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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瓜山铜矿掘进二区，有一位班
长，他个子不高，看上去敦厚和气，他多
年如一日在千米井下兢兢业业、任劳任
怨，是大家嘴里时常念叨的“老好人”，
他就是该区掘进一班班长王平。

王平担任班长多年，从一名普通的
电车工，到生产小组组长，再到生产班
长，他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漫长而踏
实。每天他都会早早来到单位，检查上
一天晚班作业完成情况及查看交班记
录本，提前协调好当天的班组安全生产
工作。而在完成班组派班后，他又是第
一个下到井下作业面，赶在生产小组到
达作业面前查看作业面安全状况。有
人说：“老王，你太快了，等大家一起来
不是很好么？”他总是笑眯眯地说道：

“生产作业很忙，我早点下来能给大家
节约一些时间，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等
大家来了我们再一起进行二次检查，这
样不就更能确保安全吗。”今年夏季，冬
瓜山区域负730米52线采场进行二步
次回采，一方面由于是老采场，频繁经
历过大爆破，采场顶板质量很差，小片
的矸石跨落时有发生；另一方面该采场
部分空区仍然在进行充填作业，气味
大、作业面温度高，种种不利因素使得
这次二步次回采作业困难重重。面对
这种情况，王平身先士卒，每天带领安
全工提前进入作业面找帮问顶，及时协
调锚杆支护车对高危区域进行支护挂
网作业，当生产小组进入作业面后，他
又主动承担起监护职责协助小组进行
作业面二次安全确认。夏季的采场温
度极高湿度极大，人待在作业面不用几
分钟就会汗流浃背，而他在里面一干就
是一个小时，直到完全确认作业面安全

后，他才会擦着一脸的汗水走出采场。
“这个作业面太热了，我要协调区队赶
紧架设临时风机，不能让大家在炎热的
夏季出现中暑啊！”说罢，他又拿着对讲
机进入了作业面，一边向区领导汇报情
况，一边查看最佳的风机架设位置去
了。在他的精心组织和协调下，整个二
步次回采作业井然有序，安全规范。

别看老王平时笑呵呵，大家工作上
遇到什么困难了，他都会主动第一时间
做工作解决问题，可是对于安全问题，
他从来都是毫不留情。在一次班组设
备随车灭火器安全点检中，因为一台铲
车上的灭火器失效，他罕见地发了火，
扣掉设备使用人的安全分，并在班组派
班会上点名批评了这名工人。“我不是
小题大做，一个灭火器是没多大事情，
但是他是生产设备起火后的第一道屏
障！当前天气干燥，一旦出现设备短路
起火，造成了设备和人员伤亡，我们谁

能承担得了这个责任！”一番话字字铿
锵，“老好人”把大家训得顿时无言以
对。而从此以后，“设备安全，人人有
责”这四个大字，就悬挂在一班休息室
的墙上，时刻提醒大家紧绷安全生产这
根弦。

截至今年12月份，他带领班组已
累计完成掘进进尺2210.8米，掘进量
2.6万立方米，同时做到全员安全无事
故，为全区提前圆满完成矿部下达的全
年生产任务作出了积极贡献。一串串
数字统计的背后，是王平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扎根基层，一心为班组安全生产殚
精竭虑的体现，这位工作中的“老好
人”、生活里的“热心人”、管理上的“责
任人”先后获得集团公司安全活动先进
个人、矿“十大标兵”“先进生产者”等多
项荣誉称号，他所带领的班组也多次获
得该矿“先进标准化班组”称号。

吴 灿

掘进二区的“老好人”

“小段，空气开关面板一定要用膨
胀螺丝固定在帮壁上，避免使用过程中
发生意外脱落，造成事故。还有,电缆
不得与其它管道接触，要按要求悬挂在
电缆钩上。”“忠平，钻机安装方位线要
确认、确认、再确认，钻机安装要平稳，
我们要把好钻探安装质量第一关。”刘
长源在井下安装设备时，时不时地向身
边的工友“唠叨”着。

