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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变的达钢蝶变的达钢

展巾帼风采展巾帼风采 绽女性芳华绽女性芳华
达州钢铁开展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主题活动达州钢铁开展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主题活动

达州钢铁
职业技能培训圆满结束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通讯员 王露晨）近日，
由达州钢铁职工培训中心组织，炼铁厂、炼钢厂、轧
钢厂、检测部等单位协助，近两个月的职业技能培
训圆满结束。此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时间长、培训
规模大、师资队伍质量高，有效帮助员工扩展了相
关工作领域知识，进一步提升了技术技能水平。

此次职业技能培训共设立32个班级，涉及冶
金、化工、机械、电气、检化验等专业岗位人员，有
机修钳工、仪表工及化学检验工等8个培训工种，
参与培训并考试合格的员工近1200人。职业技
能培训教师由具有公司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的
技术人员担任，根据员工的实际情况将理论课程
与实操培训有效结合，让员工边学边练，逐步实现
员工从岗位能手向一专多能、一岗多艺的复合型
人才转化。

后期，公司还将继续为员工的成长成才设置
丰富多样、行之有效的培养模式，努力营造有利于
技能成才的良好氛围，为达州钢铁高效化生产经
营和搬迁升级项目建设培养更多一专多能的复合
型人才。

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爱一行 攻坚克难提效益攻坚克难提效益
——记四川省劳模、方大达州钢铁炼钢厂厂长邱达全

奋斗者·正青春

保持对炼钢的热爱
参工30多年技术成果丰硕

“炼钢炼的就是技术，炼的就是指
标。我希望通过精细管理，让炼钢技术更
精，这样既能为企业提升经济效益，还能
培养一批技术人才。”谈到炼钢技术，邱达
全的话滔滔不绝。在方大达州钢铁工作
30 多年来，邱达全经历了企业的多次改
革，在企业的发展道路上不离不弃，这份
执着是对炼钢技术的热爱。

邱达全是重庆科技学院培养出来的优
秀学子，他善于理论结合实际，创新开展工
作，创效业绩显著，获得众多技术成果，是
行业里的佼佼者。

邱达全牵头研究的《低成本新III级钢
筋生产技术的研究与运用》获达州市科技
进步二等奖；《烧结返矿替代废钢冶炼技术
研究》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针对方大达州钢铁周边的石灰矿不
能用于烧制冶金石灰，地方资源不能有效
利用的问题，邱达全带头研究和试验本地
石灰石直接用于转炉炼钢造渣课题，取得
了成功，在盘活地方经济、节能减排、清洁
生产上作出了贡献，其牵头主创的《石灰
石在转炉造渣中的运用》获 2016 年度四

川省“创新创效金点子”合理化建议成果
二等奖。

全力以赴拼经济
带领工人攻坚克难提效益

“2019 年，公司实施转炉提钒炼钢工
艺，在国内首创了两座转炉既提钒又炼钢、
钢钒并举的新工艺，打破了国内转炉车间
一座提钒、两座转炉炼钢的固有工艺模
式。”成绩的取得，更加坚定了邱达全努力
创新的决心。

“今年以来，我们厂提钒炼钢生产保持
了良好势头，钒渣中的五氧化二钒品位长
期稳定在13%以上，提钒率100%，实现了
产量与质量同步达标。”与邱达全共同参与
技术创新的小组成员张师傅说。

在邱达全的带领下，炼钢厂按照公司
全铁水提钒、全半钢冶炼的要求，把“炼效
益钢、提精品钒”贯穿落实到生产组织的全
过程。通过推进提钒组罐工序标准化操
作，稳定提钒铁水的装入量，为提钒生产创
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严抓“一提二炼”生产
组织管理，充分发挥提钒装置的单项功能，
最大限度做到铁水全提钒。

此外，他们还注重优化钒渣质量指标，
根据铁水条件变化，及时调整工艺参数，优

化提钒吹炼操作，减少质量波动。通过采
取“提钒配加含钒铁块”“优化冷却剂配方，
减少入炉杂质”等管理技术措施，改善钒渣
质量，提高了五氧化二钒品位。

“说干就干，要干就一定要干出成绩！”
现在，邱达全已是行业里的专家，员工技术
创新的领头人，先后荣获四川省劳动模范、
达州市“优秀共产党员”、方大达州钢铁“技
术革新能手”“劳动模范”“党员明星”等荣
誉称号。

“爱一行专一行”
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雷锋精神

“我们要时刻想着创新技术，帮助员工
减轻劳动强度。”邱达全常常对技术骨干这
样讲。在他看来，雷锋同志的“钉子精神”，
不仅年轻人要学，技术骨干更应该学，必须
要让“钉子精神”在技术领域扎根，努力传
承和创新工匠精神，不断攻克技术难关，才
能收获更多成果。

