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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担当的排头兵

稀贵金属分公司“五个结合”构建和谐平安企业

—记铜冠物流公司标兵高荣富
——

2016年,他带领的乘务组完成铁
路 货 运量 95.28 万吨 ， 完成 计 划 的
116.68%；节约燃油 19.68 吨，约合人
民币 12 万元；近两年来，处理机车故
障 50 余次，
义务奉献工作日 30 多天；
从
曾 7 次被集团
事机车乘务员工作 22 年，
公司和铜冠物流公司授予“优秀党员”、
他所带领的乘务组
“生产标兵”等殊荣，
连续 3 年被铜冠物流公司评为“优秀标
准化班组”、
所驾驶的机车连续多年被评
为“红旗设备”称号。这一串串闪光的
数字和一个个光环的背后，
付出的是辛
勤的汗水和努力，
他就是铜冠物流金铁
分公司机务段 DF51028 机车乘务组
司机长高荣富。
现年 45 岁的高荣富 1995 年从部
队退伍后，被分配到原有色运输部机

务段，从此，他便于铁路运输结下了不解
每
之缘。那时，
他担任蒸汽机车司炉工，
天工作就是将几百公斤的煤炭均匀搅拌
好，
一铁锹一铁锹地投放到火热的炉膛，
源源不断地给机车增添动能，保障铁路
着
物资安全输送。看似简单的工作岗位，
实不平凡。一个工作日结束，不仅工作
服、
劳保鞋脏兮兮的一片，
原本雪白干净
的脸部也是黑黢黢的，若不仔细辨认，
很
难看出就是本人。工作体力消耗也非常
下班后感觉整
大，
用他自己的语言描述：
个人的胳膊都难以举上头顶。当时的高
还是个 20 岁出头的
荣富刚从部队回来，
曾经他也
年轻小伙子，
曾未受过这般苦，
有过转岗的念头，调换一个较为轻松的
岗位。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跟班实习磨炼
后，
他渐渐地适应了蒸汽机车工作环境。
“行行出状元”。面对蒸汽机车四周
乌黑的操作室和一刻也不停息的发动机
轰鸣声，他没有气馁，没有退缩，在师傅
们的言传身教下，很快掌握了司炉的业
务操作技术，
不足半年时间，他开始在司

被提升为蒸汽
炉岗位单独操作。两年后，
机车副司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企
业的快速发展，该公司的蒸汽机车逐渐
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环
两种机
保型内燃机车。设备更新换代后，
密密麻麻的线
型的内部结构也显然不同，
路替代了机械传动模式。为了尽快掌握内
燃机车的原理及熟练操作，高荣富潜心钻
研业务，一方面虚心向身边的老师傅学习
请教，一方面购买关于内燃机车维护维修
保养等方面的专业书籍，积极摸索内燃机
不厌其烦地
车的内部结构，
处理常见故障，
在理论和实践中找出问题的答案，用严谨
的工作态度，验证了自己对本职工作的热
他
爱。在内燃机车交付使用的一年时间里，
便很快掌握了内燃机车相关的业务知识，
能熟练操纵驾驭机车，通过严格的理论与
实践考核，他从内燃机车副司机提升到内
燃机车司机，
2010 年，
通过“公推直选”方
式，
担任 DF51028 内燃机车司机长。
走上“兵头将尾”的司机长岗位后，
不仅要干好本职
他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

要
工作，
而且多了一份责任。他时常反思，
带好一班人，
担负起一台机车的运用和保
自身必
养工作，
确保机车能够安全运输，
须要有过硬的业务技术和班组管理经验。
他视压力为动力，
在边学边干中不断摸索
先进班组管理方法，
学习借鉴兄弟单位先
他力争精益
进班组的管理经验。在业务上，
求精，
发现机车出现不良状态，
哪怕是极其
细微的问题，
总是第一时间冲在前，
带领班
组技术骨干及时排查处理机车故障。在工
作中, 他自觉遵守职业道德，服从调度命
文明优质服务。
令，
积极与当班人员配合，
严格控制列车运行速度，严格执行安全标
勤巡视、
勤
准化, 坚决抵制违章违纪行为，
从不让机车
检查，
不间断给机车“体检”，
本着降低机车燃油消
带“病”运行。同时，
耗，
节约运输成本的思想观念，
他积极摸索
机车先进的操纵方法，做好挖潜降耗和增
收节支。近五年来，
他和同事们避免各类行
车和 设 备事 故 近 10 起 ， 他所 带 领 的
DF51028 机车乘务组连续 10 年未发生安
全责任事故。
邹卫东 李世祥

