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瞧，这个矿山好小伙儿一早便开
始忙活了！”提到这个小伙儿，天马山矿
业公司领导和同事们无不点赞。“小伙
子工作忘我，责任心强，每天与师傅们
一同上下井，一起点检设备，发现问题
不解决绝不罢休。他爱岗如家，加班加
点好似家常便饭，工作交给他，我们放
心!”

这个同事们交口称赞的小伙子就
是董文明，天马山矿业公司机运一区副
区长，目前主要负责工区安全生产管理
和各项事务及人员的统筹协调管理工
作。

2012年，董文明进入该公司任职
选矿车间副主任，主要分管电气及重点
工程项目建设。他先后负责车间多项
技改技措工程，在项目建设初期，他合

理安排网络计划、施工方案，编制技术
标书、绘制图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他全天候蹲点协调，白天穿梭于施工现
场，对项目施工人员认真交底，强调各
环节安全注意事项，晚上则对当天的施
工进展情况进行疏理，细化网络计划，
完善方案。在碎矿工段HP300破碎机
的改造过程中，他根据实际情况，改善
了设备基础施工方案，缩短了设备安装
时间，并通过合理统筹，在不影响生产
的前提下，完成了选矿节能自动化工程
项目。这两个项目不仅降低了选矿生
产电单耗，也为选矿指标的优化控制、
生产的调度协调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2016年6月，董文明调入机运一区
任副区长。面对陌生的井下工作环境，
考虑到自己的工作职责，董文明犯起了
难。“由于之前很少接触提升运转设备，
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字——‘急’，是真着
急！只希望自己能尽快熟悉新环境，进
入角色。”董文明回忆起来，仍记忆犹
新。虽然工区安排了办公室，但他基本

上“泡”在生产一线，熟悉路线、电线、管
线，查阅相关图纸资料，向师傅们学习讨
教，了解各类设备结构、原理，常见故障
及解决方法。不到两个月，董文明就能
独立带班处理各类生产问题。“小董副区
长，牛！”工友们无不竖起了大拇指。

工区管理的新大井是硫金矿提升
主井，是生产的“咽喉要道”，也是董文
明心里的一块疙瘩，始终放心不下。每
月一次的井筒检查，他都会跟钳工一起
站在箕斗上，从卸载到装载，每一处固
定螺栓、每一道焊缝都要仔细检查，测
量罐道间距及罐道磨损情况，对检查到
的问题立即组织人员进行修复，充分保
证提升系统的安全稳定。年终检修时，
他在负240米装载闸门作业点带班，负
责2个溜槽、4个闸门、大大小小数十块
衬板的更换。溜槽作业既是井眼高空
作业，又有大量淋邦水。因工作环境恶
劣、空间狭小、湿冷、危险系数高，所有
运输、起重作业全靠手拉葫芦和人力。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带领维修人员

克服困难，创造条件，带头在最危险、最
恶劣的地点作业，并圆满完成任务。

去年，工区更换主罐，在罐笼安装
前，董文明仔细核对图纸和尺寸，他发现，
虽然罐笼与图纸相符，但罐笼侧面有一凸
出的零件在罐道或罐耳磨损后，凸出件
容易与罐道卡子相撞，导致提升故障。
他立即联系罐笼厂家技术人员，在安装
前就将凸出零件截短。因更换主罐会
导致矸石不能正常提升，影响掘进进
度，上级只给了四天的时间。他散会后
马不停蹄，第一时间赶到钳工班和起重
班布置前期准备工作，通过倒排施工进
度，规定每天工作量，决定利用3天更换
好主罐，恢复生产，第四天进行完善。他
中午不休息，连吃饭喝水都在现场，一连
几天都工作到21时许。当工友们拖着疲
惫的身体离开现场时，他还不忘清理现
场，把工具都收好摆好，把丢落的螺丝、焊
条等都捡回到工具盒，方才安心下班。在
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罐笼如期安装完毕，
并一次运行成功。 陈幸欣 朱 艳

——记集团公司十大杰出青年董文明

瞧，这个矿山好小伙儿

本报讯 近日，铜冠电工公司工
会组织的“提产量、促质量、增效益、保
安全”2019年主题劳动竞赛全面启
动。

该公司今年劳动竞赛旨在以竞赛
为载体，以成本质量管控为中心，全面
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进一步推进铜
加工产品快速发展，并带动产业研发
和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有序开展，全
面提升管理水平和企业竞争实力。该
公司按照竞赛目标制定了活动考评内
容及细则，明确考评办法，严格考核标
准，把各项竞赛指标分解到班组、机台
和个人，从严考核，以确保竞赛工作顺
利进行。参加竞赛的该公司各分厂均
实行产品品质、安全环保一票否决
制。该公司要求强化劳动竞赛过程管
理，做到与职工技术创新、技能素质提
升、铜加工行业对标相结合。本次劳
动竞赛中，还将组织职工围绕节能降
耗、提质增效、经营管理、修旧利废等
广泛开展合理化建议、“五小成果”征
集等，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涌现更多的高技能
人才和生产骨干。

