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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路璐

6月30日，59岁的磨矿工陈富

龑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铜陵有

色天马山黄金矿业公司选矿车间，

顺利完成交接班后，开始了每天雷

打不动的巡检工作。听球磨机运

转声音、看电流指数是否正常、查

设备运转情况，陈富龑不放过任何

一处细节，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当初

“干一行就要爱一行精一行”的诺

言。

自参加工作以来，陈富龑立足

本职岗位，兢兢业业，刻苦钻研业

务，勇挑工作重担，脚踏实地做好每

一项工作。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业

务技能和综合素养，不断提升工作

绩效，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广泛好

评。

天马山矿业公司的选矿设备都

是原铜官山铜矿留下来的老设备，

陈旧且效率不高。磨浮大班的球

磨机是选矿车间的关键设备，去年

上半年，陈富龑在班中巡检时发现

球磨机主电机轴承轴瓦松动，运转

过热会导致设备损坏，加之听到球

磨运转声异常，及时停球检查后，

发现一块衬板破裂。陈富龑第一

时间上报情况，经过该车间统一调

度和抢修，及时消除这一重大安全

隐患。

好学习、爱钻研是陈富龑日

常工作中的写照。他勤于动脑善

于思考，认真执行车间生产设备

每日点检制度，加强生产设备预

防性维修管理，定期检测关键设

备。他通过“摸、听、看、闻”方法

及时发现生产和设备故障，分析

防范，及时汇报，为选矿车间正常

生产保驾护航。同时，他刻苦钻

研磨矿技术，对生产工艺、作业方

法、设备运转状况了如指掌。凭

借丰富的实践经验，陈富龑根据

入选原矿性质发生的变化，提出

调整磨矿细度和在球磨机进料口

添加氢氧化钠的建议，解决了因

浮选搅拌桶泡沫丰富导致跑槽而

带来的金属流失问题，有效提高

了选金回收率，综合经济效益达

100余万元。

陈富龑还不忘关心关爱青年

员工，倾囊相授技术，不计回报。

班组同事谁家里有困难，他都会

第一时间站出来慷慨解囊。遇到

班组员工请假、岗位缺员的情况，

他总是主动帮忙顶班。在单位开

展的劳动技能竞赛中，更是为员

工们毫无保留地授业解惑，帮助

他们提升技能。

“就要退休了，我要站好最后

一班岗，继续发挥热量，用心用情

真诚对待这份我热爱的工作。”这

是陈富龑时常挂在嘴边的话语。

多年来，他多次获得天马山矿业

公司“首席员工”“首席磨矿工”

