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日前袁 为持续提高员工安
全意识袁进一步提升员工自我保护能力袁
宝钢发展汽车通勤公司开展了全员岗位

安全风险描述案例发布遥 5个基层单位
约 50人参加了发布活动遥

发布活动中袁 各基层单位根据岗位
实际袁从岗前尧岗中尧岗后进行了全方位
的危险源描述遥 渊陶瑜冤

宝钢发展汽车通勤公司发布
全员岗位安全风险描述案例

综合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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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4日袁在色彩斑斓的美好时节袁
来自宝钢股份宝山基地尧青山基地尧东山
基地和宝钢国际的代表袁齐聚梅山袁参加
以野岗位的绽放袁演绎融合化合的蝶变芬
芳冶 为主题的 2018年宝钢股份第三期企
业文化主题活动袁用故事诠释文化袁用案
例演绎精彩袁共同分享和见证知行合一的
文化力量遥

同一文化袁塑造更好的自己
宝钢股份四大基地所处地域不同袁但

拥有共同的文化基因遥 二十年来袁尤其是
这两年来袁从形似到神似尧从融合到化合袁
梅山基地涌现了一大批员工立足岗位的

文化践行故事袁用行为改变习惯袁用文化
不断塑造更好的自己遥

对标找差袁争创一流袁创新的道路永
无止境遥 国内野无人浇钢冶第一人尧梅钢炼
钢厂连铸分厂首操邹世文袁在国内没有成
熟的模式可以复制尧没有成套的设备和技
术可以移植的情况下袁和同事们横下一条
心院世界先进企业能够做到的袁我们也一
定能做到遥 从 2015年野无人浇钢冶的提出袁
到 2017年 3月 15日系统正式上线运行袁
再到今年 4月袁无人浇钢技术成功移植到
梅钢四台连铸机中的三台袁实现了中包无
人浇钢袁邹世文把职业做成了事业遥

做成本改善的当家人袁每个岗位都在
野撸起袖子加油干冶遥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
境中袁我们很难左右市场袁但能持续改善
成本遥 自 2015年 11月以来袁梅钢在宝钢
股份统一部署下袁以野降成本尧减费用尧增
效益尧提效率冶为主线袁策划开展了野班组
降本主题竞赛冶活动袁共开展班组降本课
题 2925个袁 班组参与率 100%袁33个案例
获评宝钢股份野芝麻奖冶尧27项成果获评宝
钢股份野芝麻开花奖冶遥广大员工积极主动
地像经营家庭一样经营岗位袁努力寻找改
善点袁精打细算降低成本遥 运输部原料码
头员工给煤抓斗穿野护衣冶袁防止原燃料接
卸过程中煤粉尧矿粉从抓斗上洒落遥 洒落
在地的微小野芝麻冶袁汇聚起野真金白银冶遥

每天积累袁不断进步袁企业就能赢得
更大的发展空间遥 2017年袁梅山基地产品
现货发生率指标较高袁影响了效益遥 今年
初袁由制造部管昌明尧王国军尧胡雪松和炼

钢厂杨征尧热轧厂邬海龙等骨干人员组成
的降低产品现货比攻关团队袁通过不懈的
努力袁前三季度袁现货指标同比下降 1.3%袁
创效 788万元遥

在野一厂带一厂冶平台的拉动下袁梅山
基地与宝山基地唱响了能力提升的野同一
首歌冶遥 2017年 1月 12日袁在梅山基地上
下期盼中袁 涉及宝山基地和梅山基地 22
家厂部的野一厂带一厂冶工作正式启动遥两
年来袁野一厂带一厂冶不仅带出了梅山基地
的信心和能力袁更成为了文化融合化合的
催化剂遥 截至 10月底袁梅山基地与宝山基
地在十大指标体系对标中袁同品种同品质
指数 94.2分袁 酸洗品种覆盖率达 99%袁热
轧品种覆盖率达 99.2%袁 热镀品种覆盖率
达 98.2%袁镀锡品种覆盖率达 100%曰吨钢
利润大幅提升袁炼铁尧炼钢尧热轧尧冷轧四
大工序指标显著进步遥 同一语言尧同一标
准尧同一平台尧同一文化袁正在快速催生梅
山基地竞争力的新跨越遥

