇沅项目部克服地方生产用水
限制、采矿品位控制高、围岩地质条件
差、地压大等诸多不利因素，通过广大
干群共同努力，掘进量、采矿量分别完

成计划的131%和114%。其中采矿量
连续三个月突破2万吨，掘进进尺六月
份突破400米，安全生产稳步推进，受
到矿方的一致好评。

曾红林 陈忠庆

铜冠矿建公司云南镇沅项目部二季度创高产

本报讯 近日，随着铜冠池州公
司焙烧炉进风量停止，炉温递次下降，
锌系统年度检修攻坚战正式打响，全
员斗志昂扬奔赴各个检修现场。

现场检修指挥员也是战斗员，永
居前列扫障碍。一大早，担负着锌分
厂检修任务的监理方、施工队、专业组
按照检修项目清单，有条不紊地做好
检修安全交底，开好各类特殊作业许
可证，立即投入到火热的检修战中。
为确保此次大修能在15天内按质按
量完成，该分厂管理技术人员、外协检
修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顶着雨后
闷热的天气，跟班指挥协调各项检修
作业，切实做好检修指挥员与战斗员
之间的精准切换。在焙烧炉检修现
场，工段管理彭如亭带头钻进闷热的
炉膛内，拿起风镐投入到清理中，身上

的工作服不一会儿就湿透，就连劳保
鞋的牛皮面都被汗水浸湿，衣服都能
拧出水，风干后上面都是白色的盐
渍。“辛苦不会白费的，只要检修能按
进度顺利完成，再辛苦也值了！”他坐
在椅子上揉着酸痛的小腿笑着答道。

不畏艰苦的作业人员，冲锋在前齐
发力。在检修现场，一双双“油腻腻”的
双手，一副副“黑乎乎”的脸颊，一件件

“湿漉漉”的工作服，展现出一幅不畏艰
苦，热火朝天的检修画面。他们有人负
责监护现场的动火作业安全、有人负责
清理锅炉积灰、有人负责设备备件的更
换，检修人员各司其职，各项工作的每
个步骤，大家都忙而有序地进行着。在
检修过程中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一门心思为加快检修进度发力。

火眼金睛的安管人员，四处扫描除

隐患。为确保检修中的安全环保，锌分
厂高度关注检修现场人员的登高、动
火、受限空间等危险作业的监督，建立
了锌分厂大修工作联系微信群，把各检
修点进度信息及时有效沟通分享，让安
环员的脚步动起来，安环管理秩序建立
起来，着力加强对现场检修的安环监
督，严格履行安环责任。同时以各现场
检修作业点负责人为现场安环监督员，
在分厂各工序检修作业点和各检修施
工单位作业点各安环监督员们坚守现
场，奔波在检修作业面的各个角落，严
控检修过程中的“三违”行为，助力大
修顺利进行。正是一群群这样朴实的
员工，面对一项项艰巨的检修任务，以
使命为要，以奉献为荣，积极奋战在各
自的检修面上，在现场展现出了一幅幅
好“风景”。 朱英胜

铜冠池州公司检修现场“风景”独好

本报讯 “今天的党课，让我更加
明白了入党为什么，在党要干什么，像
这样的党课今后还要多听听……”“是
呀，这党课为我补足了钙，强健了体
魄，更让我深知做为一名党员所肩负
的责任……”6月12日下午，铜山铜矿
分公司运转区党员郭四侠与发展对象
王发明在听完该公司党委负责人吴家
平所做的《党员亮身份，树牢“四个意
识”，勇于担当作为》的党课后，相互交
流着听课感受。

据了解，在今年持续深化创新党
课教育活动中，该公司在授课主体、授
课模式、授课内容上创新，以党委班子

成员到基层联系点党支部送党课、基
层党支部书记互授党课、党员讲“微党
课”的形式来开展。党课选题及内容，
以贴近矿山、贴近党员职工生活，从身
边人身边事讲起，围绕立足岗位转变
观念，苦练内功，攻坚克难，深化改革
创新，加强管理，对标挖潜，提高效益
来讲好党课，并有针对性地选择党员
最关心的话题，把业务培训、技术交
流、专业管理、安全环保纳入党课，让
党课全面融入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把
党课教育的过程变成解决突出问题的
过程。在开展党员“微党课”过程中，
该公司还充分利用“学习强国”APP平