“优秀员工”等荣誉。在市 2021

年磨矿工技术比武中，取得第一

名的好成绩，荣获铜都劳动奖

章。日前，陈富龑被评为 2022 年

2月份“铜陵好人”。

陈富龑：苦练技能成专家 帮助企业增效益

本报讯（记者 方文婷）6月 30

日上午，市建投公司城投房开公司投

资建设的山河尊项目举行交房仪式，

首批90位业主拿到新房钥匙，比原

计划提前三个月。“在疫情影响下，山

河尊项目还能提前交付，让我们业主

十分惊喜。国企有担当，我们很放

心。”在交房现场，一位业主当天就带

着装修设计师一起前来制定装修方

案，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城投·山河尊项目位于翠湖四路

与陵江大道交叉口 ，用地面积

87003.79平方米，共建设26栋住宅

及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225303.22

平方米，总投资约13亿元。项目于

2020年 10月 18日正式开工建设，

计划建设工期两年。作为市城投房

开公司投资建设的首个商品房住宅

项目，从项目策划、规划设计、实施建

设、品质控制到物业服务坚持一流水

准，打造全市住宅项目的典范工程。

今年疫情期间，项目停工一个

月，按期交房的承诺受到严峻考验。

“为了确保解封后第一时间开工，我

们要求所有外地工程建设人员原地

待命，封闭管理并按照要求做核酸

检测。”市城投房开公司董事长汪海

龙告诉记者，为了将耽误的工期追

回来，公司将所有能提前开展的工

作前置，如人防、电梯等设备材料均

提前订购并多方协调运输，确保各

环节按照工期计划如期推进。项目

复工后，公司加强人员机械调度，在

施工最紧张阶段，每天有500多名

参建人员奋战在现场。项目还与绿

城物业集团签署了物业管理协议，

力求为居民打造优质舒适的居住环

境。

项目建设期间，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市住建局及铜官区政府均

提供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各项验收工

作在一周内全部完成，将“放管服”举

措真正落到实处，为项目提前交付提

供了坚实保障。

城投·山河尊项目提前三个月交付

6月29日，铜官区幸福社区老党员在进行诗朗诵。当天，该社区组织开展“庆七一话幸福 喜迎二十大”红色

经典传唱诵读活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表达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爱党爱国的情感。 崔玲 本报记者 刘敏 摄

本报讯（冯喆 杨竹青）日前，市

城管执法局联合多部门在学苑社区

举办垃圾分类“全民打卡 行为养成

正向激励”活动，加强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近期，全市各单位通过采取

“常态宣传+精准入户+普法监督”方

式，多措并举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抓细抓实、提质增效。

铜官区映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支队在天井湖畔花园小区开展

“垃圾分类我能行，全民打卡共参

与”宣传活动。近年来，铜官区各社

区通过开展常态化垃圾分类宣传活

动，以点带面号召社区居民共同参

与垃圾分类。义安区分类办考核组

采取“四不两直”方式，重点检查顺

安镇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落

实情况，推动全区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提质增效。郊区“一对一”指导居

民进行线上垃圾分类打卡及线下宣

传，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

类，提高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参与率

和准确率。

市垃圾分类管理中心主任周江

磊表示，下一步，我市将继续探索创

新垃圾分类方法，鼓励更多人参与到

垃圾分类志愿服务中来，打好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持久战。

生活垃圾分类
抓细抓实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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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诵读感党恩主题诵读感党恩

