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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深处吊装忙
3 月 3 日，铜冠建安安装公司黄
山岭铅锌矿采空区充填项目部迎来了
该工程的首个重要节点：尾砂浓缩仓
支架吊装，
该公司党支部书记陈玖生、
项目副经理徐兴海与施工人员一起，
早早来到了施工现场，为吊装工作做
着最后的准备。
当天 8 时，阳光明媚，记者随陈
玖生驱车赶往现场，车子沿着山路盘

旋而下，最终停在一片山洼之中。一下
车，就远远看见众多焊接成型的钢筋支
架横卧在地面，一台大吊车已经成功站
位，参加吊装的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忙
着为吊车装绳。
9 时 48 分，在一阵劈里啪啦的鞭炮
声中，20 吨的大吊车在驾驶人员的操作
下，挥舞着其长而灵活的“手臂”，钩住
一片长约 9 米多的支架，再缓缓升起、
移动、落下。两名施工人员一人一边用麻
看着支
绳控制住支架，
确保其不偏不倒。
架稳固落地，一直在现场调度的徐兴海
松了一口气，转身告诉记者：
“吊装最重
要的就是起吊和落下的时候，不能出一

点点差错。”
成功将支架与底座对接上后，五六
名施工人员开始围着底座焊接，确保衔
接的稳固。
一旁，
有作业人员放置好脚手
架，顺其而上，熟练地爬到 9 米多高的
支架之上，焊接钢柱顶部的钢联系梁。
10 时 18 分，一组支架的吊装已经完毕，
施工人员已经开始将吊车的绳子捆绑住
另一个支架。“一共需要完成五组支架
的吊装。”徐兴海说道。
据了解，该项目于 2 月 19 日正式
开工建设，项目内容包括一个水泥仓的
安装和两个砂仓的制作、安装，总造价
200 万元，工期 120 天。陈玖生告诉记

铜陵鑫铜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公司

连续五年获铜陵市优秀造价咨询企业殊荣
者，该项目出于山洼之中，场地狭小，厂
区道路狭窄，为施工和一些大的钢构件
运输带来很大困难。该公司及时与业主
沟通，双方协商将回水管移高，
解决了这
一难题。目前，
该公司已经完成一组支架
的组装、
焊接和水泥仓仓体的制作，项目
进展顺利。
“我们这个速度是超计划工 期
的。”徐兴海表示，按照工期安排，5 月
底要完成全部工作。该项目部充分利用
当前晴好天气，加班加点，将工期不断
往前赶，希望能在计划工期之前完成所
有工作。
陈 潇 舒 婷

节日里的特殊礼物
3月 8 日，铜山矿业公司选矿车
间高级浮选工黄惠娟在岗位上收到
了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当该公司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纪、工会主席彭长
月与工会相关人员一同来到选矿车
间磨浮工段，将一面刻有 “岗位之
星”的奖牌送到她的手中时，在场的
工友们都不约而同地向这位 “矿山
明星”竖起了大拇指，投来了敬佩和
羡慕的目光。
矿山选矿回收率的提高、精矿品
位的保证，
关键取决于浮选工的操作。

月山矿业公司加强
形势目标教育提升企业合力
本报讯 “形势虽然严峻，
但我们更要看到希望，要坚定信
迎来企业的
心，
一定会战胜困难，
春天。”月山矿业公司党委书记
查纬华在其联系点形势教育专题
会议上如是说。
自 2 月底，针对企业现时期
压力和困境，该公司在全公司范
围内开展了以 “聚焦企业生存，
保证安全生产”为主题的形势目
标教育活动，公司领导班子成员
共进行了七场形势教育，分别深
入到各联系点进行宣讲，力求将
企业面临的困难告知给每位员
工，将企业生存的压力自上而下
传导给每位员工，形成上下一
心、同舟共济、全力拼搏的良好
态势。
形势任务教育采取 集 中教
育和日常教育相结合的方式。该
公司通过集中教育，宣传中央和
上级精神，宣讲集团公司及本公
司经营形势和应对举措。除公司
领导到联系点宣讲外，各单位党
政负责人还深入生产一线宣讲，
回答员工疑问，激发员工斗志，
使广大干部员工认真领会党的
十八大，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
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中
央经济会议精神的实质，在思想
和行动上与中央保持一致；进一
步明确集团公司和月山矿业公司
2016 年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积极按照集团公司的决策和部
署，明确公司改革发展和生产经
力求通
营的主要目标、
重大举措，
过宣讲确保将形势与任务全面、
准确地传达到每一名干部和员
工，
做到目标层层分解，压力层层
传递。同时，运用 QQ 群、微信、
OA 等形式，提高形势目标教育
的有效性和影响力。
该公 司 要求 各 基层 党 支部
要按照公司党委的统一部署，
紧密结合本单位实际，将开展
形势目标教育活动与推进服务
型党组织建设相结合；与消除
思想疑虑，统一广大员工行动
相结合；与解决实际问题、推动
目标任务达成相结合；与开展
“铸安”活动和“向安全生产十
二周年进军活动” 相结合，确
保固守安全堤坝，确保企业生
产安全平稳。
田芳