一切为了大修
—工程技术分公司金冠年度设备大修纪实
——
随着时间
阳春三月，
人勤春来早。
的推移，金冠年度设备大修已进入第
21 天。
在这 21 天里，工程技术分公司
金冠项目部全体参战员工本着“一切
为了大修，一切让路于大修”的原则，
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检修
精神，小事不过点，大事不过夜，连续
20 多天鏖战在各自的检修施工作业
现场。
20 多天不仅是检修时间的一半，
也是检修人员的疲劳期，更是对每一
名检修员工毅力的考验。检修期间，
师
傅们反复重复着标准的施工动作，默

渴了，
默无闻地忙碌在各自的作业现场。
累了，
就
他们就喝口随身携带的矿泉水；
着施工作业现场狭小的空地，小歇一会
儿，接着再干；每个人的心里，只有一个
念头：那就是按时、按质、安全地完成承
揽的所有检修项目。
已连续多日的检修作业，使电仪班
长李根祥的肾结石突然剧烈阵疼，可他
一直咬牙坚持检修，直到无法忍耐才去
随即又带领作业
医院就诊。
打完点滴后，
小组奋战在检修现场。
既是安全员，又是项目管理员的张
雷，78 项检修项目的安全监管以及检修
重点项目硫酸 S02 混气室烟气管道、穹

顶拆除、安装，他都是不厌其烦的跑现
场，
蹲作业点。每个项目的施工作业前安
全交底，进场人员的安全培训、脚手架的
搭建、交叉作业的协调，都是有条不紊，
导致他的腰伤
忙而不乱。
高强度的劳累，
继续奔波在各
旧病复发，
张雷仍咬着牙，
个检修施工作业现场……
项目部惟一一名女电气项目管理员
共产党员李钦华，从项目的检修方案制
定到具体实施操作，她都同作业组长一
道一一落实。26 个电气作业现场，总能
见到李钦华那瘦弱的身体，骑着略显陈
旧的单车，
不知疲倦地跑了一遍又一遍，
本应放假半天她也
就连“三八”妇女节，

是整班整点地忙碌在检修施工作业现
场，
成为检修作业现场一道亮丽的风景。
所有参检施工作业小组，每天都是
8 时准时进场，
17 时许才拖着疲倦的身躯
卡节
退场，回到班组。有时为了抢时间、
才鸣
点，
直到完成最后一道检修工序后，
金收兵，
那时天空中已是满天繁星。检修
任劳任怨，
用他们的
中，
师傅们默默无闻，
就要干
话说：既然选择了维修这个职业，
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不让别人说闲话。多
么朴实而又真挚的话语呀，从他们身上，
也看到
不仅看到了老一辈维修人的身影，
了新一代维修人的执著，
更看到了工程技
术分公司的明天。
戴 龙

本报讯 3 月份，稀贵金属分公
做好
司以综合治理“宣传月”为契机，
五个结合，推动平安建设和综治各项
措施的落实，
加快企业发展，
该公司将综治宣传月活动与平安
创建活动相结合，组织各级人员学习
公司 “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会议文件”
主要精神及相关知识，使干部职工对
平安建设的知晓率达到 95%以上。
将综治宣传月活动与重点整治工
加大
作相结合。
该公司利用各种载体，
“六五”普法教育、国家安全教育、反
邪教警示教育和综治、平安建设宣传
力度，
增强干部职工的法制观念、
国家
安全意识和综治平安建设意识。
将综治宣传月活动与矛盾纠纷及
不稳定因素排查化解工作相结合。开

展消防知识培训、各种应急预案的宣传
学习及逃生的演习，做好防火、防盗、防
爆炸、防毒、防治安灾害事故工作，全面
心防措施，
确保企
落实人防、
物防、
技防、
业安全、
稳定。
将综治宣传月活动与 “属地管理”
相结合。该公司颁发了社会管理综合治
加
理责任书，
进一步强化综治责任意识，
大平安单位创建力度，认真履行保一方
平安综治责任。大力落实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各项措施的具体做法，加强社会治
安防范，
建立分公司治安长效管理机制。
将综治宣传月活动与加大群防群治
工作相结合，使职工联众认识到自己是
活动的参与者又是活动的受益者，不断
增加职工“维护治安人人有责”的意识。
陈 潇 吴民静

铜陵市诗词学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周宗雄当选为会长
本报讯 3 月 18 日，铜陵市诗词
学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在五松山宾
馆召开。市老干部赵指南、张秉恒以及
市文联负责人与 106 名代表参加会
议，
周宗雄代表学会作工作报告。
据悉，市诗词学会共有会员 446
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有 90 多岁，最
小的 20 多岁。他们当中有离退休老
干部、教师、记者、工人、农民、学生、
社区工作者等。近五年来，诗词字会
把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以
及一至六中全会精神贯穿于诗词创
作、理论研究和活动的全过程，在新
时代的大舞台高场主旋律，施放正能

