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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冶集团
四名员工荣获“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本报讯（张正国 报道）近日，国
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了《关于
授予职业技能竞赛优秀选手全国技术
能手荣誉的决定》，十九冶集团员工、
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建筑金属构造项
目优胜奖获得者卞涛，第十三届全国
工程建设系统职业技能竞赛（国家级
二类竞赛）焊接项目职工组前三甲获

得者肖俊、赵脯菠、李仁全榜上有名。
本次“全国技术能手”的评定，充

分肯定了十九冶集团技能人才的技能
水平和专业素养。十九冶集团将大力
弘扬工匠精神，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竞赛活动，进一步完善技能人才培
养体系，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和创
新型劳动大军。

□特约通讯员 杨蕊华

进入 2019 年，国内铁合金钒系产
品市场“暖意融融”。钒渣是攀钢生产
钒制品的原料，作为肩负着钒渣生产重
任的攀钢钒提钒炼钢厂是如何应对市
场变化的呢？近日，笔者走进该厂冶炼
作业区脱硫提钒工序一探究竟。

争分夺秒：上厕所都觉
得是浪费时间

1 月 15 日 11 时 30 分，4 号炉乙班
中控工黄勇趁着室外同事正在给转炉
兑铁的几分钟时间，赶紧扒拉了两口
饭，一边吃一边查看电脑上显示的铁水
成分信息。随后，他放下碗，从座位上
站起来看了看炉前测温显示器上的数
据，立即计算需要配加的冷却剂数量，
启动氧枪开始吹炼……

为了把钒渣产量做到最大化，像这
样紧张忙碌的场景天天都在上演。铁
水提钒率是衡量铁水提钒比例的一个
指标，受到提钒产能、铁水条件、设备运
行情况等因素的影响，从2018年12月
开始，该作业区白班副作业长王发宪就
组织倒班作业长、区域工程师、炉长等

骨干，明确目标任务，制定了一系列保
障措施。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要确保
铁水提钒率达到100%，要求以班产保
日产，确保全月目标实现。

“我们每个班 1 座炉子 8 小时内要
完成23炉的任务，除去炉况检查、补炉
护炉、交接班，平均每炉只有不到16分
钟时间。”该作业区倒班作业长梁洪川
说，“在我们这里干活好多时候都是跑
着干，吃饭都是轮换着吃。为了减少上
厕所的次数，我们平时都尽量少喝水。”

精准管控：指标天天对，
问题及时“晒”

该作业区提钒区域工程师唐勇明
打开手机微信群，指着统计表上的数
据，对丙班4号炉中控工贾召清说：“你
们班昨天生产的 773 炉次半钢残钒控
制得不错，但半钢温度控制过高，要加
强终点控制。”

每天把问题及时“晒”出来，让所有
不合规的操作无处遁形，这是该作业区
今年以来实行的新举措。唐勇明和同
事每天都会将前一天生产的所有炉次
的历史数据导出，按吹炼时间、冷却强
度、半钢温度、半钢残钒等关键指标，一

项一项对照标准进行比对，把异常信息
清理出来，逐一提出改进意见，并发布
在微信群里供大家学习。第二天，他还
会和其它区域工程师、生产准备员等工
程技术人员到岗位上，给存在问题的操
作人员讲解操作要领，一起分析出现异
常的原因。

“以前我们是一个月统计、考核一
次。现在指标天天对，问题第二天就公
布出来，还有技术人员及时跟进指导，
让大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该怎么改
进，大家更乐于接受。”梁洪川说。

“通过深入抓精细化操作，职工操
作技能水平得到大幅提升，我们的半钢
残 钒 成 分 比 例 比 去 年 平 均 下 降
13.78%，创近几年新高，钒渣产量和质
量也得到显著提升。”王发宪说。

劳动竞赛：卯足劲儿争第一

近日，凌晨 2 点多，该作业区脱硫
提钒生产准备员段方伦接到梁洪川的
电话：“上个班把我们班的回收渣‘吃’
了，你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原来，梁
洪川接班后发现原本该由他们班使用
的回收渣被上个班用了，认为这样会影
响他们班当月的劳动竞赛成绩。

