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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袁 宁波宝新青年中心
学习社要要要野宁波宝新青创吧冶正式揭牌
启用遥未来袁宁波宝新将在团建工作中充
分运用好青创吧这一平台袁 开展丰富多
彩的活动袁 进一步调动广大团员青年的
积极性袁展现团员青年的活力与智慧袁为
宁波宝新的发展贡献青春力量浴

根据共青团中央和中国宝武团委关

于开展野青年大学习冶行动尧建设野青年中
心学习社冶的要求袁宁波宝新团委积极响
应袁经过前期一个多月的筹备袁宁波宝新
青年中心学习社要要要野宁波宝新青创吧冶
正式投入使用遥

宁波宝新号召广大青年员工围绕公

司生产经营重点工作袁善于学习袁更要善
于创新曰通过阅读经典著作来提高自己袁
在不断学习过程中袁 持续提高自己的创
新能力袁 把智慧的点子运用到公司技术
创新尧 智慧制造等各项改革创新发展工
作中遥

在揭牌仪式后举行的青年员工代表

座谈会上袁 宁波宝新表彰了 2017年度
野中国宝武青年文明号冶尧野中国宝武青年
安全生产示范岗冶尧野中国宝武青年突击
队冶尧野中国宝武优秀青安岗岗长野尧冶中国
宝武优秀青安岗岗员冶 等先进团队和个
人袁 宁波北仑团区委和宁波宝新领导还
给青年团员代表赠送了书籍遥

野宁波宝新青创吧冶启用

发现及时袁措施果断遥 日前袁武钢有
限焦化公司炼焦分厂几位员工及时发现

并处理一起煤气泄漏隐患遥
当日下午袁 炼焦分厂燃管作业区调

火一班班长李冠袁 按惯例到中控室对焦
炉地下室危险源点检遥进入中控室袁警惕
的李冠就发现中控室固定报警器均在闪

烁袁1号焦炉所有报警器显示故障中遥 李
冠立即跑回调火班袁 组织班组成员带上
一氧化碳报警器对 1号焦炉地下室展开
排查袁当巡查至焦炉地下室通道处时袁一
氧化碳报警器已报警袁 李冠凭经验判断
此时煤气正在向往扩散遥安全考虑起见袁
李冠带领组员迅速撤出焦炉地下室遥

险情就是命令遥 李冠一边向作业长
商俊辉汇报袁 一边组织全体组员备好空
气呼吸器尧一氧化碳报警器尧氧气报警器
和常用工具等到地下室集结袁 准备启动
焦炉煤气泄漏应急预案遥 同时袁商俊辉尧
安全员白华强已火

速赶到现场袁 并拉
好警戒线遥

几位专家根据

现场情况分析袁一
致认为可能是由于

气温变化大袁 近期
天气潮导致相关管

道腐蚀破裂造成泄

漏遥 闷热的焦炉地
下室内袁 李冠第一
个背上氧气瓶戴好

空气呼吸器袁 随后
组员刑浩尧 陈刚也
及时佩戴好空气呼

吸器袁 带上一氧化
碳报警器尧 氧气报
警器和工具进入 1
号焦炉地下室开始

展开地毯式排查遥
三人首先从煤气支

管 114根一米管开始排查遥暑热天气袁背
着氧气瓶袁 戴着空气呼吸器作业在闷热
的焦炉地下室袁困难显而易见遥

当他们排查至煤气主管时袁 细心的
李冠发现煤气主管上用于蒸汽吹扫的蒸

汽管倒在一旁袁 致使主管上出现了一个
直径约 50毫米的洞正在外溢煤气遥经验
丰富的李冠等人根据现场尺寸及时制作

了一个木楔袁三人合力将漏点堵住袁经报
警器反复检测袁 堵漏部位一氧化碳数值
逐渐降低袁 此时累得大汗淋漓的三位员
工悬着的心才算放下遥为确保安全袁李冠
等人多次检测焦炉交换时煤气浓度后袁
才放心下班遥