多年来，黄惠娟在浮选岗位上严格要求
一边在生产过
自己，一边自学书本知识，
程中逐步摸索，碰到不懂的地方虚心向
她将自己所学到
老师傅们请教。
工作中，
的、所看到的、所实践到的，详细记录下
变为自己在操作中作
来，
从中分析总结，
指导，并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有效结
合在一起。在浮选操作技术不断提高的
同时，通过自己长期的摸索与积累，她
还取得了高级浮选工的资格。
在新选矿试生产阶段，由于矿石性
质变化波动频繁，给选矿工艺特别是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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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矿指标的完成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
黄惠娟坚持巡查、测定、对比工作，一班
到点不休息。2015 年 1 月至 11 月份，
她所在小班的铜精矿品位、铜回收率始
终名列四班之首，其中三季度所在的小
班选铜回收率比选矿铜总回收率高
2.09 个百分点。因成绩突出，多次荣获
得矿业公司优秀员工和工作之星称号，
2015 年在集团公司浮选工技术比武中
还荣获第四名的好成绩。
近年来，该公司工会充分发挥女职
着眼于女工素质的
工的“半边天”作用，

全面提升，根据全矿女工队伍的实际情
做到重点
况，
不断探索新形势和新方法，
常规工作
工作有突破，
难点问题有推进，
有创新，围绕“巾帼建功”活动主线，带
领广大女职工积极投身于公司开展的各
类劳动竞赛、全员创新、合理化建议、技
术创新和修旧利废等活动当中，不断激
发女职工干事创业的正能量，促使广大
女职工在参与活动中陶冶情操，在增强
自信心及工作责任心的同时，提高女职
工素质和业务技术。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张 霞

—安徽铜冠铜箔公司表面处理班班长潘亮
——
潘亮是安徽铜冠铜箔公司
表面处理班班长。
表面处理在铜箔生产中是
非常关键岗位。在公司调试新产
品过程中出现烘样颜色变化较
大的问题，他带领表面处理班人
员积极寻找问题，加班加点摸索
试验，改造后产品的稳定性得到
了很大的提高。
2015 年年初，
表面处理出现
大规模的铜箔光面脏印脏点造
成大量的废品，他带领班组对整
个生产线做了彻底的梳理并协助
其他部门寻找问题，
发现水处理车
间制水工艺中 PAC 添加过多并
提出整改建议，当月成品率达到
90%，
目前已经确保在 95%以上。
为了节约用水，他带领班组
员工把表面处理机防氧化水洗
槽的喷淋水改为回用水，每年
可以节约用水成本 40 余万元；
为了降低电耗，他带领班组对
表面处理的加热板换进行升级
改造，减少峰值的用电和谷值的
停机时间，表面处理的电单耗由
890 千瓦时 / 吨降低到 660 千瓦
时 / 吨。