量，使全市的诗词创作、普及、提升并服
务社会走在全省前列，其中，诗词学会
全力推进诗词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
进企业的 “四进” 新举措取得显著成
果，受到省委宣传部、省文联和市有关
部门的嘉奖。
会议确定了市诗词学会今后五年的
把
工作目标，
在巩固既有成果的基础上，
全市的诗词创作、
研究、推广、普及、提升
工作跃上新台阶，为建设幸福、文明、美
好铜陵作出新贡献。
大会选举周宗雄同志为市诗词学会
会长，
盛晓虎等 8 人当选为副会长。
殷修武

冬瓜山铜矿运输区
精打细算降成本
本报讯 “生产任务、经营
效益要上来，成本消耗要降下
去。”日前，
冬瓜山铜矿运输区区
坚定向
长陶胜国在全区派班会上，
全区职工说道。为确保完成今年降
该区在去年节约
本增效奋斗目标，
材料备品费 71.99 万元的基础上，
今年多措并举开展活动力争节支
再创新高。
为积极应对当前严峻的生产
从
经营形势，该区结合生产实际，
年初开始，就迅速掀起 “降本增
利用派
效”形势任务教育新高潮，
班会、
宣传专栏以及视频等形式教
育引导广大职工认清形势，
牢固树
立“大局意识、
责任意识、
节约意识
和奉献意识”，营造“人人抓降本
增效益”的浓厚氛围。一是严格按
照“成本漏洞分析法”实施材料备
禁止乱丢乱放，
品入库、
领用制度，
避免造
完成作业后进行现场清理，
成浪费及流失。二是强化设备专项
点检润滑制度。为减少设备磨损，
定期对矿车、
矿仓托辊等易磨损设
延长设备使用周
备进行点检润滑，
期。三是加大自主维修和修旧利废
力度，
做到能修复的一律修复再利
矿车轮对单边磨
用。对电机车轮、
损的，
实行进库掉边再使用，对更
换下的旧垫板、
夹板、能使用的再
杜绝资
利用。四是强化能源节约，
源浪费，
提高职工节约意识。对生
产用风用水，
做到人走阀关，减少
跑冒滴漏，
加强用电管理，
休息区、
办公场所的用电做到人走灯灭。针
用药泥
对放矿漏斗卡结炮处理时，
包裹好炸药并严格控制用药量和
以减
炮向以及电机车的安全距离，
同时要求
少漏斗和电机车的损坏，
对卡结较
减少导爆管使用的发数，
高的应用废旧的大线代替多级串
联的导爆管。五是引进新技术、
新
工艺，提倡节能技改和自主制作。
根据目前使用的 20 吨运输电机车
配合矿有
充电装置易损坏的现状，
关部门对该型电机车充电装置进
行改造工作，
以有效延长其使用寿
命。六是加大奖惩力度。积极开展
“双增双降”劳动竞赛活动，对职
工在安全生产、
节能降耗上提出好
的合理化建议、
节能技改项目实施
区部按季度
后并取得一定成效的，
并推荐上报到矿
给予相应的奖励，
部。此外，
该区还做到严格控制非
生产性开支，千方百计精打细算，
提高职工
努力提高生产安全效益，
收入水平，确保完成各项目标任
务。
左 勇

3 月 16 日，
凤凰山业公司工
程车间完成负
500 米中段沉淀
池淤泥清理工
作，消除了防洪
隐患，为沉淀池
正常蓄水沉淀提
供了有力保障，
做到未雨绸缪保
安全。
夏富青
丁钰军 摄

挖潜增效”活动，
将成本管理贯
今年以来，
铜山矿业公司深入开展“节支降耗、
增强员工成本意识
穿于生产经营全过程，
倡导广大员工在工作中养成节约的习惯，
促进效益提升。图为 3 月 17 日，
和节约意识，
以降低企业成本投入，
该公司选矿车
间员工将检修后的剩余材料及时回收。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张 霞 摄

用亲情编织起安全第二道防线

清晨，
当第一缕阳光升起，
项目工地
上的职工们陆续走进派班室，
大家第一眼
都是温情地掠过墙上的“安全一家亲”合
郑重地
家福照片，
带着父母妻儿的嘱托，
精神百倍地
举起右手高声宣读安全誓词，
万家灯火点
走上工作岗位；
当夜幕降临、
亮之时，
远在家乡的亲人总是在千言万语
每天从上班到
之中有道不尽的安全叮咛。
下班，
无论是省内还是远在千里万里之外
的项目工地，
铜冠矿建公司广大职工家庭
为该公
用亲情编织起强大的安全保护网，
司安全生产筑起了一道安全防线。
铜冠矿建公司是矿山施工单位，职