今年 8月 22日袁南京烈日炎炎袁酷暑
难耐遥 在梅山基地冷轧厂热镀铝锌机组生
产现场袁 人们心头的热度远远超过了现场
的温度院铝锌镁新品在梅山基地试制成功遥
铝锌镁是镀铝锌的升级产品袁 具有良好的
性能和广阔的市场前景遥 但是对于研发和
生产来说袁只有一个字院野难冶浴 锌液成分精
准把握难袁表面质量稳定控制难遥由宝钢股
份中央研究院牵头袁宝山基地尧梅山基地多
部门多单位组成的协同攻关团队袁 把过程

控制精细到每一个环节尧每一个步骤尧每一
个时点袁用行动诠释了野协同冶遥

同一行动袁拥抱更美的未来
绿色环保袁从点滴做起遥 为了更美的

未来袁在城市钢厂的建设道路上袁梅钢始
终在努力遥 今年袁梅山基地主动适应新时
代生态环境保护新要求袁严格落实野环保
第一管理冶的要求袁二氧化硫排放量尧厂区
降尘量大幅降低袁 不断刷新历史新低曰主
动履行责任袁做好各类重大活动的环保管
控遥 从国内首家实施烧结烟气脱硫袁到全
球首套烧结烟气干式协同超净装备的投

用曰从焦炉烟气脱硫脱硝项目袁到煤筒仓
等一系列环保设施的建设曰从热电厂燃煤
锅炉改为煤气锅炉袁 到 2B焦炉的正式停
炉袁梅山基地矢志让野绿色梅钢冶成为美丽
南京工业新名片遥梅钢还致力于建设城市
和社会大宗废弃物消纳处理中心袁每年消
纳废油桶尧 废油漆桶等社会废弃物 60万
吨以上曰 开展固体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研
究袁变废为宝袁固废循环利用率 100%曰编
发叶环保知与行曳口袋书袁进一步普及环保
基础知识袁坚持从身边事做起袁从点滴做
起袁人人都是野环保知与行冶的践行者遥

为了更美的未来袁 安全永远铭记心
头尧落实在全员的行动中遥2018年袁梅钢编
发了野安全知与行冶手边书要要要叶梅钢无事
故管理的知与行曳袁 让安全第一的种子深
深埋入员工的心灵深处袁努力追求野岗位

无隐患尧员工无违章尧管理无缺陷冶目标遥
今年来袁 广大员工共排查隐患 67386条袁
已整改 67193条袁整改率 99.71%遥 由于全
员的努力和参与袁在今年 9月江苏省钢铁
企业重大生产安全隐患专项治理行动小

组的核查验收中袁梅钢区域没有查出重大
生产安全隐患遥

矿业分公司回采分厂刘焕景袁工作 22
年来始终坚守在地层深处的出矿岗位袁累
计出矿 36余万车袁出矿量达 300余万吨袁
创造了单机月产量超 8万吨的历史最高
纪录遥 他总结的野五必须冶出矿方法袁每年
可节约轮胎成本 20余万元曰提出的野倒车
前将铲运机停稳两秒钟冶的建议袁每年可
节约电缆费 6.5万元遥 刘焕景也因此成为
了大家心目中名副其实的野三最冶员工院标
准最高尧技能最高尧产量最高遥

梅钢最大吨位行车的驾驶员尧炼钢厂
二炼钢 420吨高温液态行车唯一的一名
女行车工朱燕萍袁驾驭空中野移动城堡冶的
诀窍在于细心遥 每次吊包作业前袁她都会
察看包盖是否盖好袁杜绝包盖坠落事故的
发生曰高低跨作业袁用对讲通知低跨行车
注意避让曰发现小故障袁自行处理袁缩短了
行车非正常停机时间遥 从业 27年来袁朱燕
萍创造了零投诉尧零违章尧零事故的优秀
业绩遥

炼铁厂员工季益龙袁1996年食品专业
大专毕业入厂从事电工工作遥 21年来袁从
一个电气专业野门外汉冶成长为野维修电工
技师尧电气点检高级技师冶曰从一名学徒走
进了炼铁厂高炉尧烧结尧焦炉全流程的技
术领域曰从一个操作工变成了电气领域技
术控制能手遥目前袁拥有专利 114项袁16项
成果获国内外大奖袁8项成果填补国内外
相关技术空白袁 获得 2016年上海市科技
进步奖三等奖遥

