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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铜冠铜箔公司，有一个被誉为品
质管控“守门员”的铿锵玫瑰集体——
铜箔三四工场成品车间，2019年该车
间被铜陵市授予“三八红旗集体”称
号。而在这片玫瑰花丛中，有一片绿叶
一直默默奉献着，他就是被评为铜冠铜
箔公司2020年度标兵的徐毅。

甘为遮风挡雨的那片绿叶。徐毅，
铜箔三四工场成品车间二期分切工段
长，2020年疫情爆发，原本在家休假的

他接到通知后，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疫情
防控当中。测量体温有一定风险，作为
车间为数不多的男员工，他带头冲在最
前面。在另两名工段长居家隔离无法
到岗时，他一肩挑起三个分切工段的重
担，每天两个厂区三个工段来回跑，一
干就是一个多月没休息，为三个分切工
段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保驾护航。他的
付出得到全体“玫瑰”的高度认可，“毅
哥”之名深得人心。

甘为供给养分的那片绿叶。徐毅本
是三四工场生箔工段长，因为工作调整，
被调到了成品车间。初到二期分切工
段，徐毅发现员工积极性不高，班长作用

发挥不明显。他第一时间出台“二期分
切月度考核和奖惩办法”，并采用“能者
上、庸者下”的思路竞选班组长。通过公
开透明的奖惩制度，大家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得到显著提高。徐毅十分重视员工
培养，通过言传身教，将好的方法和经验
传授给大家，通过师带徒、老带新和一系
列奖惩制度的实施，工段整体素质水平
得到质的飞跃。一年多时间，该工段4
人次成为车间管理骨干，2人晋升“二级
工”，1人晋升“三级工”，先后多人被评为

“季度之星”、“优秀工作者”。
甘为实干为先的那片绿叶。“没有

等出来的成功，只有干出来的精彩。”面

对全新的生产工艺和管理对象，徐毅与
班组长和技术骨干反复交流心得，虚心
向友邻工段长和经验丰富的老员工学
习取经。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积累，
徐毅及时优化班组人员结构并制定“三
级考核制度”。他设计制成“产量实时
可视化展板”，确保各班组严格按照订
单安排生产，避免无序生产和成品积
压。他优化建成“可追溯标准化留样
库”，极大地方便处理客户投诉，及时准
确地进行数据分析和采集，还可第一时
间追溯到问题的根由和追责当事人。
该工段去年下半年完成产量环比增长
近20%。 方知炜

——记铜冠铜箔公司标兵徐毅

甘作“玫瑰”丛中那片绿叶

“高工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对我
们这些新来的大学生就跟自己的孩子
一样悉心照顾。”说起高清，铜冠建安第
二事业部项目部滕敏如是说。

高清现任冬瓜山新辅助井项目部
经理。由于项目地点在冬瓜山铜矿山
上，路途较远，每天清晨，他总是最早一
个来到项目部，赶在工人施工前对工程
进度、设备运行、作业环境等情况进行全
面检查，从最初地下负12米的基础到现

如今30多米高的井塔，每天如此，保证
施工人员能够安心作业。去年3月份，
冬瓜山辅助井井塔正式进场施工，但施
工情况远比预测的要难。井塔35.950
米平台大梁浇筑是井塔施工关键部位，
由于高度高，又属于高大模板浇筑，如果
采取一次性浇筑的方法，存在模板支撑
不了高荷载的风险，但安全、质量必须百
分百保证，他和项目技术人员经过反复
验算，提出分批次浇筑的方案，并得到设

计的认可。2月2日下午，35.950米平台
梁板混凝土分批次浇筑，共耗时 16个
小时，保质保量保安全地完成浇筑任务，
为井塔封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冬瓜山辅助井项目作为该事业部成
立后的第一个新开工项目，被作为5S精
益管理试点项目部。项目部组建时，单位
库存的办公桌椅都是老旧的，多少有些破
损，他便当起修理工自行进行修补。对待
新来的大学生，他不仅是个“慈父”，也是