今年，刘长源55岁了，10月是他在
工作岗位的最后一个月。听到老刘熟

悉的叮嘱声，工友们打趣着说：“咱都听
了你十几年的‘唠叨’，耳朵根都起茧了，
安全注意事项咱们一个个都能倒着背
了，就放心退休吧！”刘长源笑了笑，转而
严肃下来：“就算退休了，我也要唠叨，安
全工作无小事，多叮嘱叮嘱，总没错，任
何工友出了事故，我怎么给他们的家属、
给单位交待？我得要站好这最后一班
岗。”这些年，为了做到让工友、让亲人、
让单位安心，刘长源如履薄冰地抓安
全。1985年至1999年，长达14年的部

队生活，让刘长源养成了认真、严谨、精
益求精的习惯，在部队入党的他，入党誓
词中“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
奋斗终身”的誓言牢牢地印在心中。退
伍后，刘长源来到有色地勘分公司（现矿
产资源中心），从钻探工到班长，到机长，
再到专职安全员，一干就到了今天。

无数个日夜的一线工作，刘长源积
累了丰富的钻探施工及安全管理经验，
岗位能手、优秀班组长、安全个人、优秀
党员……他获得的荣誉多到自己都“记

不太清了”。他任机长八年期间，机台
未发生一起轻伤事故。2016年，他转
任专职安全员，从设备安装、电器维修、
生产作业，再到项目部安全台账、职业
健康管理等，刘长源注意每一个细节，
力求将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一名老钻工、一名老安全员、一名
老党员，二十年来，将守护安全当成了
习惯，大地深层的井下，他在每一个岗
位上，用浓情书写着共产党员的人生答
卷。 萨百灵 高兴宇

“站好最后一班岗”

本报讯 近日，铜冠商品混凝土
公司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前往铜陵有
色展示馆参观学习。这一主题党日活
动，进一步激发了该公司党员争做先
锋的热情，进一步坚定了该公司党员
奋力发展的信念。

“新中国铜工业从这里开始”“炉
火照天地”的雕塑前，该公司党员对铜
陵有色开拓者曾经的工作激情赞叹不
绝，对铜陵有色的先行者致以敬意。
了解到2019年7月22日，铜陵有色正
式进入世界500强，位列第461位，在
有色志上翻开新的篇章，书写更加绚
丽的辉煌的时候，该公司党员结合铜

陵有色的核心价值观“创造成就未
来”，现场展开交流，纷纷表示，只有靠
自己勤劳双手创新、创造，才能建设铜
陵有色更加灿烂的未来。

该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马立干结
合工作表示，虽然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基
础建设工程量不比往年、一定程度上影
响该公司主产品的销量，但从长远发展，
铜陵有色的前景、铜冠建安及其商品混
凝土公司的前景，一定越来越辉煌。有
深厚的铜陵有色企业文化的支撑，有“有
色精神”的传承，有全体员工的奋进，商
品混凝土公司乃至铜陵有色的美好明
天，必定可期。 江 君 花玲玲

铜冠商品混凝土公司党员
参观有色展示馆坚定发展信念

本报讯 12月4日上午9时，铜冠
铜箔公司在办公楼一楼大厅开展国家
宪法日学习活动，由该公司纪委书记
领学，共有60余名员工参加了此次活
动。

今年12月4日，是第十七个国家
宪法宣传日，为弘扬宪法精神，铜冠铜
箔公司积极组织开展“宪法宣传周”系

列活动，一是通过悬挂宪法宣传标语
和摆放宪法宣传展板，积极营造宣传
氛围；二是在全公司范围内组织开展
《宪法》知识测试，提高全体职工学法、
知法、守法、用法的能力和水平；三是
要求各党支部利用“三会一课”和党日
活动等不同的形式开展宪法知识的学
习和宣传。 何 亮

铜冠铜箔公司开展“宪法宣传周”活动

本报讯 12月2日下午，铜冠（庐
江）矿业公司纪委召开纪委工作学习
会。会议学习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时
代楷模”李夏同志先进事迹学习宣传
活动的通知》及李夏同志先进事迹和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
纪政务处分决定执行工作办法（试
行）》内容。随后，传达学习了11月23
日集团公司纪检监察干部集中学习会