次日袁 李冠又和外委单位一起在
煤气主管堵漏木楔周围做了仿瓷堵漏

处理袁 经一氧化碳报警器检测无数值
显示遥

渊作者单位院武钢有限冤

果断出手消除煤气隐患
姻李 冠 黄立刚

现场动态

姻记者 杨 波 通讯员 杨 涵 报道

本报讯 日前袁 福州市直机关召开
企业党建工作推进会袁会上袁授予宝钢
德盛不锈钢有限公司为野优秀党员活动
场所冶袁授予宝钢德盛叶旗开德盛曳员工
公开课为野优秀党建品牌冶遥

多年来袁宝钢德盛以提升党员活动
场所规范化尧标准化为目标袁坚持野规
范尧节约尧实用冶的原则袁严格按照野完善
功能尧一室多用冶的要求袁不断完善党员
活动场所的使用功能袁把党员活动场所
真正建成党员政治学习的中心尧思想教
育的阵地尧传授知识的课堂尧展示党建

品牌的平台尧宣传党建文化的窗口袁不断
增强党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遥

叶旗开德盛曳员工公开课是宝钢德
盛面向员工群众袁 以提升员工的文化
修养尧职业素养尧知识技能为目的袁通
过正式的尧 公开的课程讲授形式组织
开展的一项员工集中学习交流活动遥
叶旗开德盛曳 员工公开课自 2014 年 5
月开展至今袁已累计开展了 19 期遥 多
年来袁 该公开课主要结合公司生产经
营重心袁侧重于公司野安全生产冶和野降
本增效冶两大主旋律袁并辅助开展青年
思想教育尧青年技能培训等专项课程袁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遥

宝钢德盛被授予福州市
“优秀党员活动场所”

故事概要院
华 宝 基 金

国内投资部副

总经理蔡目荣

是 2016 年投资
界全满贯得主袁
他所管理的华

宝资源优选基

金袁曾分别荣获
叶中国证券报 曳
野金牛基金 冶尧
叶上海证券报 曳
野金基金 冶尧叶证
券时报 曳 野明星
基金冶遥

坚守自己的投资理念袁不走捷径袁把客户的信任作为最大的
责任袁这是蔡目荣对待工作的野诚信冶遥

晚上八点袁陆家嘴东方明珠前游客
依然很多袁此时的环球金融中心 58楼袁
一间办公室灯光还在亮着袁蔡目荣正坐
在电脑前袁飞快地滑动鼠标袁一份份研
报从他的屏幕前划过噎噎

和电视剧中塑造的基金经理形象

不同袁 这个架着银框眼镜的 野投资大
佬冶袁早上 7点便要去公司袁在路上就开
始了一天的工作遥 是否有重要邮件没
回钥 昨晚到今晨又发布哪些政府政策钥
上市公司有无重大事项公告钥各家券商
怎么看市场钥诸如此类遥对蔡目荣来说袁
邮件尧微信尧财经新闻尧电话会议回放尧
研究报告袁每个都需要翻看袁因为投资
这个行当袁只有掌握更多信息袁才会更
少机会犯错遥
上午袁一家知名券商来路演袁讲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袁 蔡目荣认真做着记
录遥 事实上袁关于供给侧改革袁以蔡目
荣为代表的华宝基金投研团队袁可以说
是国内二级市场中最早认识并精准把

握相关投资机会的人遥
那是两年前袁 当政策第一次提到

野供给侧改革冶时袁很多人并不明白这五
个字背后代表的调控思路的重大转变遥
但蔡目荣在投资札记中敏感地指出院
野未来政府调控经济方式将会从 耶需求
侧爷转移到耶供给侧爷袁国家主要经济政
策也会集中在供给侧管理领域遥 冶而后