江 君 华 伟

铜冠电工公司
劳动竞赛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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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21时50分，一声清脆的
按钮声响，沉睡了长达28天之久的金
冠奥炉13号移动加料皮带飞快地旋
转起来，皮带运转正常，站在一旁的工
程技术分公司金冠项目部奥炉电仪班
高殿君、赵松贵两位师傅，长长地松了
一口气。

当天17时许，在大修现场忙碌了
一整天的班长高殿君回到班组，还没
来得及歇口气，就接到了该公司金冠
项目部紧急指令：今晚无论如何要将

13号移动皮带电气部分恢复，确保明
早9点奥炉本体烘炉。而此时的皮带
机械部分正在紧张有序地安装中。“保
证完成任务！”高殿君班长回答得干
脆、有力。站在一旁的电工赵松贵师
傅也主动要求留了下来，决定配合班
长一道完成此项任务。

20时许，13号移动皮带机械装置
安装到位，早已等候在一旁的高殿君、
赵松贵迅速就位，熟练地将电缆环扣
穿入拉风钢丝绳内，将其牢牢地固定

在两边立柱上。随后，两位师傅拿出
摇表、剥线钳、钢丝钳、十字螺丝刀按
照安装程序，有条不紊作业，汗水顺着
两位师傅的额头慢慢渗出，可他俩全
然不顾，他们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
就是绝不能因为自身检修进度，影响
整个大修节点，就是再苦、再累，也要
坚持。经过他们的努力，21时50分，
奥炉13号移动皮带电气部分终于恢
复安装，一次性试车成功，确保了10
日9时奥炉烘炉节点。 戴 龙

连班检修保奥炉烘炉节点

冬瓜山铜矿党委切实关心高温季节职工的安全生产，要求该矿工会开展形式多样的“夏日送清凉”活动，进一步做好防
暑降温工作，确保一线职工的身心健康，保证矿山安全生产。7 月 12 上午，满载着从西联乡集中采摘的新鲜西瓜大卡车停
在冬瓜山铜矿综合楼门前，广大一线职工手捧着大西瓜笑逐颜开。 杨阅宝 摄

本报讯 日前，铜冠有色池州公司
收到上海奥世管理体系认证有限公司
颁发的IATF16949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获得IATF16949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说明该公司热镀用合金锭产品的
生产制造过程已经拥有完备、有效的质

量保障体系，同时得到了汽车行业的充
分认可。这是该公司多年来在产品质
量控制进行系统性的改进和完善、严格
执行IATF16949质量管理体系的实力
展示。

吴文明 李荣敏

铜冠有色池州公司热镀用锌合金锭生产获得IATF16949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本报讯 连日来，铜冠建安建材
公司市场调研组人员冒着酷暑，南上
北下开展市场调研，为自己“把脉”，主
动作为找差距。

“对加气混凝土砌块市场进行全
方位的调研，摸清市场的行情、变化的
态势，找准自己的定位，看清楚自己的
差距在哪，最后还要拿出勇气来改正、
完善……”该公司调研组组长、分管营
销配送副经理孙国斌介绍，此次大规
模的调研，初衷就是绝不回避问题，客

观了解整个行业态势。从铜陵的丰泽
公司、建鑫公司，到安庆地区的迪力新
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从芜湖的南陵、
无为、到合肥的庐江，从枞阳、东至、祁
门、歙县、黄山、青阳，到池州市区用户
单位，该公司调研组成员连日来奔波累
计里程5千多公里，仔细考察了上述地
区建材产品市场。同行企业的先进做
法，如他们如何实现对标管理，如何改
进营销策略，扩大市场占有率……该公
司调研组成员通过考察调研，学到了同

行企业的人员管理、质量管理、托盘管
理、库存管理及环保治理等方面知识，
比较了同行企业之间的产品价格、产品
质量及生产规模等，同时，也进一步了
解了客户需求及市场行情。

“如今市场竞争激烈，需要知己知
彼、走出去找差距，不断弥补自身不足，在
挖掘现有产品市场的同时，还要重视新产
品研发，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企业
可持续发展。”该公司经理丁成树说。

张 敏

铜冠建安建材公司主动作为找差距

7月10日，金冠铜业分公司党委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组织班
子成员前往顺安镇凤凰山村新屋岭革命传统教育实践基地，缅怀革命先烈，感受共产
党人追寻初心的使命担当精神。图为该公司党委班子成员在纪念馆党旗前重温入党
誓词。 吴家富 摄

本报讯 今年上半年，金冠铜业分公
司奥炉电解车间累计生产电铜5.08万余
吨，完成年度计划50.78%，其中高纯铜率
达到99.61%。

为确保电铜质量，该车间针对系统带
负荷试车中发现的问题，专门成立了质量
攻关小组，制定科学的生产作业方案。从
源头阳极板的挑选、统计入槽，到阳极板
的整形加工，再到入槽接触点的洗刷、叉
缸、照缸和电解槽内阴阳极板极距离、阳

极板垂悬度调整，以及电解液中添加剂的
配比、剂量和电流大小控制，每一道工序
生产都经过质量攻关小组技术团队的反
复实验并确定，并坚持每天进行槽面抽
样，查看电铜情况，发现问题立即取样化
验分析，及时调整生产技术方案，层层把
控，从而使得电解系统带负荷试车生产快
速趋于稳定，并在最短时间内生产出质量
有保障的高品质电解铜。