个“严父”，有的技术员业务不熟练，图纸
看不懂，他又会安排经验丰富的师傅为他
们解疑答惑。去年，高清和他的项目团队
负责冬瓜山辅助井工程、冬瓜山矿区消防
隐患整改工程以及凤凰山矿业公司环境
治理、铜陵东湖都市休闲康养农业园工程
等，完成施工产值1500万元，项目部获得
事业部“优秀项目经理部”称号，他也被该
公司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谢玉玲 刘 琪

——记铜冠建安公司优秀共产党员高清

冬瓜山上的建筑施工工程师

本报讯 3月 11日，铜冠池州公
司280吨锌合金首次发往广东佛山交
割仓库。至此，该公司“铜冠”牌锌合

金由华东市场拓展至华南市场，市场
占有率得到进一步提升。

王云安

铜冠池州公司锌合金首次投放华南市场

本报讯 多年来，铜冠投资金神公
司通过小发明、小革新、QC小组等方
式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质量，企业连续
多年保持高新企业称号。去年，该公司
与合肥工业大学合作的项目“钢球撞击
试验机”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超大型磨
机用高强韧型耐磨合金锻球制备关键
技术及其产业化”科研项目荣获安徽省
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参与的三个平行

单位黑色冶金行业标准《低铬合金铸铁
磨段》《锻(轧)钢球》《合金铸铁磨球》业
已发布，《半自磨机专用耐磨衬板的技
术研究》已列入集团公司“十四五”科技
计划项目。去年共申报发明专利、新型
实用型专利15项。“提高合金锻球芯部
韧性”QC课题获得中国有色工业协会
和安徽省优秀质量管理小组称号。

夏富青 戴宝希

铜冠投资金神公司知识产权工作有声有色

本报讯 为拓宽车床使用效能，提
升综合维护保养能力，近日铜冠铜箔
公司三四工场组织相关技术骨干集体
攻关，为维修工段车床加装“中高
机”。经过两个多月的调试和改进，车
床可通过“中高级”完备的数字控制系

统，彻底解决因“胶辊中部刚性不足导
致的研磨不均匀”等问题，满足了工场
各个“辊类”设备的使用要求，实现所
属“辊类”设备维护保养“零”周期、研
磨抛光不出场的目标。

方知炜

铜冠铜箔公司三四工场一技改技措成效显著

本报讯 近日，铜山铜矿分公司各
基层党支部围绕巩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相继召开专题组
织生活会，并进行党员民主评议工作。
该公司党委班子成员均以普通党员身
份参加联系点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对组
织生活会的开展进行了督导和点评。
在专题组织生活会上，各党支部书记向

党员大会述职，报告一年来党支部工
作，各党支部支部委员带头开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党员同志依次发言，重点检
视自身差距和不足，提出今后整改方
向。该公司党委要求各党支部细化整
改措施，创新党建工作方法，努力提升
支部战斗力。

张 霞 王 勇

铜山铜矿分公司开好组织生活会提升堡垒战斗力

本报讯 铜冠电工公司扎实开展消
防安全“四个一”活动，进一步促进企业
消防安全工作。一是开展一次消防法
律法规知识竞赛活动，活动参与人员及
格率100%；二是开展一次消防安全提
示宣传。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
手册100余本，利用微信公众号转发消

防安全知识20条的形式，使消防安全
深入人心；三是开展一次消防基本技能
操训。组织义务消防队开展消防实战
演练；四是开展一次消防安全隐患自
查，并将隐患整改工作情况纳入年度综
治工作考核。

王红平 岳 莹

铜冠电工公司扎实开展消防安全“四个一”活动

本报讯 为强化对各级党组织和
党员领导干部、行使公权力人员的
监督，日前张家港铜业公司纪委制
定《开展政治监督和日常监督工作
办法》，突出监督首责，找准工作抓
手，着力推进政治监督和日常监督
具体化、常态化。

在政治监督上，该公司纪委坚持
强化自上而下的监督，把维护党的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持
续做好专项检查、紧盯“关键少数”、
加强政治生态研判。在日常监督
上，该公司纪委结合被监督对象的
职责，不断加强对行使权力情况的

日常监督，通过多种方式了解被监
督对象的思想、工作、作风、生活情
况，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或者轻
微违纪问题，及时约谈提醒、批评教
育、责令检查、诫勉谈话，增强监督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陈金龙