“低于0.15%的含钒铁水，虽然也能提
钒，但是提出来的钒渣V2O5含量太低，不达
国标，就等于是废渣。”现场，一位师傅不禁
感叹。

想法有时就是一瞬间的事。邱达全从
开水兑凉水中得到启发，把钒含量低的铁

水与钒含量高的铁水通过金属料结构调
整，与生产工艺优化混合提钒。这一小革
新，实现了低含钒铁水中钒的回收利用，每
个月增加效益150余万元。

发扬“传、帮、带”优良传统，不仅是对
师傅技术技能的传承，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传承，邱达全运用“师带徒”活动的培养模
式，为企业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专业人才和
技术工匠。

“‘师带徒’不只是一纸的‘师徒协议’，
我们邱厂长就像我的师傅一样，在工作中
不管我问到什么问题，他都会耐心指导。”
炼钢厂青年员工小杨说。

通过“一对一”师徒结对，企业里有经
验的师傅将自己的理想信念、工作方法、实
践经验、优良作风，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徒
弟，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帮助他们更快更
好地成长起来，成为企业和社会发展的坚
强后盾。企业也将给予师傅津补贴年均10
万元以上。

像邱达全一样的技术工人，在方大达
州钢铁的大家庭里还有很多。当前，方大
达州钢铁正在实施异地搬迁发展战略，在
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雷锋精神，全力推进生
产经营更加高效、搬迁升级项目建设快马
加鞭，为达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
贡献。 □达州日报社通讯员 毛会

“工作中你是我最好的同事，是我学
习的榜样；生活中我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是你停靠的港湾。”这是达州钢铁夫妻档
员工王静和李玩的真实写照。“好的伴侣，
是历经千帆归来仍飒爽英姿的精神支柱；
好的家庭氛围，是一个人只管向前冲，而
另一个人付出再多也无怨无悔的守护。”
这句话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李玩是炼铁厂维检车间的一名钳工，成
天和设备油污打交道，每每遇见他时总是给
人忙碌的印象，如果遇见检修，那更是没日
没夜地抢修生产设备。他对王静常说的一
句话就是“检修的时候任何事情都不要找
我。”这个时候王静的回答始终是“工作上你

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家里有我你放心”。
前方奔波事业，后方保障无忧，这是小两口
间形成的一种默契。一次烧结车间紧急检
修，半夜接到电话的李玩二话不说立即到厂
投入检修当中，第二天他从电话中得知，80
多岁的母亲在老家病倒了，他看着身边同事
们忙碌的身影，心中万分焦急但始终没去请
假。王静接到电话后，立马出发赶回老家照
顾母亲。他们之间从不论谁付出得多一些，
更多的是为对方着想。

王静是准备车间的热矿运输工，从事
生产记录工作，每天要巡检配电设备，核对
生产仓位及各类原燃料的转运记录，工作
零散、繁琐。为了更高效完成工作，她总是
积极学习，遇到生产难题时，一定会跟在班
长的后面不断请教，直到弄明白为止。这
样的工作态度和精神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肯
定。王静对待工作认真、严谨，在工作中摸
索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现在的她总是能
独立自主解决难题，将工作做到准确无误。

李玩、王静在工作上是良师益友，在生
活中是恩爱夫妻。平时他们注重相互交流，
重视孩子教育和培养。他们在工作中是同
事们的好搭档，在生活中是孩子心中的榜
样，对于彼此，是最坚实的依靠。他们说，家
庭和谐美满了，工作才能无后顾之忧，才能
尽心尽力。

□达州日报社通讯员 罗丽 刘珊珊

“作为炼钢人，我们必须做到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
专一行，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目标。”这是四川
省劳动模范、方大达州钢铁炼钢厂厂长邱达全的座佑
铭。每天下午结束分厂的生产调度会后，他总会到一线
车间里转一转，和工人师傅们聊一聊生产生活中的各种
问题。

当前，达州各行各业的广大职工，正在积极响应达
州市总工会、市劳模协会发出的倡议，争当“拼经济、搞
建设、促发展”的新模范。邱达全是达州市的炼钢技改
牵头人，他说：“一定要让员工操作更加便捷，劳动效率
更优更高，生产效益才会更好。”截至目前，以“邱达全”
命名的劳模工作室，实现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
计、小建议数千个，其中他参与的就有400余项。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通讯员 毛会 覃天）
近日，达州钢铁组织开展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主
题活动，来自各单位的女职工代表200余人参加
活动。