台优势，将平台作为党员学习教育的
新平台。各基层党支部运用“学习强
国”平台的优质资源，组织党员在“党
日”活动中开展“微党课”，谈心得、谈
体会，让讲党课的过程，成为党员深化
学习、增强党性、“补钙强身”的过程。

为提高党课质量，增强党课效果，
该公司还成立了党课评比小组，分别
对互授党课和“微党课”授课人的党
课，依据党课内容 50%、授课技巧
20%、听课效果30%的评分标准，进行
量化打分，在评比中找出差距，在学习
中互相提高，相互促进、相互提升。

张 霞 黄 武

铜山铜矿分公司创新党课为党员“补钙强身”

“小许，咱们充填人员下井时，需
要佩戴哪些安全防护用品？”“需要佩
戴空气检测仪、通讯对讲机、3M型防
护口罩和人手一台的便携式自救器。”
这是6月21日中班，冬瓜山铜矿充填
工区充填一班班长丁胜与工友在井下
负760米中段“安全阅读点”里一番互
问互答。

第十八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到来
之际，《冬瓜山铜矿不安全行为检查手
册》和《冬瓜山铜矿季度安全文明生产
检查手册》相继修订印发。前一本手
册既涉及本岗位不安全行为细则，又
涵盖日常行为规范和季节性安全防范

等不安全查处事项，后一本手册则详
细归纳每季度开展的安全文明生产考
核要点，虽说这两本新印发《手册》是
为管理人员提供的“内参”，但充填工
区并未将此束之高阁，该区把开展“安
全月”主题宣教与新修订印发《手册》
学习教育相结合，通过悬挂主题横幅、
开通“班组微信群”交流讨论等方式，
组织职工认真学习每一本《手册》内
容，抓住“安全月”浓厚的宣教氛围，教
育引导职工把《手册》视为自身日常工
作准则和目标。充填一班班长丁胜还
别出心裁地在负760米中段班中就餐
点设置了“安全阅读点”，他不仅自己
忙里偷闲悉心学习《手册》，还带动身
边工友共同学习。为检验学习效果，
大家还相互问答，将安全防范融入到

“安全生产月”每一项工作细节当中，

掀起“天天讲安全、事事抓安全、月月
保安全”宣教学习热潮。

井下支柱工吴咸会，班中需要奔
波忙碌在各个中段的顶帮板监护作业
中，但他总是不忘到“安全阅读点”来

“充电”。细心的吴咸会发现两本《手
册》既包含了本岗位风险防控警示要
领，同时也涉及到井下共性安全思考
与确认。于是他用智能手机适时拍下
当班排除隐患故障存在特点和位置，
并上传到“班组微信群”里，此举不仅
使大家受益匪浅，还带动和影响身边
工友“上标准岗、干标准活、交标准班”
的行为准则。

青工小刘接连用了“三个是”来概
括自己所学收获。他说：“‘手册’是安
全防范的‘清醒剂’，是意识行动的‘航
向标’，是日常工作的一面‘镜子’。”他
还说，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严格对
照《手册》，把攻克隐患故障的功夫用
在日常安全生产过程之中。汪为琳

“安全月”里“阅读点”

本报讯 6月26日下午，月山矿业
公司“一先两优”表彰大会正在进行。
在参会人员热烈的掌声中，先进党支部
代表、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
获得者共11人从公司领导手中接过了
金灿灿的授牌和火红的证书。

会议伊始，该公司党委负责人高
举右手，带领与会人员重温了入党誓
词。该公司此次“一先两优”的评选表
彰，认真落实《集团公司党内功勋荣誉
表彰办法》，自下而上，层层推荐、层层
公示，选出了来自于不同工作岗位，最
具代表性、最有先进性的先进党员群
体及个人代表。会议还对该公司2019
年第一季度“党员之星”进行了表彰。
表彰结束后，与会人员观看了红色影
片《建党伟业》。 田 芳