一系列政策也验证了

蔡目荣的预判遥 于是袁
凭借对行业和企业的

深刻理解袁在研究部支
持下袁蔡目荣先后踏准
了煤炭尧钢铁尧电解铝
行业去产能的节奏遥

下午袁蔡目荣去拜
访某机构客户遥对于在
基金圈子里的人来说袁机构客户一般都
是大客户遥拿下这笔资金对于一只基金
而言袁 意味着基金规模的快速提升袁也
意味着更多的管理费收入遥但蔡目荣似
乎并没有野拉客冶意愿袁在与客户的交流
过程中袁他表达了对市场短期走势不宜
期望过高的看法遥这一理性的判断得到
了客户的认可袁但也意味着可能错过一
大笔申购资金遥然而袁蔡目荣并不后悔遥
因为在他看来袁客户才是自己的衣食父
母袁客户的信任是基金从业者最宝贵的
财富遥 以高度的责任心管理好客户的
钱袁这是一份沉重的责任袁也是基金经
理工作的意义所在遥

野基金业绩的好坏袁直接决定了投资
者的幸福感遥尤其是投资不顺的时候袁业
绩压力只是一方面袁 给投资者带来的损
失才是更大的压力遥 所以一定要对得起
投资人袁 不然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义
呢钥 冶晚饭时袁有同业向蔡目荣交流投资

理念遥 聊到价值投资时袁 蔡目荣有些感
慨遥他认为袁价值投资是寻找价格相对价
值具有显著安全边际的股票遥 但是很多
人并不理解所谓野相对冶的含义袁错误将
野价值冶 作为某些行业和股票的代名词袁
致使投资受损遥在蔡目荣心中袁价值投资
的核心是用好价钱买到好股票, 并在自
己能力范围内袁尽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遥

正是因为对投资理念的坚守及对

资源行业的精准把握袁蔡目荣管理的华
宝资源优选基金自成立以来袁每年都能
贡献 10%左右的超额回报袁 并取得
2016单年混合型基金前二袁2016尧2017
两年同类型基金第一的成绩遥

晚上 8点 30分袁 因为新增几单大
额申购袁 蔡目荣还要回公司做交易计
划遥等蔡目荣下班回到家时袁已快 10点

30分遥蔡目荣习惯先到孩子房间看看遥
因为自己忙于工作袁孩子一般由妻子照
看袁庆幸的是袁妻子和孩子都比较体谅
他遥 但蔡目荣总有些愧欠袁尤其是对孩
子遥他希望袁能够用自己的学识和行为袁
指导和感染孩子袁帮助孩子健康成长遥

因为第二天要参加一个投资报告

会袁有些材料需要再斟酌袁蔡目荣轻轻
关上孩子房间的门袁又走进了书房遥

蔡目荣就是这样一个金牛基金经

理遥也许他已经历了中国资本市场的种
种起伏波动袁也许他已拿遍了投资界权
威大奖袁也许同行称他是野周期之王冶袁
也许他管的基金每年都有明显的超额

收益遥 但是真正了解他的人知道袁他是
一个真诚的人袁一个坚持的人袁一个有
良心的人袁一个温暖的人遥

客户的信任是最宝贵的财富
要要要华宝基金金牛基金经理蔡目荣服务客户的故事

姻通讯员 秦峄宁 许敏峰 报道

本报讯 日前袁 梅钢炼铁厂召开表
彰交流会袁表彰 2017年度炼铁厂先进党
支部尧先进党小组和优秀共产党员遥

会上袁 三个党支部分别以 野新时
代袁 担当作为展新颜曰 做好 耶三个第
一爷袁确保耶两个稳定爷曰耶三抓四比爷培
育知行合一的党员队伍冶 为主题进行

党支部工作交流袁 三名党员代表作了
交流发言遥

梅钢炼铁厂要求袁继续深入推进野两
学一做冶学习教育袁持续夯实党建基础工
作袁 进一步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袁 引导全体员工
积极投身到安全环保尧成本削减尧基层基
础管理尧效率提升等工作中去袁为实现梅
钢野一流企业冶目标作出新的贡献遥

