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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设计”到“管理”

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委员会标准调研组
来铜陵有色开展标准制定工作调研

—记集团公司优秀科技工作者邓磊
——
手中脱颖而出，
得到客户认可。
“他的 加 入为 我 们 注入 了 新的 活
力，
使公司有能力承揽设计、制作与安装
‘一条龙’式的工程项目。”该公司经理
黄也文表示，邓磊的设计能力填补了钢
曾经，他是有色建安钢构公司第
构公司技术上空白，为公司带来了更广
一位具备钢结构设计能力的技术员。 阔的市场。2017 年 8 月，
该公司与东方
如今，
他是该公司分
十多年华丽蜕变，
造船厂股份公司成功签约，承揽到第一
无论是钢结
管技术和生产的经理助理，
个自行设计、
制作与安装的，也是迄今为
还是项目管理、
企业
构设计、
制作安装，
止最大的钢结构工程。
生产，
每一样都他都可以应付自如。他
在担任技术部长期间，他带领部门
就是集团公司优秀科技工作者邓磊。
员工 自 学 Tekla Structure 钢 结 构 详
邓磊初来钢构大家庭时，正值该
图三维设计软件，在国内率先实现钢结
公司接到一个 3600 平方米四栋厂房
构深化图纸实现 3D 实体出图，降低了
设计任务
并有实现吊装模拟、
的设计任务，因为人员匮乏，
深化图纸的错误率，
由他一人负责。为了拿到这份大订单， 材料统计准确等优点，仅节约软件购买
他连续一个月把自己关在办公室画图， 与学习费用达 30 万元。
常常通宵达旦，
最终在规定时间内将设
在钢构公司十多年里，邓磊充分展
计图纸交给了客户。因提供的设计方案
现出自身的管理和业务能力。他实施车
既经济又安全可靠，
钢构在 8 家竞争对
间临时安全员制度，以及构件“首件认

可制”、临时质检员制、质量互检制，车
间员工自我安全意识明显提高，构件制
作质量有效提升；
他增加打磨工序，
提升
他将铆焊工合并，提
了构件油漆观感度；
高工效近 30%；他在车间率先实施“目
视化”管理，员工尝到了 5S 管理带来的
车间单月产值创下
甜头。
在他的带领下，
1260 万元最高纪录，生产车间管理得到
了质的飞越。
2013 年 10 月，
邓磊被委以重任，担
任新疆滴水铜矿工程项目经理。邓磊感
慨：
“新疆滴水铜矿项目是我人生的一
让我
次转折，在新疆的一百个日日夜夜，
一生难忘！”
尝试到做工程的酸甜苦辣，
从 拿 到 工 程 图 纸 到 工 程 完 工，近
1000 吨的工作量，
业主要求在三个月内
完成全部施工任务。项目部到新疆已是
“必须在新
9 月份，
10 月当地开始下雪。
疆全部进入隆冬前完成施工任务，撤离
现场。”邓磊回忆道。项目时间紧、
任务

不同程度出现
重，
大伙刚开始水土不服，
腹泻。为了确保工程，他既是项目管理
者，也是勤务兵，每天安排好员工的膳
食，保证员工从现场回来能吃到可口的
饭菜。开工前，
他周密策划，实行工程进
他带领
度“日报制”控制节点。施工中，
晚上冒着严寒，
克服
大伙白天顶着烈日，
恶劣的天气和施工条件，提前完成了任
务，满意的业主立即向铜冠建安公司发
了一份感谢函。
随着技术新人的增加，邓磊在平时
工作中常常帮助年轻新人在理论和专业
给青年们答疑解惑。
技术方面加强学习，
针对新人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他先后编
制了 《钢结构深化详图绘制指导书》、
《彩板维护图集》、
《钢构公司清单错误
大全》等标准书，统一了该公司技术人
还
员绘制图纸、
彩板维护及包边的标准，
录制了安装教学视频，成为该公司最宝
贵的技术资料之一。 陈 潇 谢玉玲