上纪委书记陶和平作的题为《准确定
位、履职尽责，推动纪检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报告。

该公司纪委要求全公司纪检干部
要落实报告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充分认识纪检工作的重要性，正视存
在的问题，积极整改提高，强化制度和
队伍建设，为建设绿色智能化矿山提
供坚强保障。 陈幸欣 刘 祥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纪委组织开展纪检工作学习会

本报讯 为保证行车和电动葫芦
生产安全作业，日前金隆铜业公司电
解课联合保全课及维保单位组织相关
人员对属地行车和电动葫芦进行专项
安全检查。

检查人员在生产现场逐台检查行
车和电动葫芦润滑维保情况，仔细检
查设备并查看台账。重点针对之前主

卷钢丝绳润滑不到位、行车电缆导线
钢丝绳有磨损、行车爬梯扶手有隐患
等要求限期整改等问题，都已全部按
期整改。该课将行车和电动葫芦专业
点检和生产巡检常态化，常规电解和
PC电解行车的上下四个边梯已经施工
完成并顺利投入使用，保证了行车工
上下行车安全方便，进一步确保了特

种设备的使用安全。该课要求行车班
和各生产区域电动葫芦操作人员进一
步提高日常操作的安全意识，梳理分
析并及时解决安全生产检查中存在的
问题，加强行车和电动葫芦设备润滑
与日常维保，以提高行车和电动葫芦
的使用安全和作业效率。

陈幸欣 陈世晖

金隆铜业公司电解课开展属地行车及电动葫芦专项检查

本报讯 11月 9日，金冠铜业分
公司团委邀请安徽省团校高级讲师沈
媛来公司授课培训团干，以进一步提
升团干部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拓
宽视野，充实知识，更好地发挥共青团
组织职能作用和组织优势。

授课老师在此次培训中，以体验式
游戏“团团版绝地求生”开篇，以有趣的
方式将大家拉入课程中，随后从为谁培
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三个方面

讲解新时代青年思想教育与价值引领，
尤其是在怎样培养人模块，深入浅出地
诠释了共青团思想引领工作的路径和载
体重塑，转变宣传思路、创新典型示范、
强化实践体验、立足青年诉求、打造宣讲
队伍，这些都为在座的团干们今后更好
地开展共青团工作提供了指引方向。

为共享资源，扩大受培面，该公司
团委不仅组织基层团支部书记及团员
青年代表参加培训，还邀请了金隆铜

业公司、技术中心、矿产资源中心等兄
弟单位40余名团干一同参加培训。

“一年一度的团干培训不仅仅可
以丰富自己的知识水平、完善自身的
知识结构，而且还能够与兄弟单位的
团干们充分沟通，资源经验共享，收获
良多，后续我也将会把今天培训中的
知识最大化地应用到后续的日常工作
中。”参加培训的团干们纷纷感慨道。

刘 萍

金冠铜业分公司团委组织团干培训

本报讯 今年以来，铜冠建安第一
事业部将“岗位之星”评选活动纳入管
理制度中，以制度的形式保证了每季度
评选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一活动有效带
动了该事业部全员素质的整体提升。

今年以来，该事业部设立了专门
的评选小组开展“岗位之星”季度评比
活动。将项目经理、部门负责人、一般管
理人员、综合班组这四块人员，纳入评选
范围。通过必要条件与专业条件的综合

衡量，将日常工作考勤、请假的状况、工
作日志完成情况、对应的本岗位的业绩
考核分数、执行铜冠建安公司与该事业
部制度情况、参加活动的次数、工作创新
情况，作为季度“岗位之星”评比的具体
指标。为保证“岗位之星”评比的有效性
与公正性，该事业部在评选操作上，采取
部门推荐、主管部门审核、分管领导复
核、公示等程序严格评选，保证了每一季
度“岗位之星”评比质量与认同程度。同

时，对季度“岗位之星”该事业部每次奖
励当选者500元人民币。

“可以有效发挥优秀员工的引领、
带动、示范作用，可以切实地增强我们
事业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激发大家的正能量，也很好地展
现出事业部员工新风采。”该事业部二
季度“岗位之星”当选者牛立震如是
说。