本报讯 日前，铜陵市建筑工程
管理局公布了 2015 年度全市建筑行
业考评结果，铜陵鑫铜建设工程造价
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再度摘得铜陵市优
秀造价咨询企业荣誉称号，这也是该
公司连续五年获此殊荣。
该 公 司 自 2007 年 注 册 成 立 以
来，本着立足有色，面向市场、向外拓
按
展的发展思路，
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批准的资质范围承担任务，执行国家
法律、法规、造价规范及规程，认真履
行造价咨询合同，
做到凡事有章可循、
有据可查、专人负责、有人监督、环环
相扣，全面推行表格化管理和办公自
动化。
近三年来，
该公司共承担了近两
百项造价咨询业务，均圆满地完成了
造价咨询任务，得到了委托方的好评

和肯定。
据悉，该公司是铜陵市建设工程造
价协会的四家发起单位之一，为促进我
市造价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做出了积极的
贡献。该公司法人代表是该协会行业自
律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本着守法、诚信、
公平、
公正的执业理念，保障工程造价咨
询企业和相关方的合法权益，积极维护
了我市工程造价咨询市场秩序。同时，该
公司技术负责人也是该协会专家委员会
的副主任委员，参与到每一期《铜陵工
程造价》的编辑工作，参与工程造价重
大疑难问题的评审，协助主管部门处理
工程造价方面的争议、
咨询等相关工作，
承担工程造价培训的授课任务。
缘于此，
他个人也连续四年被评为铜陵市优秀造
价师。
傅大伟 杨 龙

天马山矿业公司严抓严管为安全环保
本报讯 今年，天马山矿业公司
抓规范
以“零目标”为最崇高的理念，
打好安全
强管控，做好安全环保工作，
生产翻身仗。
意识先行”
扎实开展“安全环保、
活动。该公司以实现“系统运行零隐
患、生产组织零三违、设备运行零缺
陷、操作过程零失误、隐患查改零盲
区、环保达标零排放”为目标，营造浓
每位职
厚氛围，让矿区每个基层单位、
工都把“零目标”作为最崇高的追求
和最自觉的行动，为实现安全目标不
懈努力。
推进安全生产体系建设。该公司
加强宣传教育、
监督检查和现场落实，
真正把“让标准成为习惯，让习惯符
合标准”作为目标，巩固提升矿山安
全标准化创建成果，防止图形式走过

场。此外，
强化生产调度指挥，特别强调
干部规范指挥和职工规范操作。同时强
化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和事故案例警示教
促进职工安全行
育，
坚持一月一个主题，
为的养成。
安全环保过程管理严上加严。该公
司做好现场安全确认，持之以恒抓好 5S
管理，
加强督查考核和考核力度。检测监
控各类危险源点，提升安全环保管理信
息化水平。创新检查方法，采取不定期检
查、
抽查、
互查相结合的方式抓好安全环
落实到
保检查。安全环保指标分解到位、
位，严格“三违”红线管理规定，结合月
度绩效考核，注重现场隐患问题的整改
落实，
将隐患作为事故来分析追责，推进
地表每个岗位。
精细化管理深入到井下、
并突出抓好外来人员管理，促进安全形
势持续好转。
王松林 林积才

铜冠物流公司抓住创建文明单位“一二三四”事
本报讯 为加强文明单位建设，提
明单位建设，保持全国文明单位创建
高职工队伍素质，优化生产发展环境， 成果；加强具有物流企业特色的企业
展示企业精神风貌，实现人企共同发
文化建设，通过理念引导职工，通过制
展，铜冠物流公司 2016 年将围绕创建
度约束职工，通过考核激励员工，用优
全国文明单位标准，抓住一条主线、开
秀的文化理念推动企业发展；加强集
展两项教育、推进三个建设、落实四项
团公司企业文化落地建设。
活动。
四项活动分别是认真开展经常性
一条主线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
的文明市民教育活动；通过“我们的节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习近平系列重要
日”形式，开展好职工喜闻乐见的文化
讲话精神的主线，加强舆论引导，凝聚
娱乐体育活动，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
改革共识，
充分调动广大党员职工支持
活；广泛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改革、参与改革、推进改革的积极性和 “文明劝导” 为主要形式和内容的社
创造性。
会公益活动，把创建活动向社区、社会
两项教育是开展好形势任务和社
延伸，不断丰富创建内容；认真开展好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大力宣传社会
集团公司“有色好员工”和物流公司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广大职工正确 “精神文明先进个人” 的推荐评选和
认识当前的形势，引导职工继续发扬不
学习活动，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用身
畏困难，树立信心，抢抓机遇，实现企业
边人引导身边人，不断推进建设文明
较快发展。
建设健康发展。
三个建设是深入开展创建全国文
王树强