为了确保钒渣产量目标完成，增强
每个班组的团结协作能力，该作业区开
展了劳动竞赛，每月根据各项指标完成
情况进行排名，第一名的班组奖励
5000元。蒋建平是脱硫提钒乙班过跨
桥工位的负责人，他在班前会上说：“作
业区开展了劳动竞赛，我们要卯足劲儿
把活干好，安全、准确、及时地把每一炉
半钢运送到下道工序，不能影响我们班
的成绩。”

1月15日早上8时，脱硫提钒乙班
调度员周勇刚接班，就开始一项一项分
析高炉铁水罐信息。“今天有2个罐的净
重只有90多吨，兑铁组罐要注意控制。”
他放下对讲机，指着画面上显示的信息
介绍，像这样的异常信息必须及时传递
到操作岗位上，否则就会打乱整个生产
秩序，“现在大家都憋着一股劲，要把自
己的工作干好，不能给集体拖后腿。”

离开时，笔者看到红红的钒渣从炉
口奔涌而出，映红了厂房，也映红了正
在作业的职工的身影，就像一朵朵艳丽
的花迎风绽放。

只为钒花迎春开
——攀钢钒公司提钒炼钢厂钒渣生产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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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煤太平矿
走访慰问困难职工

本报讯（李世成 报道）为让全矿
困难职工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
节，日前，攀煤公司太平矿169名管理
人员自掏腰包对帮扶的困难职工进行
走访慰问，送上新春的问候和祝福。

据悉，该矿 169 名管理人员按照
“一帮一”结对子的形式，与困难职工
结成帮扶对子，以现金或购买食用
油、大米的形式对结对子的困难职工
进行走访慰问。走访慰问过程中，帮
扶人员鼓励困难职工坚定信心，努力
工作，在新的一年里积极进取，争取
早日战胜困难，过上美好生活。

攀钢深化对标管理
打造最优工厂（产线）

本报讯（杨子昂 特约通讯员
王文锋）近日，攀钢就“深化对标管
理，打造最优工厂（产线）”工作开展
专题研究，对 2019 年度相关工作思
路、目标、范围及重点进行部署。

2018年，攀钢统筹策划，形成了一
套完整的工作体系、评价体系和行之
有效的工作方法，确定了“深化对标管
理，打造最优工厂（产线）”的标准，树
立了攀钢钒轨梁厂、西昌钢钒板材厂
两个标杆。同时，在推进过程中，仍存
在着发展不平衡、重视不到位、督导不
到位、距标杆差距大等问题。

攀钢要求各子分公司（单位）厘清侧
重点和着力点，处理好日常生产经营与
打造最优工厂（产线）的关系，善于对标
借鉴，找差距补短板。各制造单元厂长
要加大推进力度，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持
续推进对标机制建设，着力解决提升工
厂（产线）基础能力的主要问题。深入研
究解决工厂（产线）生产效率、质量、消耗
等主要问题，着力提升工厂（产线）基础
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由重点培育向纵
深发展，努力让更多工厂成为行业最优。

攀煤公司
矸石发电厂实现开门红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马艳）1月
份，攀煤公司矸石发电厂完成供电量
5483.49 万度，超计划 19.19﹪，喜获
新年开门红。

为实现 2019 年安全生产开门
红，该厂积极与省供电公司联系沟
通，争取上网电量，同时将生产计划
分解到班组，通过小指标竞赛、优化
机组运行方式等力保稳发多发。通

过覆盖全员的安全谈心谈话活动，筑
牢安全思想防线；通过运行人员巡
检、技术员周检、车间月检等加强隐
患排查治理；加强设备维护，发挥党
员突击队作用，对突发设备故障进行
抢修抢险；通过燃料掺配、运输以及
锅炉燃烧、环保达标排放等各生产环
节的联系沟通、密切配合，保证安全、
环保、生产稳定有序。

攀煤大宝顶矿党委
“五举措”抓好职工安全学习教育

本报讯（舒立志 报道）新年伊
始，攀煤公司大宝顶矿党委围绕企业
安全生产工作目标，积极采取五项工
作措施，从突出安全教育重点、增强员
工安全生产意识入手，努力抓好职工
安全学习教育。

抓好班前会教育，筑牢班前第一
道防线。要求全矿采、掘、机、运、通各
单位，每天必须坚持召开班前安全
会。班前会重点对职工身体、精神状
况进行排查；对上一个班的工作进行
点评分析，强调当班安全质量和注意
事项；组织职工学习安全知识；确定每
一项工作的安全责任人，落实工作现
场的安全互保人等。