安全从小事做起
—记铜冠冶化分公司安全先进个人余维江
——
自 2009 年从安庆铜矿球团厂应
聘来到铜冠冶化分公司球团车间，余
维江一直在该车间强力混合室从事他
所熟悉的原料工工作。
原料系统是球团生产中的重要环
节，
原料的粒度、
水份直接影响球团产
原料粒度愈
量、
生球质量及能耗水平，
细，
成球性愈好，
铁球团强度愈高。强
力混合室主要是将铁精矿、硫酸烧渣
等原料充分混合均匀，保证生球在造
球盘上顺利形成。由于强力混合室工
作环境较差，工友大都不愿在这个岗
一直坚
位干，
但他却从不找借口调离，

守在岗位上。
工作多年，责任心强的余维江养成
了工作细心的好习惯。每次一上班他就
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办好交接班手续
粉尘、
噪
到现场巡检。原料系统战线长，
音相伴，设备较多，巡检一趟需要 2 个
钻料仓、
跨台阶，从原
多小时，
要爬楼梯、
料仓到高压辊磨室，
再到强力混合室，
沿
途的皮带大约有 270 米长，中途还有好
巡检路
几个中转站、
中转仓和皮带走廊，
“余
线比较复杂。值班长胡江华介绍说：
维江干事喜欢动脑筋，爱钻研, 只要当
班，他都会对生产设备进行认真详细地

检查，
发现隐患立即处理。”去年元月的
余维江像往常一
一天大夜班，
寒气逼人，
样对配 2 皮带、强混 1 皮带、
4转1皮
带、膨润土仓、配料仓等进行巡检，当来
到强力混合机旁时，听见仓内有异响，凭
借多年的工作经验，余维江判断仓内可
能有异物，
马上向中控员汇报，建议立即
停止配料供料进行处置。中控员同意了
在采取
他的要求，
接着余维江不顾寒冷，
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后，迅速爬到几
打着手
米高的平台上，
把强混仓门打开，
电筒仔细检查，发现是一个 20 公分长
清除异物后，
的小扳手混在料子里卡着。

本报讯 5 月 6 日，根据有色金
属工业协会要求，全国有色金属标准
化委员会组织相关标准起草单位赴铜
陵有色进行现场调研,调研组由江西铜
业、
湖北大冶、
云铜等国内同行业组成。
此次调研是为使 《重金属精矿贸
易仲裁鉴定处理规范》标准的制定更

加科学、准确、合理，该标准由铜陵有色
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负责起草，质检
中心监督科承担具体的标准起草工作。
贸易商、
仲裁机
该标准涉及国内外矿山、
构、商检机构、冶炼企业用户等众多领
企业关心意愿强。
域，
社会关注度高，
张 蓓

天马山矿业公司团委
多项活动助推“一学一做”教育实践活动
本报讯 近期，天马山矿业公司
组织生活、
实践活动
团委从学习教育、
在
三个方面着手，
安排部署八项活动，
全体团员中开展为期四个月的“学习
总书记讲话，做合格共青团员”教育
实践活动。
该公司团委要求，全体团员要认
团史和团
真开展自学，
深入学习团章、
内相关文件；
组织开展一次主题团课；
以“我的青春我的梦——
—学习总书记
讲话，做合格共青团员”为主题，开展

抓好组织生
征文活动；
开好组织生活会；
活会的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集中开展入
团仪式，以“不忘初心跟党走”为主题，
组织新老团员重温入团誓词活动；开展
团员志愿服务活动，确保所有共青团员
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开展“不忘初心跟
党走”网络主题团日活动，通过网络新
媒体形式，表达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的喜悦心情，为党的十九大召开营造
良好氛围。
朱 艳

设备又恢复了转动。
班长刘和院说：
“余维江经常协助
检查各种设备，对安全防护装置重点关
注, 时常提出一些好的建议。”余维江
平台比较狭窄，
发现膨润土仓经常堵塞，
拿大锤敲打仓口时，不易控制，也不安
向车间建议，
全。余维江经过观察分析，
在膨润土仓内装上一个空气压缩包。堵
塞时只要把压缩空气包打开吹扫就可以
解决这个问题。车间采纳了他的建议，
膨
润土仓堵塞再也不用人工敲打了，有效
地避免了事故的发生。
李立新