本报讯（记者 方盼亮）7月1

日，百余名跑步爱好者齐聚线路

起点北京路小学，参加铜陵“遇见

铜马”马拉松俱乐部举办的“党在

我心中，同行感党恩”健康跑活

动，共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

年。

当天清晨5时许，百余名跑步

爱好者统一着装，手举国旗，迎着

初升的太阳，沿着既定线路迈开

矫健的步伐。大家精神抖擞，脚

步铿锵有力，嘹亮的口号声不时

响起，与城区清晨美丽的风光交

相辉映。

“本次健康跑全程约13.14千

米，寓意对党和祖国的终身热

爱。”铜陵“遇见铜马”马拉松俱

乐部负责人表示，本次健康跑活

动旨在庆祝党的生日，落实全民

健身国家战略，号召更多的市民

参与跑步活动，在锻炼身体的同

时，锤炼意志，以更加健康的体

魄、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

生活当中。

百人健康跑 同庆党生日

本报讯（记者 杨竹青）7月1日

上午，副市长杨文萍前往我市部分医

院、幼儿园，调研生命健康产业暨暖

民心工作。

杨文萍先后前往市中医院南山

康养中心、市人民医院西湖院区（西

湖儿童医院）、万代好亲子园、市师范

附属幼儿园紫金园区、央视大风车蒙

氏托育园等处，实地了解各单位发展

建设运营情况，并与医院、幼儿园等

负责人深入交谈，了解收集他们的需

求和对我市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的意

见建议。

杨文萍指出，各部门要当好助力

企业发展的“店小二”，进一步对接企

业需求，用最优的服务为企业发展创

造最优的营商环境；要吸引优秀人才

向健康产业集聚，推进生命健康成果

转化，培育、引进一批生命健康产业

企业，助力其不断做大做强；生命健

康产业企业要持续深耕专业优势领

域，充实核心竞争力，提质增效扩产

扩能，在打响企业品牌的同时，推动

产业升级壮大。

市领导调研生命健康产业暨暖民心工作

本报讯（记者 路璐）7月1日上

午，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潘荣华率

队前往义安区、铜官区、郊区督导文

明创建工作。

潘荣华一行前往义安区观湖社

区南湖新村、铜官区人民社区，实地

了解社区广场、背街小巷、楼道楼栋

的文明创建工作及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作开展情况。随后，前往铜官区兴

隆市场、金山中路、义安大道南段、郊

区景山社区，实地督查农贸市场、沿

途主次干道摊位管理、车辆停放、道

路管护、清扫保洁、公益广告宣传及

老旧小区周边文明创建工作开展情

况等。针对发现的问题，潘荣华现场

提出明确要求，责成相关部门立即整

改到位。

潘荣华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

认识，认清形势任务，坚定创建冲刺

的信心决心，全力以赴，凝聚共识，切

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要把握

关键重点，主动对标对表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测评标准，紧盯重点区域、重

点问题，全面排查、全力整改，补齐

“短板”，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落

细；要广泛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创建

工作，增强市民文明意识，提升城市

文明形象和群众满意率，努力形成全

员动员、全民共创、人人参与的浓厚

氛围。

市领导督导文明创建工作

本报讯（记者 方盼亮）7月1日

下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何田在

市行政中心主持召开全市住户调查

大样本轮换暨农作物对地调查样本

轮换工作推进会。

会上，国家统计局铜陵调查队汇

报了全市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和农

作物对地调查样本轮换工作情况，并

就《2022年铜陵市住户调查大样本

轮换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征

求意见建议。

何田指出，住户调查和农作物对

地调查是反映民生发展状况的两项

重大统计调查工作，周期性的样本轮

换是防止样本老化、提高样本代表

性、确保数据质量的重要举措，各级

各部门要提高站位、高度重视，充分

认识大样本轮换工作的重要意义。

要全面部署、周密安排，加大落实力

度，着力破解难题，全力以赴推进样本

轮换工作。要精挑细选，科学抽样设

计，认真研判、规范实施，将各项工作抓

严抓细，切实解决选聘调查员、落实记

账户、经费保障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要

压紧压实责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国

调队要做好业务培训和督促指导，各县

区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建立完善工作

机制，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与问题，各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配合，

确保高质量完成样本轮换各项任务。

全市住户调查和农作物对地调查样本轮换工作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孙照柱）7月1日

中午，来自市人民医院、市立医院、

市疾控中心等我市11家医疗机构

的23名医护人员迅速集结，乘车驰

援宿州。

此次驰援宿州战“疫”人员分

为两队，一队为15名核酸检测人员

和一台日检测1万管能力的移动方

舱，前往灵璧县承担核酸检测工

作；一队为8名流调人员前往泗县

从事疫情流调筛查工作。记者在

集结现场见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

他们都是我市各医疗机构的骨干

力量，有丰富的战“疫”经验。“夏天

比较热，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考

验，希望我们团队圆满完成任务，

平安回来。”市支援灵璧县疫情防

控医疗队队长、市妇幼保健院副主

任检验师骆文龙长期奋战在疫情

防控一线，曾支援过芜湖、天津等

地战“疫”。

当前，灵璧县和泗县疫情告

急。此次增援任务来得突然，我市

当日上午9时接到省卫健委紧急调

令，便迅速行动、精心组织，23名

“白衣战士”及时集结，充分展示出

我市医护人员是一支召之即来、来

之能战的优秀队伍。

我市23名医护人员
紧急驰援宿州

6月27日，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学生在义安区天门镇金塔村绘制文化墙。

近日，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组织学生赴义安区天门镇金塔村，围绕美丽乡村这

一主题，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学生们用手中的画笔，绘制了一幅幅

各具特色的文化墙画，形成了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 章丽 本报记者 刘敏 摄

暑期社会实践暑期社会实践 画笔扮靓乡村画笔扮靓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