梅钢炼铁厂表彰一批先进

诚信协同 创新共享

桑拿天，为设备开小灶

8月 8日下午 2点多袁室外温度达到
了 40多摄氏度遥宝钢股份热轧厂 1580机
械作业区加热炉点检员王晶穿戴整齐袁走
出了休息室袁 开始了对 3号加热炉的点
检遥 这几天高温袁设备容易出问题袁王晶
特意开了小灶袁 经常提前到现场进行检
查遥 3号加热炉外围袁热风管道尧煤气管道

和各种阀门密布遥 一阵阵热浪袭来袁让人
胸口一紧遥王晶从工具包里掏出听音棒和
红外线测温枪袁仔细地观察起这些设备的
状态遥 只一会功夫袁他的工作服便湿了一
大片遥 王晶又来到加热炉前的一个楼梯
口袁 下面最深的地方是加热炉负 8米平
台袁他要下去查看加热炉水封槽的工作状
态遥 10分钟后袁王晶钻了出来袁擦了擦满
脸的汗说院野今天的设备状态还不错遥 冶接
着袁他又爬上了好几米高的炉顶袁对各种
设备进行了仔细地检查遥一个小时很快过
去了袁王晶浑身湿透遥 1580轧线旁袁一台
崭新的喷雾电扇正在运行袁王晶一边走过
去给自己降温袁一边介绍说袁这是热轧厂
今年新添置的袁有好几台遥 现在的条件已
经好多啦袁休息室又干净又整洁袁空调尧冰
箱尧防暑降温用品一应俱全遥去年底袁热轧
厂设备管理室实施变革举措袁1580 原来
的两个机械点检作业区合并成了一个作

业区袁人员效率相应提升了袁每个人承担
的任务也更重了遥作业区的点检员都有共
同的信念袁只要每个人更加努力袁心往一
处使袁就能把作业区的工作做好遥

8月 7日下午 3点袁 天气预报实时气

温 35摄氏度袁而在管道林立的宝钢化工化
产厂沥青焦作业区袁体感温度远不止于此遥
沥青焦作业区甲班作业长王庆头戴安全

帽尧 手握 F扳手正进行着他今天的第 4次
巡检遥王庆每来到一套设备前袁都先弯腰仔
细地查看仪表袁随后钻进设备中间袁熟练地
转动阀门检测运转情况遥不过袁现在每检查
好一套设备他还要多做几个动作袁 拉下湿
透的口罩袁找出上衣仅有干处袁把早已被汗
珠打花的眼镜擦干遥王庆告诉记者袁今年针

状焦项目作为公司重点项目袁 所有设备满
负荷运行袁工作量上去了袁对员工的要求也
提高了袁每个人要做到野眼里有活冶遥 王庆
说袁就像巡检本不是我的日常工作袁但我们
大家只要一有空都会去现场走走遥 连续数
月完成产量挑战目标袁大家情绪都很高涨袁
再湿几趟衣服我们都乐呵遥

中午袁是一天中最热的时间袁在宝钢
特钢炼钢厂 AOD生产现场又闷又热袁就
像一个巨大的桑拿房遥 AOD甲班组长鲍
炯像往常一样袁熟练地操纵炉体倾斜至水
平位袁安全帽尧护目镜尧口罩尧手套各种防
护用品穿戴严实袁 手拿五米长的拉渣棒袁
担在炉门口的支点上袁 随着他的不断前
进袁逐渐深入钢包底部袁后退袁渣子顺着炉
门口流淌遥站在操作室外袁即使一动不动袁
一会儿功夫汗水就浸透了后背遥 测温尧取
样袁往常一个简单的动作袁似乎都在高温
下凝滞了许多遥 17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钢水带来的炙热尧风扇吹出的热风交织在
一起袁鲍炯的工作服湿了干袁干了湿袁形成
一片又一片的汗渍遥 鲍炯介绍说袁班组里
三个人轮换袁每天每人大概要拉渣 200下
左右遥野为了应对高温天袁作业区已经做好

了各种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袁 时刻关注尧
随时关心高温一线员工袁已经成为作业区
里高温作业的准则遥 冶精炼作业区作业长
潘根宝一边给大家分发盐汽水袁一边补充
说袁野高温天不仅要保质保量地完成订单袁
身体也要保重遥 冶