工程技术分公司金昌项目部
电工班金隆大修掠影
在金隆铜业有限公司大修众多检修
队伍中，工程技术分公司金昌项目部电
气二班并不显眼，
8 名电工有 4 人年过半
百，年龄最大的薛师傅已经 58 周岁了，
还有一名女同志。但凭借着多年养成良
丰富的
好的工作作风，
吃苦耐劳的品德，
现场检修经验和过硬的检修质量，使得
他们在检修现场的组织纪律性，工作态
度和工作效率不逊色任何一支队伍。
自 5 月 5 日进场检修以来，8 名
电工每天早出晚归，准时到班(包括双
休日)满负荷作业。每天一早办好业主
规定的开工签字确认等相关手续，大
家即工作服、劳保鞋、安全帽、防护面
手提肩扛检修工
具、
护目镜穿戴齐全，
器具和材料、
备件前往现场，不到午饭
时间不收工，
下午也要完成当天预定工
作量才能下班。临时借用放置工器具和
材料的业主车间低压配电室地面上铺
块设备包装板就是电工们每天午间吃
盒饭和短暂休息的坐凳。作业时，
停电
挂牌，拉上隔离警戒绳，严格遵守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和电工作业安全规程。
5 月 5 日下午和 6 日，金隆硫酸
制酸系统电除雾器厂房顶上，烈日当
空，
无遮无拦，
8 名电工两人一组检修更
换 4 个电加热器室里电加热管。每个电
加热器室里有 3 组共 30 根电加热管分
别固定在 3 块厚铁板上，
每根电加热管
有两个规定螺帽，
所有螺帽均腐蚀严重
难以拆卸，电工们用松动剂浸润丝扣，
颇费
再用铁锤、
錾子、
大扳手多种工具，
周折，才将 4 个电加热器室里 12 组
120 根旧电加热管 240 个固定螺帽拆
完成 120 根新电
卸，
换上新电加热管，
加热管电源线接线。此时,每个人都是
一身汗水，
脸上汗水和着灰尘。
在闪速炉电收尘系统检修时，电
工们肩扛电加热管、
电源导线、绝缘瓷
环等检修材料、工具沿着 60 多度的 7
层铁扶梯攀爬上近 30 米高的闪速炉
电收尘顶部平台，两人一组从直径 60
厘米的检修人孔钻进空间狭小的顶部
电加热保温室里，弯腰蹲着用仪表仔
细检查每一个电加热管，每一根电源
导线；检修、更换、安装损坏的电加热
管和事先已套好绝缘瓷管电源导线。
顶部电加热保温室里不透风闷热，又
戴着防护面具，
人在里面浑身燥热、气
闷，
汗水不时迷糊了双眼，为不影响操
作和人身安全，他们就一会儿从检修
人孔探出头来，摘下手套用手背抹去
双眼上汗水，
喝几口纯净水，补充一下
水分，再缩回身子，继续作业，收工时
浑身乏力。就这
大家都是腰腿脚胀痛，
样，8 名电工凝心聚力，克服苦、脏、
累，苦干 3 天，完成闪速炉电收尘 10
个顶部电加热密闭保温室里 20 组 40
根电源导线和 64 个电加热管检修工
作量，
32 个侧面电加热管及电源线检
以及 8 台高压硅整流变压器，
修任务，
配电室里高低压控制柜检查、清灰、紧
线、
线路整理、
损坏元件更换等检修项
目。
嵇家保

5 月 16
日，铜冠投资
神虹化工公司
职工正在检修
清理地沟。为
保证生产设备
的良好运行状
况，确保更加
安全环保生
产，铜冠投资
神虹化工公司
近期安排了一
次为期约 2 周
的 停产 检 修，
对生产系统设
备和生产场地
进行了一次全
面维护和保
养。
王红平
陆文武 摄

5 月 15 日，铜冠建安装饰公司员工张飞飞和贺彬等人围绕在铝塑板前认真
校对划线。该公司承接的奥炉职工食堂建设装饰装潢工作进入扫尾阶段，本着对
每一个装饰细节不松懈的原则，该公司员工在装饰工作中，一丝不苟做好每个流
赢得了业主的好评与赞叹。
程，
整个装饰工作期间，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汪文萍 摄

“今天轮到我来讲课”

孙红辉是铜冠有色池州公司焙烧
这几日，
在工作之
车间一名普通员工。
余他在忙于准备课件，准备在周一焙
烧车间安全环保例会时给车间主任、
书记和班长讲课，讲解安全环保知识
及工作中的一些意见等。
在传统思维中，一般讲课培训都
是由领导讲，
员工坐在下面听，而这次
却是普通员工给自己的 “顶头上司”