张家港铜业公司 PC 电解系统扩槽通电

为爱 走一回
—冬瓜山铜矿提升二区职工家属下井体验生活侧记
——
“大
“没想到，千米井下这样壮观，令人
工作面啊？”带队的吴新工笑着说：
快到了！”
震撼！”3 月 2 日上午，
冬瓜山铜矿提升
家再坚持一下，
二区职工黄卫的妻子洪海霞在井下负
听了吴新工的话，洪海霞的心里像
910 米工作面惊叹道。
倒了五味瓶，她一边走一边想：
自己走了
为使职工家属亲身体验一线职工的
不到一半的路程就已经筋疲力尽了，老
艰辛，冬瓜山铜矿提升二区工会组织开
公每天至少要走上一趟，到了地方还要
展了“相聚在井下，亲情筑安全”活动。 干活。她越想越觉得心疼。走过了一段
当天 9 时半，洪海霞和另外 6 名矿嫂怀 “泥泞”，又乘坐小罐终于到了负 910
着格外兴奋的心情，来到工区穿戴整齐
米工作面。
洪海霞赶紧寻找自己的老公，
劳保用品，在提升二区书记吴新工和女
她竟认
一眼望去，
一个个衣服穿的一样，
工委员的带领下，来到了该矿的冬副井
不出哪个是他。直到一个带着憨憨的笑
井口。
这是她们第一次下井，
也是去看望
容出现在洪海霞面前，她的视线瞬间被
和慰问正在工作的爱人。带着好奇与期
泪水模糊了，这样的老公她还是第一次
盼，乘坐罐笼下行到负 850 米中现，在
见。
洪海霞哽咽着，用毛巾擦去老公脸上
她们一步一
千米井下，沿着宽敞的巷道，
的灰尘，深情地说：
“老公，下班回家，等
汗
颠簸，
在潮湿闷热的巷道里艰难前行，
你吃饭……”
李能生老婆是区里这次下井的矿嫂
水浸湿了额前的头发。
这次
越往前走，年近 40 岁的洪海霞越
代表。
平日里她是个精明能干的人。
感到体力上不支，
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 下井体验活动结束后，她利用座谈会的
有些忍不住了问道：
“还有多久才能到
时间，向职工讲述自己的下井体会和感

但工
受。她说：
“虽然同在一个单位工作，
作环境真是天壤之别。通过这次下井体
验，看到他们工作的艰辛，才知道自己的
岗位比起他们舒适太多了。”她表示作为
一名矿嫂，要当好老公的贤内助，让他安
安心心地工作。
矿嫂们亲身体验了井下的生产工作
环境，体会了亲人们工作的艰辛，也为有
如此特别能吃苦的矿工丈夫而感到自豪。
矿嫂们在慰问的同时还将亲手做的饭菜
送给了正在工作的爱人手中。看着自己的
爱人津津有味地吃着香喷喷的饭菜，矿嫂
们个个感悟颇多，
百感交集，真情地表示：
今天，她们为爱走一回，要把在井下亲身
体验中所感、所想及收获全部带回家，通
过自己，让更多的人知道井下工作的艰
辛，
让越来越多的矿工家属支持他们的工
作，多理解，常提醒，多关心，为矿山安全
生产发挥职工家属安全协管员的作用。
胡敦华
崔 萍

为全面打响增产增效、扭亏增盈攻坚战，确保 PC 电解系统 3 月底一次性扩
满，
实现新老电解系统满负荷生产的目标，
张家港铜业公司主动克服时间紧、任务
重、难度大等诸多不利因素，加班加点对 PC 电解系统进行运行调试，并于 3 月 6
日进行阳极板装槽。目前已装槽阳极 240 槽，
循环系统及相关前期准备工作就绪，
预计 3 月底全部扩满达产。
开始逐组通电生产，
杨学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