战高温 保运输 抢进度

8月 7日早上 6点 15分袁 当第一缕
阳光照在湛江钢铁主原料码头上时袁温度
开始逐渐上升袁等到 8点 15分袁码头管理
员梁伯帆到办公室准备上班的时候袁 室外
温度已达 34摄氏度袁船上甲板的温度已达
56摄氏度遥 外轮野宝韵冶号计划下午 1点接
靠主原料码头 1号泊位袁 为保证外轮按计
划的时间节点进行靠泊袁在泊的野兴强冶轮
必须要在 12点前完工离港遥 8点 30分袁为
了能准确地了解作业进度袁 梁伯帆拿起对
讲机戴上安全帽对船上舱口逐个进行查

看遥经过检查袁他判断出野兴强冶轮按照目前
的进度袁无法在 12点前完工离港袁只能将
船移泊至另一个码头遥否则袁高炉就面临断
粮的危险遥军情似火袁梁伯帆按照物流部的
部署袁 当机立断对作业计划进行适应性调
整遥梁伯帆和同事们在烈日下与时间赛跑袁
经过周密的部署及各单位的通力合作袁终
于保住了外轮靠泊的节点遥下午 1点袁看着
缓缓停稳在 1号泊位的野宝韵冶轮袁在现场
坚守了几个小时的梁伯帆这才有时间回到

办公室歇口气遥摘下安全帽袁两条帽带在他
的脖子上留下了明显汗痕袁 梁伯帆一口气
喝光了整瓶盐汽水袁 边擦汗边笑着说院野没
白忙活袁终于保住了供料浴 冶

南京是有名的野火炉冶遥在梅钢工艺区
域的铁路线上袁机车司机穿着长袖的工作
服袁带着厚重的安全帽袁挂上机车遥控器袁

正顶着毒辣的太阳一丝不苟地作业遥在这
样高温炙烤的环境中袁机车司机每班要一
丝不苟地完成二百次的指唱确认动作袁步
行 5千米以上遥 越是高温袁轨道电路绝缘
越易被高温膨胀的钢轨挤坏遥为了避开中
午时段的高温袁 工务信号人员每天 6院30
就开始了检查和巡道工作袁8院00 一过线
路被太阳炙烤得发烫袁线路检查尧巡道的
师傅说院野每天最舒服的时候就是清晨一
两个小时袁剩下的时间我们的身上就没有
干爽的时候了遥冶梅钢有 65千米的铁路线
路袁工务信号人员在露天环境下与时间赛
跑袁见缝插针式地进行铁路线路尧信号尧道
岔的维护保养遥

另一座野火炉冶城市武汉袁今年又迎来
了一个多月的持续高温遥 8月初袁武钢有
限硅钢部三分厂酸洗四机组抛丸系统抛

丸机出现故障袁处理难度较大遥 机组炉内
温度上千摄氏度袁炉旁温度最高的地方可
达到 70摄氏度遥 李朝进冒着高温带队处
理故障袁 经过 3个多小时的奋战抢修袁确
保了设备运转遥 在 8号轧机袁生产时轧机
旁的温度在 50摄氏度以上袁 每班职工都
要换辊五次以上遥 每根工作辊重达六尧七
十斤袁换辊时职工要抬着工作辊一根一根
地更换袁每次换辊大家都是浑身湿透遥 特
别是加乳化液的时候袁 现场温度将近 70
摄氏度袁 职工要抬着近 200斤的油桶加
油袁加一次油袁职工就像从水里面捞起来
似的遥 同时袁武钢有限大力开展各层面送
清凉工作袁 每天送盐汽水到生产一线袁凡
是遇到有检修尧抢修的机组袁加大防暑降
温用品的供应量曰 气温达到 37摄氏度以
上袁 安排人员 24小时值班袁 防降站启动
24小时为职工服务袁 保证高温期间冷饮
品的供应及发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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