当天上午9点，在公司迎宾大道广场，7支参
赛队伍蓄势待发，伴随着大家的欢呼声，趣味活动
正式拉开帷幕。活动设有拔河、趣味背夹球、夹纸
运球、集体跳长绳四个子项目。

活动现场，女职工们充分发挥特长和团结合
作精神，相互加油、喝彩，展现了女职工们健康向
上、积极进取的风采。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比
拼，活动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圆满结束。动力厂
队获得第一名，达兴能源队和轧钢厂队分别获得
第二名、第三名。

3月7日，达州钢铁为全体在岗女职工发放
节日慰问品，感谢女职工们扎实践行“三个有利”
的企业价值观和“变、干、实”的工作总要求，在企
业安全运行、生产经营、精细化管理及降本增效
等各方面工作中为公司生产经营发展作出的突
出贡献。

“感谢公司一直以来对女职工的关心关爱，
每年在我们节日到来之际，公司不仅组织大家开
展各类有意义的活动，还为我们发放节日慰问
品，我感到很幸福，一定尽职尽责，干好每一项工
作，为公司生产助力。”轧钢厂女职工周密明说。

达钢搬迁升级项目
综合原料场单元打桩工作动工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通讯员 徐光军）3月11
日，达钢搬迁升级项目—综合原料场单元施工现
场，5台悬挂大红标语的长螺旋桩机一字排开、高
高矗立，现场热火朝天、井然有序。经过简短的打
桩开工仪式后，综合原料场单元首桩开钻，标志着
综合原料场单元打桩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作为达州钢铁新厂进场原料、燃料、辅料的综
合原料场，接受汽车、火车来料并分类储存，分别
给焦化、烧结、炼铁、石灰、球团等单元输送物料。
综合原料场以智能、环保、清洁、高效为原则，采用
中心给煤机、刮板取料等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建设
储配一体筒仓和B型、C型封闭式料场等物流储
运系统，年处理能力达4500万吨。

综合原料场的打桩进场，标志着一座现代化
的新型原料场即将从蓝图变成现实，助力达钢搬
迁升级早日建成、达产达效。

达州钢铁达兴能源
超目标完成2月份生产任务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通讯员 罗艳）近日，笔
者从达兴能源获悉，该公司超目标完成2月份生
产任务。焦炭产量超额完成月目标的 10%；
140t/h干熄焦发电量超额完成月目标的26.9%，
125t/h 干熄焦外送蒸汽量超额完成月目标的
7.8%，顶装焦炭质量热强度CSR平均指标超内控
标准1.5%；捣固焦炭质量热强度CSR平均指标超
内控标准0.11%，各项指标的超目标完成，为高炉
稳定生产提供了保障。

2月以来，达兴能源精心组织生产，以“达州
钢铁焦化工序降本攻关方案”为中心，克服频繁调
整焦炉生产组织、配煤比调整及地下室横管堵塞
诸多不利因素，各部门各环节协调配合，通过采取
严格控制捣饼锤数，及时吹扫地下室横管，清理堵
塞斜道孔及反复调整焦炉标准温度等措施，确保
了达兴能源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达州钢铁动力厂
超额完成2月份机制产值任务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通讯员 袁彬）近日，据
达州钢铁动力厂统计，该厂2月份机制产值完成
率达111.57%，超目标完成当月产值任务。

据悉，2 月份以来，动力厂认真落实公司
“变、干、实”的工作总要求，围绕产值任务，大力
开展工艺改进和新设备运用。根据生产实际，开
展用户回访了解产品使用情况，充分利用等离子
自动切割机等自动化设备，不断改进、优化加工
工艺，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件加工精度，以此提升
产品质量。同时，积极使用新摇臂钻床，提高生
产能力及钻孔精度，进一步拓展加工范围，使得
全月加工非标件品种达29类。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通讯员 朱永祥）日前，
达州钢铁炼钢厂铁水转运跨两台冶金起重机顺利
通过达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年检审查工作，
为炼钢厂设备安全运行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悉，本次检验工作由达州市特种设备监督
检验所执行。主要对炼钢厂部分特种设备进行年
检。检查人员对铁水转运跨1号、2号行车的运行
情况，通过跟踪运行、目测、试车、设置触发条件以
及问询等方式进行了安全检验。鉴于两台行车良
好的安全状态，在检验完毕后即给出了合格意见，
两台冶金起重机顺利通过年检审查。

达州钢铁两台冶金起重机
顺利通过年检审查“他们是彼此最坚定的依靠”

工作中的邱达全工作中的邱达全（（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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