张少勇 俞 霖

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电解车间超额完成上半年产量任务

铜冠电工公司漆包线分厂员工正在进行设备调整。为积极争创“安全、干净、
高效”班组，漆包线分厂铜线产品区各班组快速行动，在精细操作、保持环境整洁
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安全隐患巡检排查力度，发现设备安全隐患及时整改落实，为
稳定生产提供了保障。 王红平 华 伟 摄

本报讯 落实防暑降温工作，保
障职工身体健康。进入夏季以来，铜
冠电工公司积极开展“夏日送清凉”
系列活动，为奋斗在一线的员工送去
丝丝凉意，送去一份诚挚的关怀。

“高度重视，以人为本”，该公司
切实将各项防暑降温措施落在实
处。自 6月下旬开始，该公司有关
人员先后前往芜湖铜冠电工公司、
铜冠铜材公司、铜冠线材公司、漆包
线分厂，为员工送去清凉油、人丹、
毛巾、绿豆等防暑降温物品。在作
业现场，盐汽水、绿豆汤等降温饮品
也随时供应，现场作业环境得到持
续改善。入夏以来,该公司不断强
化防暑降温知识的宣传教育，通过
人工讲解、宣传栏、二位一体答题等
多种方式，宣传防暑知识，提高员工
防暑安全意识。

萨百灵 岳 莹

铜冠电工公司
开展“夏日送清凉”系列活动

位于我市义安区天门镇境内的江村依山傍水，具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村内数幢明
清时期的徽派古建筑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小巷两旁，触目可及。这些古建筑飞檐翘角，
粉墙黛瓦掩映在青山绿水之中，处处流淌着古朴的明清风韵。近日，江村成功入选

“中国第五批传统村落名录”，成为游客们又一旅游景点（如图）。 殷修武 摄

本报讯 7月6日上午，铜冠投资
金神公司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先
进个人代表等30多人，前往泾县新四
军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接受党性和
革命传统教育。面对鲜红的党旗，该公
司全体党员举起右手庄严宣誓，重温入
党誓词。之后，全体人员参观了新四军

军部旧址，观看了珍贵的影视、图文资
料和实物展览，大家深深为先烈们可歌
可泣的英勇事迹所感动。通过参观学
习，全体党员一致表示，要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实现公
司2019年目标任务而努力拼搏。

夏富青 戴宝希

铜冠投资金神公司组织党员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一股股鲜红的血液，从铜山铜矿
分公司员工的血管里缓缓流出，一个
个密封袋不断被装满，那是矿山工人
奉献给社会的爱心。

7月11日8时许，铜山铜矿分公司
工会门前的献血车内外，人头攒动，40
多名前来献血的该公司员工早早来到活
动现场，填报个人信息、体检、等候、抽
血。8时45分，该公司保卫部部长俞寿
平率先通过体检，气定神闲走入献血间。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既然我的身体

很健康，我就要为社会多做点什么，义务献
血是我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应该做的事。”

“身体还好，就应该献点爱心，既
奉献社会也为了家人。”还有1个月就
要退休的采矿区支护工陈小花，正在
弯着腰填写个人信息表，这已经是陈
小花第5次义务献血了，而且每次都主
动要求献血300毫升，总献血量已达
到1500毫升。

通过体检后，听说这次要献300
毫升，员工朱文迎毫不犹豫。她是替

爱人章子荣来献血的，她的爱人因澡
堂供水设备故障需要及时维修一时赶
不过来，她是来“替夫上阵”主动要求
献血的。

一上午的义务献血活动，该公司
员工勇担社会责任、无私奉献社会的
精神和他们工作一样不甘落后，献血
现场爱潮涌动，血浓情浓。据悉，近5
年来，该公司有200多人积极参加无
偿献血，献血量达3000多毫升。

余 飞

传递爱心 奉献社会
——铜山铜矿分公司员工义务献血小记

本报讯 7月 10日下午，天马山
矿业公司党委组织党员前往义安区西
联乡钱湾村中共铜陵特支展览馆开展
革命传统教育。全体党员认真观看了
展览馆的图片资料和实物。在中共铜

陵特支展览馆前，面对鲜红的党旗，全
体党员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对党
作出庄严承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为企业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朱 艳

天马山矿业公司党委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本报讯 为营造认真学习党章
党纪的浓厚氛围，7月12日下午，铜
冠地产公司组织全体党员开展党章
知识测试活动。

此次知识测试内容覆盖面广，
涉及十九大报告、《中国共产党章
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
干准则》等相关党章党规党纪知
识。测试过程中，全体党员态度端
正、认真答题，充分展现了党员严明
的纪律作风和良好的精神风貌，有
效检验了党员是否具备应知应会的
理论素养。通过测试，全体党员进
一步加深了对党章的理解，进一步
掌握了党的基本知识，增强了党性
观念，对更好地履行党员义务起到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陶 敏

铜冠地产公司
开展党章知识测试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