上课，
主任、
书记及车间班组长以上管
理人员做听众，也许一般人会感到疑
惑。
原来，
这种讲课形式是焙烧车间根
意识先行”活
据集团公司“安全环保，
车间规定，每周一下
动而做出的创新。
午安全环保生产例会后为“员工给领
导讲课”活动时间。上课主讲人全部
为车间普通员工，主要把一些安全环
保知识、
工作中安全环保的心得体会、
一些意见等分享给车间班组长以上管
理层。
车间管理人员带头当好学生，期
期跟着学，更主要的是管理人员从这
一做法上找出了平时安全环保管理上
的缺陷，
达到了持续改进的目的。

“今天轮我来讲课”活动极大地调动
了员工学习安全环保知识的积极性，
氛围
浓厚，
一方面更好地提高了员工的安全环
并且
保意识，
拉近了管理层和基层的距离，
把安全环保很好
所讲的东西都是身边事，
培训效
地与生产现场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果良好；
另一方面，
把学习安全环保知识由
员工们不仅要
被动变为主动。
为了讲好课，
再一方面，
普通员
勤学习、
而且要勤思考；
有啥说啥，
都是从
工讲课水份少、
干货多，
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
经得住考验。
对企业来说，做好安全环保工作才
关键是能解
是硬道理，
找谁讲并不重要，
决问题，
提高意识。
彭幼林

近日，铜冠（庐江）矿业公司组织电机车厂家技术人员给动力运转中心电机
车操作工讲解电机车的操作与维护。该公司随着投产日渐临近，加快矿山各生产
岗位人员的技能培训力度，
为矿山如期投产提供人才支撑。夏富青 包 民 摄

重温一封来自职工家属的安全回信
到你喜爱的工作中。你一定要自觉遵 《致选矿车间职工家属的一封信》。信
“老王：认真仔细地看完你带回
守安全操作规程，
和工友们互相关心， 中，该车间将矿业公司与车间的安全管
家的‘凤凰山矿业公司选矿车间给职
彼此照顾，
相互提醒，干什么活都要思
理措施、实行的安全奖惩措施及各种安
工家属的一封信’后，内心既感动又
做
讲透，
信中更多
虑周全。
特别是你是一个老师傅了，
全规定向职工家属讲明、
不安，
感动的是单位是如此地认真、重
老王你每天
好表率的同时一定要记得提醒身边的
的内容是饱含深情地希望职工家属多吹
视职工的安全，
不安的是，
年轻人多注意安全……”在这封家属
安全“枕边”风，
与车间一起共同筑牢安
该公
在岗位是否真的安全了？”日前，
司选矿车间安全员在带领车间员工安 “回信”中，
职工王江射的妻子从职工
全思想防线。而一封封家属回信则体现
全学习时，带领大家重温了一次车间
家属的角度，
积极发挥了亲情攻势，
督
了职工家属对安全生产的关心和支持，
维修工段职工王江射（一名优秀的电
促自己的亲人要重视安全，达到了职
更体现的她们做好安全贤内助的决心，
焊工技师） 妻子给他的一封安全回
工家属与企业共同努力，让职工“每
这是一种沟通，
一种互动，更是一种亲情
信。
天都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保障。该车间计划在今年釆取更多有效
“你一定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的共同愿望。
形式让职工家属参与到车间的安全管理
谈想法，出点
要知道你的安全就是我们家庭最大的
凤凰山矿业公司选矿车间积极响
中来，
让他（她）们提意见，
幸福，
我会尽心保证做好后勤工作，绝
应矿业公司“全员抓安全”管理思路， 子，与车间手拉手，心连心全面营造“岗
不让你为家里的事分心，以确保你每
立足于“安全是每个家庭的幸福”，
于
位除隐患，亲情促安全” 的浓厚氛
天都有良好的精神、充沛的体力投入
去年 5 月份给每名职工家属发出了
围。
何 娇

为普及统一战线理论知识，积极营造学习统战、
知晓统战、宣传统战的浓厚氛
围，
5 月 15 日至 17 日，
铜冠物流金运物流分公司组织党员开展《中国共产党统一
战线条例（试行）》知识网络答题活动。图为党员在认真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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