抓好员工安全学习教育，提高员
工安全认识。采取多种形式，积极组
织员工学习贯彻相关安全工作会议精
神，使全矿干部职工进一步明确企业
整体形势、工作目标任务、工作措施和

工作要求，为完成2019年工作目标任
务奠定基础。

在全矿干部职工中开展读《书写
“0”的答卷》文章；学习广能公司在
2018年安全生产中采取的工作举措、
管理成效，冷静、客观分析该矿2018年
安全生产工作，查找差距，补齐短板。

要求各级管理人员观看《一抓到
底正风纪》视频，进一步增强各级管理
人员责任意识、敬业精神，做到对待工
作具有“扭住不放、一抓到底”的担当
精神。

要求各级管理人员手写读《书写
“0”的答卷》和观看《一抓到底正风
纪》视频的心得体会，自觉带头转变作
风，身体力行，形成“头雁效应”。

猪年春节前，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钛冶炼厂拍摄制作了“迎新春，送祝福”拜新年微视频，通过钛冶炼
厂“青春之歌”微信公众号向员工们拜年，增强职工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图为该厂员工参与拍摄拜新年微视频。 （特约通讯员 赵锡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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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何周阳）近
日，笔者从攀钢钒冷轧厂了解到，目前，
该厂彩涂产品合同订单持续提升。去
年，该厂彩涂产品在昆明中高端市场占
有率居榜首，并将市场拓展至贵州和云
南其它地区，产品品牌效益日益显现。

近年来，该厂以品质优化、品种优
化为重要抓手，坚持“练内功、拓市场、
增效益、促升级”，全力将彩涂产品打造
成云贵区域高端建筑用钢第一品牌。
协同攀钢国贸公司、攀钢钒制造部强化
西南区域重点市场掌控，加快市场推

广，扩大彩涂产品占有率和销售量。全
流程优化彩涂生产工艺，充分满足用户
个性化、特殊化需求，缩短交货期，进一
步提升市场竞争力。针对投产时间短、
生产工艺处于消化提升阶段的实际，开
展强力攻关，成立项目组，查找影响质
量稳定的症结。强化生产过程质量管
控，保证产品性能与质量稳定。

据了解，该厂牢固树立用户思维，
重点关注用户反馈信息，提高质量改
进响应速度，开展“一对一”技术服务，
促进用户满意度不断提升。

攀钢钒冷轧厂
彩涂产品畅销云贵市场

小宝鼎矿明确2019年目标任务

推动矿井向本质安全高效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张文峰）近

日，川煤集团攀煤公司小宝鼎矿召开
了2019年工作会暨二届六次职代会，
回顾总结2018年工作，安排部署2019
年目标任务，动员全矿干部员工夯基
固本保安全、攻坚克难增效益、改革创
新求生存，努力实现全年“挖潜增收、
开拓发展、健康稳定”目标，推动矿井
向本质安全高效高质量发展。

2019年，该矿将以“挖潜增收、开
拓发展、健康稳定”为总体思路，以安
全生产为中心，以安全生产标准化为

主线，以科学管理为手段，以全面预
算管理为抓手，以降本增效、提质增
量为目标，从严从细强管理，抓牢抓
实夯基础，确保完成矿井全年各项目
标任务。

为确保实现全年生产经营工作目
标任务，该矿将强抓安全管理，狠压
责任落实，全面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突出安全认识到位，安全技措到位，
队伍建设到位，活动整治到位，“四
化”融合到位，安全文化建设到位；强
化生产组织，抓好协同作业，极力推

动生产效率发挥。通过精细管理、合
理组织，科学指挥、过程管控，深度挖
潜控成本，开源节流降费用。优化薪
酬结构合理分配，强化全面预算管理
和成本管控，强化煤质管理。加强党
的领导，加强工会工作，完善维权机
制，完善用人选人机制。关注民生民
情，打造绿色矿山，竭力提升职工幸
福感、获得感。结合实际开展形势任
务教育，加强扶贫帮困力度，维护职
工切身利益。加强环保工作力度，完
善生产生活条件。

拍摄微视频 新春送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