张家港铜业公司纪委开展政治监督和日常监督工作

本报讯 铜冠地产公司现场管理
点多面广，管理难度较大，其中东湖农
场区域多年来因历史因素一直是该公
司5S精益管理的薄弱点，为落实集团
公司5S精益管理三年行动规划，该公
司重点加强了东湖农场的现场管理提
升工作。

该公司高度重视5S精益管理，将
5S精益管理理念贯穿于东湖农场恢
复建设的全过程。清理现场承租户，

投资建设了循环水养殖基地，对东湖
农场进行大面积恢复建设。该公司
每周对东湖循环水养殖基地进行5S
专项提升督查，按照旅游区域的现场
管理要求对循环水养殖基地进行管
理。通过近几个月的专项督查，使得
循环水养殖基地的办公、养殖、机房
等各区域现场管理水平大幅提升，并
在此基础上开展规范化行动，实施定
置管理、目视管理、颜色管理等，建立

健全清洁机制，保障现场管理成果的
持续性。针对已在试营业的卡丁车
区域，按照现场5S管理要求，进行高
起点谋划、高标准策划，切实从一开
始为现场管理打下坚实基础。据悉，
该公司将东湖农场业务作为未来转
型发展方向之一，正在进行宾馆、餐
饮、花海、儿童乐园和生态菜园等业
务恢复建设。

赵文亮

铜冠地产公司加强东湖农场现场5S精益管理提升工作

“此次转岗培训，除了必签师徒合
同,重点展开‘五个一’培训。”3月8日8时
许，冬瓜山铜矿充填区对刚从掘进工区转
岗的几位职工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培
训。按理说，充填岗位正缺人手，应立马
安排师傅传授技能，咋还如此“磨叽”呢？

齐声诵读一句安全誓词。“当我听
到转岗培训还得诵读安全誓词时，感到
有些不以为然，因为这早已是各个工区
派班会上‘必修课’了，但我后来的想法
彻底改变了。”新转岗青工小吴若有所思
地说道：“殊不知今天的派班誓词内容与
我此前所在单位不一样，当我大声诵读
出‘我上有老、下有小，安全工作要搞好’
这句誓言时，一股亲情的责任油然而

生。”写一份安全承诺书。看上去50出
头的王传荣师傅说道：“起初，刘宏庆区
长让我们每人写一份安全承诺书，我还
发愣没啥可写，通过安全誓词诵读的‘热
身’课堂，帮我找到了‘灵感’，仿佛有说
不完的安全事。”拍一张职工全家福照
片。“随着‘安全一家亲’宣教活动持续开
展，班组园地栏的‘全家福’也在适时更
新着。”大伙围拢在“照片墙”前，副区长
王方冬情真意切地说道：“新转岗工友们

‘全家福’也不例外，而且还特意安排在
转岗培训课堂，就是要让我们心系亲情，
牢记安全。”学一项岗位标准。“看似滞后
的岗位标准学习，其实也是区里精心筹
划而成。”从事充填技术管理的采矿高级
工程师操永胜说：“《井下充填工岗位标
准》涉及巷道（采场）多，涉及安全环保范
围广，涉及5S精益管理战线长，要想完
全胜任这一岗位，必须先从读、写、拍等

环节，拧紧安全思想弦，方能全身心投入
岗位标准学习之中。”答一份安全试卷。
当完成转岗培训，即将分入班组时，参加
一场“大考”，其内容涵盖安全环保、职业
卫生、充填系统等。“原先的一位同事发微
信叮嘱我多记几页转岗培训笔记，说是安
全考核重点，说句实在话，转岗培训做笔
记固然重要，但所学知识不是以记录字数
多少衡量的，必须入脑入心，才能完全胜
任新岗位。”转岗青工小何如是说。

“传统的转岗培训无外乎区里叮嘱
一番安全、班里签订一份师徒合同就算
完事。”区长刘宏庆说道：“这样的方式
虽然简单，但却难以融入安全管理新常
态，‘五个一’转岗培训，让大家在接受
新技能的同时，先领悟浓厚安全文化氛
围、切实感受别样安全理念，从而更好
地适应新环境、进入‘新角色’。”