江 君 李明良

铜冠建安第一事业部“岗位之星”评选带动全员素质提升

本报讯 今年以来，月山矿业公
司供销公司狠抓精砂销售工作，确保
安全运输，为企业增加效益。

年初，在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的
情况下，该公司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组织单位员工有步骤地开展生
产，注重精砂销售人员的思想教育，
进一步加强精砂销售人员的责任心，
增强主人翁意识，坚持企业利益至上
的原则，做到疫情防控与企业生产两
不误。今年六七月份的时候，长江中
下游地区爆发洪水，长江流域沿江码
头频频告急，安庆沿江及内湖码头停
止作业，精砂销售工作面临困境，该
公司领导多次到沿江码头勘察，了解
实际情况，积极联系集团公司商务
部，商谈精砂发运事宜。供销公司接
到工作指令后，严把铜精砂运输途中
各环节工作不放松，通过细致稳妥的
工作，在水路不通的情况下采用陆路
运输方案，仅利用两天时间就通过铜
陵专业运输车队，将本单位生产的精
砂安全妥善发运到金冠铜业分公司，
既有效保证了企业生产又促进了本
单位经营工作。

方海青

月山矿业公司
积极保障精砂销售为企业增加效益

本报讯 冬季是火灾事故多发
季节,铜山铜矿分公司针对季节性各
类火灾特点及规律，积极采取有效措
施，开展火险隐患排查，做到防患于
未然，确保矿山冬季安全平稳生产。

为做好冬季消防安全工作,该公
司注重从思想上教育，从源头上抓
起，利用派班会、安全学习日等时机，
重点宣传防火工作的重要性，使全公
司员工清醒地认识到火灾的危害，筑
牢“防火”思想防线。按照“谁主管，
谁负责”的原则，保卫部加强消防设
施器材的日常管理，定期维护保养和
更换，确保其完好、有效。各单位进
一步健全火灾应急预案，完善消防安
全制度，并根据季节特点开展防火内
部自查，全面落实日常防火工作的各
项措施，完善消防安全管理机制。防
火重点部位值班值守和每日防火巡
查工作，明确巡查的人员、内容、次
数，并做好巡查记录。同时，该公司
坚持“不留隐患、不留死角”的原则，
组织保卫部、安环部及机动部等部
门，对矿内各生产单位、材料储存库、
提升系统、炸药库等场所的消防设
施、灭火器材等进行检查，特别对各
生产单位及重点要害部位是否存放
易燃易爆物品，是否存在电源线路乱
搭乱接，是否存人走取暖设备未关及
烘烤衣物等现象进行全面的排查，对
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落实整改并销
案，做到防患于未“燃”。针对年底外
来施工单位员工陆续返乡，密切留意
施工人员生活起居场所的防火安全
情况，加大对外来施工单位的防火安
全教育，杜绝一切不安全因素发生，
确保冬季矿山安全生产无事故。

张 霞

铜山铜矿分公司严把冬季防火关

四季度以来，铜冠铜箔公司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全力增产增效，力争完成全年生产目标任务。图为该公司成品车间员
工正在核对发货单号。 何 亮 摄

铜冠电工公司漆包线分厂员工正在取样。该分厂今年以来在漆包线生产中
严格“三关”管理，把加强工序质量控制作为质量管理的着力点，严格把好质量领
料关、制造关、移交关，较好地消除了质量隐患，使漆包线成品率达到了
97.349%。 王红平 岳 莹 摄

从11月3日起，冬瓜山铜矿分批组织全矿职工陆续走进铜陵有色展示馆参
观，学习了解集团公司极不平凡的发展史和辉煌的发展成就，备受鼓舞，并不断增
强应对挑战的斗志，迎难而上，担当作为，艰苦奋斗，为集团公司加快建设“一强五
优”国际化企业集团贡献力量。 葛传奎 摄

11月28日，铜冠地产公司见龙花园营销中心暨样板房盛大开放。当天，众多
来访者陆续来到售楼部，观看沙盘、户型模型、精美样板间，全新的营销中心，全新
的空间体验，全方位展示铜冠见龙花园的人居新理念。 董 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