为了更美的未来袁梅钢的青年员工们
也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让青春怒放遥四幕
舞台剧叶青春知与行曳不仅展示了梅钢青
年热情洋溢尧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袁更彰
显了青年们从点滴做起尧 从日常做起袁将
野宝钢人的知与行冶 要素更好地落细尧落
小尧落实袁引领职业生涯的发展遥

知是行之始袁行是知之成遥不忘初心袁
文化的闪光袁必定能汇聚创业创新的磅礴
力量曰继续前行袁岗位的绽放袁始终在演绎
融合化合的蝶变芬芳浴 朱 飞 摄

用故事诠释文化 用案例演绎精彩
要要要宝钢股份 2018年第三期企业文化主题活动纪实 姻通讯员 武 刚 报道

本报讯 日前袁 湖北省首届 野工友
杯冶 职工创业创新大赛第七赛区武钢专
场比赛举行袁并评选出了野武钢十佳创业
创新奖冶遥

此次比赛共有 32 个项目参加角
逐袁 其中创新项目 22个袁 创业项目 10
个遥 比赛采用项目路演的方式进行遥 评
委从项目的市场规模尧成长性尧带动创
业就业情况尧商业化程度以及 PPT路演

现场做出评价遥
为筹备此次专场比赛袁提升参赛项目

的质量袁武钢将野赛训结合冶贯穿比赛筹备
全过程袁并将此次比赛作为挖掘创业项目尧
培养创业带头人的重要渠道遥 10月份袁举
办了两场创业导师课曰10月 23日袁组织了
一场预选赛遥正式比赛前袁又聘请专业指导
老师对参赛项目进行了野一对一冶辅导遥

很多参赛选手认为通过比赛得到了

很好的锻炼袁思维得到拓展袁观念得到转
变袁对项目推动更有信心了遥

湖北省首届“工友杯”职工
创业创新大赛武钢专场举行

姻特约通讯员 陈立新

通讯员 龚俊明 报道

本报讯 日前袁 韶关钢铁召开 2018
年三季度自主管理课题成果 野质量与降
本增效专题篇冶 发布会遥 从基层申报的
15项优秀课题成果中野优中选优冶袁其中
7项参加现场发布遥

参加发布的 7项课题成果共申报发
明专利 2项袁获得技术秘密 2项袁产生直
接效益 837.88万元袁降本增效成效明显遥

经过评审袁 炼铁厂高炉分厂 7 号
高炉铁口攻关 JK 小组的叶提高 7 号高

炉铁口合格率 曳袁 特轧厂线材分厂的
叶降低 SCM435 脱碳缺陷率曳两项课题
获金奖遥 能环部检修分厂热修作业区
管工班 JK小组叶一种新型蒸汽疏水阀阀
片研磨方法的研发曳袁制造部产品工艺
室冷镦钢产品质量提升 JK 小组叶提高
冷镦钢性能初检合格率曳 等 5 项课题
获银奖遥

韶钢要求各级工会要切实履行推进

职责袁 做好职工队伍中优秀自主管理和
创新创效活动最佳实践的发现尧宣传尧推
广袁 最大限度挖掘蕴藏在职工队伍中的
创新潜能遥

韶钢发布员工自主管理成果

姻通讯员 朱一知 李 锋 报道

本报讯 10月袁 武钢有限硅钢部酸
轧机组今年第三次刷新月产纪录遥 自去
年 7月份以来袁酸轧机组连续 15个月超
额完成任务遥

武钢有限硅钢部酸轧机组主要生产

无取向硅钢袁已运行了 10 余年袁承担着
硅钢部超过一半的生产任务遥今年以来袁
随着无取向硅钢市场竞争的加剧袁 酸轧
机组的高牌号高端品种比例明显增加遥

面对市场与现场的压力袁 硅钢部自
我加压遥推行日设备碰头会制度袁集中清
理设备问题曰同时袁制定了 TPM员工绩

效管理办法袁 在经济责任制中突出设备
运行维护的考核力度遥与去年同期相比袁
机组操作类故障时间下降了 50.6%袁设
备故障时间下降了 32.5%遥 启动了降低
断带的攻关活动袁在技术尧管理等方面进
行改进遥今年袁月断带次数比去年下降了
60%以上遥

为了提升酸轧机组产品的竞争力袁武
钢有限先后开展W10品种批量生产攻关尧
同板差合格率提升攻关尧成材率提升攻关等
项目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遥 目前袁酸轧机组
已经稳定轧制无取向高牌号硅钢数千吨袁
较去年大幅提升曰中低牌号同板差合格率尧
让步率和成材率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遥