工从事的是高危行业。该公司一直重视
安全细胞工程建设，始终把职工个体家
庭的力量融入到企业安全管理之中，从
思想源头、心灵深处提高广大职工的安
全生产意识。
该公司以持续开展“安全环保、
意识
先行”安全教育活动为载体，
无论国内国
外，所有单位派班室统一规格制作职工
“安全一家亲”全家福照片墙，人员调
动及时更新，
职工每天上班前第一眼就
“三八” 妇女节
接受家庭责任的洗礼；
期间，
该公司侧重在外围和一线职工家
属中开展评选“职工贤内助”和“安全
贤内助”活动，动员广大职工家属支持
和帮助企业开展安全管理工作，以家庭
亲情的力量时刻强化职工的安全防范
意识；省内具备条件的单位，也结合实
际不定期邀请职工家属到工地现场参

听取职
观，
召开职工家属安全生产座谈会，
工家属对企业发展和安全管理上的意见和
建议，现场感受和了解其丈夫单位的工作
环境和工作性质，提高职工家属对安全生
产重要性的认知，激发职工家属自觉关注
该公司的安全生产和职工的职业健康；该
公司各生产单位每周的职工安全学习也结
总是晓
合实际，
特别是针对协作队伍职工，
之以理、
动之以情，
从身边和家庭的具体实
例，从个体的安全健康和家庭幸福来引导
每
他们增强安全意识，
提高安全作业能力；
年的安全生产月，该公司经理都要签发
号召广大职
《致职工家属的安全公开信》，
叮嘱“反违章”，
使
工家属多吹“安全风”，
职工的“小家”与企业“大家”血脉相通、
水乳交融，用广大职工家属的爱心构筑起
保障该公司安全生产的“第二道防线”。
曾红林

日前，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组织 24 支队伍 69 名学生参加 2017 年安徽省
沉着应对的精神，充分
高职院校职业技能大赛。比赛中，
各参赛队发扬团结协作、
发挥自己的竞技水平，
圆满完成各项赛事任务。
陈 潇 徐婧婧 摄

王班长巧治“气管炎”
“班长，还是你这名‘老中医’牛！
我们维修的、打眼的兄弟研究琢磨了几
天，愣是没查到设备的病因，你昨天守
了半个班，就把空压机的‘气管炎’给
治了，
赶快给大家伙儿透露一下诀窍。”
3 月 2 日，冬瓜山铜矿采矿工区中深孔
班的班前会上，无轨设备维修工纷纷向
班长王敏请教。
3月 1 日中班，王敏顺顺当当地安
排完 3 个中深孔凿岩机组的安全生产
工作，把最闹心的设备——
—Simba364
深孔凿岩台车留给自己。这台设备从 2
月底就没有消停过，小班凿岩进尺满
打 满 算 勉 强 在 20 多 米 （ 正 常 为 50
米），维修工查了一遍又一遍，操作工
更换了凿岩钎头、冲击器等备件，但它

依然消极怠工。
9 时，王班长和操作工小徐在井下
负 790 米 48-0 号采场忙碌开了，王敏
围着凿岩台车和空压机转了好几圈，一
会儿看看油路、管路，一会儿摸摸凿岩
他让小
机、
发动机。一番仔细地检查后，
徐先开机作业，自己蹲在操作台后，竖
起耳朵听冲击器在孔内发出的声音。
大约 20 分钟后，王敏信心满满地
招呼小徐停机。“班长，你找到故障点
了？”小徐笑嘻嘻地凑上前。
“我们刚才检查空压机的压力为 12.5
公斤，这样的风压凿岩一点儿问题都没
有，
问题出在了冲击器发出的声音上。”
王班长继续说道。
“正常情况下冲击器发
出的‘哒！哒！’声比较清脆，
就像是一个

健康的人说话；刚才冲击器的声音比较沉
闷，
好似得了气管炎的病人在说话。”
我明白了，
是空压
“听你这么一分析，
机连接到台车凿岩机上的高压风管坏了。
我们查了无数遍，
没
但是几十米长的风管，
毛病呀？”小徐疑惑地望着班长。
台车
“有一个地方，
你们肯定没检查，
屁股后面的高压风过滤器。”王敏解释道。
“因为过滤器从来没有损坏过。”
说完，
王敏拿着工具径直走到过滤器旁，
松螺帽、
拆密封，
当高压风管内的过滤器呈现
在小徐面前时，
他惊呆了。针眼状的过滤器，
不仅变了形，而且风管内壁腐蚀产生的碎皮
屑堵住了部分针眼，阻挡了高压风的通道。
“小徐，
快到库房找过滤器换上吧！”王敏找
到病因，
这才松了一口气。
李志勇

姚家岭矿业公司在目前的工程建设中，对所有涉电设备采用安全环保材料，
该
确保用电安全，
同时增强员工筑牢安全用电环保用电的意识。图为 3 月 13 日，
公司组织人员对新装线路设备进行现场测试。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开 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