汪为琳

转岗“五个一” 培训收获大

本报讯 日前，铜冠电工公司从公
司、分厂两个层面建立起日常作风督查
和信访接待值班制度，重点围绕生产经
营的关键环节、关键岗位、关键流程开展
监督，形成长效监督检查机制。这也是
该公司今年为进一步落实纪委政治监督
和日常监督责任，做实做细日常监督工
作的新举措。

作风督查和信访接待长效机制重点
在餐饮浪费、疫情防控常态化、公款吃
喝、公车私用、违规接待、干部作风、各党
支部民主政治生活等方面加强监督。同
时，该公司每周五按照信访接待值班制
度和日常督查内容，认真履行督查职责，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有关单位负责人
反映，要求其履行管理责任。对重要问
题、特殊情况以及涉嫌违规违纪违法的
问题线索，第一时间向纪委反馈，由公司
纪委按照内部及有关问题线索处理流程
处理。 江 君 华 伟

铜冠电工公司
建立作风督查和信访接待长效机制

本报讯 金隆铜业公司电解党支
部“党员安环先锋队”自去年6月成立以
来，积极开展各项工作。该党支部每周
以安全隐患排查和反“三违”检查为主，
开展月度小结，并在每周生产（安全）例
会上通报。及时整改、处理安全隐患和

“三违”现象，与“三违”人员签署联保协
议的党员个人，同步按年度“强化意识、
防控风险”活动评分标准考核。今年以
来，该党支部“党员安环先锋队”开展活
动8次，共发现安环隐患和5S管理方面
问题32项，均得到整改或清理，取得良好
效果。该党支部围绕安全环保生产工
作，以“党员积分制管理”、“党员示范
岗”、“党员安环先锋队”、共青团“青安
岗”为支撑，以党员、团员为主体，深入生
产一线和各类检修作业现场，检查生产
现场不规范行为。加强“党员班组无违
章”和反“三违”宣传，引导党员树立“零
违章”理念，进一步夯实“党员安环先锋
队”队伍建设，促进安全环保工作有序开
展。 陈幸欣 陈世晖

金隆铜业公司电解党支部
“党员安环先锋队”在行动

本报讯 今年，铜冠冶化分公司动力
车间强化生产组织，突出精细化管理，多措
并举保障水、电、汽正常供应，为实现生产
首季开门红当好“后勤保障兵”。今年前两
个月该车间累计发电量2331.69万千瓦
时，均超额完成当月发电目标；累计网上取
电量1193.99万千瓦时，供电稳定合格率
100%；自供蒸汽31143吨，月平均蒸汽利
用率93.3%，比往年提高10%；制水量
44665吨，制水供水稳定合格，圆满完成

“后勤保障”任务。 胡永斌 贾定柱

铜冠冶化分公司动力车间
当好生产“后勤保障兵”

凤凰山矿业公司
（庐江）充填项目部为
确保采场充填衔接，
对浙江其峰项目部 3
月 1 日交付的负 770
米中段 T303 采空区
进行连班加点浇灰封
闭作业，于11日中班
全部圆满结束采场 7
个封闭墙支模等工
序，浇灰量约 150 立
方米。同时将该采场
上部中段近 300 米的
临时充填管道全部架
设完毕。
何 娇 俞忠阳 摄

日前，铜冠地产公司组织党员干部利用周末时间来到东湖农场开展清理废石
活动。活动现场，党员干部们发扬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对苗圃里的石
块进行了全部清理，通过大家的辛勤劳动，使得苗圃焕然一新，营造了干净整洁的
环境。 赵文亮 摄

为保障刚刚并炉成功的热电系统1号锅炉安全正常运行，动力厂热电车间锅
炉班组对锅炉的各个关键设备开展细致的监控排查工作。图为职工在现场检查
相关设备的实时运行情况。

尹 隽 摄

本报讯 3月12日下午，铜冠池州
公司党群综合部组织60余名办公室人
员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参加人员自发

形成植树小组，分工合作、配合默契，共
植树110余棵，为建设美丽工厂加油添
力。 鲍瑜军

铜冠池州公司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3月10日，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团委组织团员来到凤台山泥河镇义务植树
点，参加当地政府主办的学习雷锋义务植树活动。团员们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努
力，共栽种完成了近50株小树苗。 萨百灵 邢应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