武钢有限硅钢部
酸轧机组刷新月产纪录

本报讯 近日袁 宝钢发展源康物业
举办了班组 野安全自主管理课题一张
纸冶成果发布会遥 8 项优秀基层课题成
果逐一登台发布遥 来自设施维护部的
野降低煤气管道堵漏作业风险冶尧市政工
程部的 野降低雨排水点检作业安全风
险冶尧空调维护部的野降低电机和空调用
电线破损率冶3项课题分别获得一尧二尧
三等奖遥

参加发布的成果各有特色袁 具有很
强的针对性袁从岗位找茬入手袁围绕工作
中安全难点等确立课题袁 折射出现场安
全改善的无限潜能遥

渊颜文彪冤

宝钢发展源康物业
发布安全自主管理课题

本报讯 近日袁 梅山矿业设备部开
展了野随时讲冶活动袁助推检修技能提高遥
技师尧 技术人员随时随地向检修人员讲
解新设备疑难故障的解决方法尧 故障判
断和故障排除的技巧遥

通过野随时讲冶袁提高了检修人员对
设备故障判断和排除能力袁 有效提高了
检修的岗位实践能力遥 渊黄社明冤

梅山矿业设备部
开展“随时讲”活动

近日袁由中冶宝钢技术承
办的湛江钢铁厨艺大赛火热

举行遥来自湛江钢铁及协作单
位的 15支队伍参赛遥 各路厨
师拿出看家本领袁献出了一道
道色香味俱全的佳肴遥

渊图片由中冶宝钢技术湛
江分公司提供冤

湛江钢铁厨艺争霸：赛出一桌满汉全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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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颁奖银观众纷纷被现场美食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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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宝钢发展人力资源中心组织党员领导人员尧敏感岗位人员尧党风廉政监督员
及团员青年一行 33人参观了中共一大 叶中央苏区廉政史迹陈列展曳 和上海展览中心
野勇立潮头要要要上海市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冶主题展览遥 通讯员 沈嘉雯 摄影报道

姻通讯员 钱 英

噼里啪啦火星四溅尧 戴着防护面
具全副武装袁近距离面对热源尧电光和
火花噎噎44 岁的王远早已习惯了电焊
工的生活遥

王远说袁 周围很少有人从事电焊工
作超过 20年袁多半是怕身体吃不消遥交流
时袁他正在厂房里焊接压力容器管道遥 焊
接压力容器是个技术活袁对焊接质量要求
特别严格袁工作强度也大遥尤其是夏天袁外
面三尧四十摄氏度袁钻进容器内焊接袁环境
温度能达到六七十摄氏度袁只靠一个排气
扇在出口通风袁摘掉面具汗就能流下来遥

王远已经数不清自己焊接了多少

物件袁但每焊接一个产品袁都和第一次
焊接成品一样激动遥 他常说:野一堆废铁
和钢管在自己手里成了一个新物件袁是
件多么有成就感的事情遥 再脏再累的
活袁只要从心里喜欢就能干好遥 如果还
能看到自己的进步袁 得到大家的认可袁

那就更开心了遥 冶
在今年 9月八钢公司环保重点工程

项目要要要焦化分厂烟气脱硫脱硝工程施

工千人大会战中袁 第一炼钢分厂设备维
护作业区机械维护班组全员参与遥 安装
现场经常会出现一个高大的身影袁 手拿
焊枪袁焊花在飞溅袁汗水在脸颊尧脊背上
流淌噎噎王远像往常一样义无反顾地接
受了作业区的工作安排来到工程现场遥
无论在几十米高空袁 还是狭小管道的焊
接作业袁他从未说过一个野不冶字遥每次焊
接作业时袁一站一蹲就是几个小时袁脸上
沾染的灰尘混着汗水袁留下一道道黑印遥

寒冷的夜也抵挡不住完成任务的

决心遥 当发现前期未点检出的焊接缺
陷袁王远积极主动进行处理遥 机械设备
内拼接部位的狭小焊缝等易漏部位经

他焊接打压后一处未漏遥
这就是王远袁 一名工作 20多年的

老师傅遥 在八钢这片热土上袁他用一把
焊枪点亮人生梦想遥

一把焊枪点亮梦想
要要要记八钢第一炼钢分厂王远

银厨师各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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