月山矿业公司召开“一先两优”表彰大会

本报讯 铜冠冶化分公司紧紧围
绕“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主题，以重
宣传、重学习、重排查、重演练、重氛围
为抓手,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注重实效的安全生产活动。

重宣传，开展安全生产主题宣传教
育活动。该公司通过悬挂活动横幅、张
贴宣传画和标语，开展安全承诺签名、安
全一家亲照片墙、安全宣传展板评比等
多种形式，增强员工安全意识。重学习，
开展安全应急知识学习活动。该公司借
助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官方微信公众号
和“链工宝”APP等新媒体平台，组织开
展全员危化品及全民安全应急知识竞赛
活动。利用安全生产咨询日，为全体员
工和外协单位人员集中普及安全生产理
念、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安全常识。重
排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该
公司深入开展“1+5+N”行业领域隐患集
中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和危险化学品专项
整治行动。重演练，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活动。该公司分别开展焦炉煤气泄漏事
故应急演练、危化品应急演练和油库消
防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重氛
围，开展立足岗位全员参与系列活动。
该公司重点开展“安康杯”竞赛、安全生
产青年监督岗、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活
动，发挥广大员工安全生产监督作用。
同时大力开展反“三违”、安全培训考试、
安全一家亲、安环伴我行征文、班组员工
轮值安全环保员等专题活动，增强活动
趣味性、感染力和吸引力。 胡永斌

铜冠冶化分公司突出“五重”开展安全生产活动

本报讯 金隆铜业公司渣选课认
真做好标准化管理和培训工作，保持
技术标准、操作规程等标准制度修订
和培训教育常态化，不断提升内部管
理水平。针对2019年实施的固定资产
更新改造及工艺技改等项目，该课及
时组织对标准操作程序进行制订和修
订，今年以来，新制订了《重型板式给
料机操作》《倒渣口水池水泵操作》两
项操作标准，并根据实际需要，重新修
订了《炉渣选矿过程控制程序》等七项
操作标准。同时认真组织对公司管理
标准制度的培训教育，特别是针对公
司新修订的标准，及时组织班组员工
进行培训学习和考试，以强化实际效
果，提升全员责任意识。 章鹏飞

金隆铜业公司渣选课标准修订和培训教育常态化

本报讯 日前，矿产资源中心第四
项目部开展“强化安全环保意识，争当
沙岩探矿尖兵”主题安全环保知识竞
赛，激励职工“通过不断地学习，持续增
强安全环保意识，提高安全环保技能；
立足岗位，做好地质探矿各项工作，在
服务沙溪铜矿发展中争当探矿尖兵。”竞
赛试题以《安全生产法》《环境保护法》，
集团公司安全环保相关规定、钻探工岗
位操作规程等安全环保相关知识为考
点，主要考察职工对安全环保相关知识
的掌握情况。此次竞赛活动吸引到该项
目部驻地全体职工、矿产资源中心地调
院驻沙溪工作组及各外协施工队伍共30
余人参加。 萨百灵 赵 跃

矿产资源中心第四项目部开展安全环保知识竞赛

为加强反腐倡廉教育，进一步促进党员干部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增强拒腐防变能力，6 月 27 日，张家港铜业公司组织
党员干部参观了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廉政教育基地”，接受廉洁文化熏陶和党风廉政教育。

夏富青 陈金龙 摄

金威铜业分公司熔铸分厂职工日前正在炉前作业。金威铜业分公司熔铸系
统在年初实行大修后，熔铸系统生产稳定性和炉况均得到较好保障，这为当前该
公司生产连续创造稳产高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红平 黄军平 摄

金隆铜业公司在生产过程中，重视对拆卸出来的废旧物资的安全环保处理，
能二次利用的一律再次回收使用。图为相关人员正在装运废旧物资出厂处理。

章 庆 摄

日前，安徽港口物流北环公司和金隆车队、金园码头三个党支部联合赴渡
江战役纪念馆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参观的党员们纷纷表示，
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照本职找差距，工作上要精益求精，本职上要勇于
担当，为企业发展尽职尽责。图为全体党员在纪念馆党旗前重温入党誓词。

万 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