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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党委负责人深入电解二车间开展党小组调研。 鲁方昆 摄

开启新征程

扬帆再奋进

———冶炼厂推进对标工作侧记

“提高制粒成团率攻关，已经完成

初步方案制定， 并提交技术科审核，

计划 ５ 月份进行不加水的降耗实

验。 ”4 月 27 日，在冶炼厂熔炼车间，

车间班子成员和骨干们正在热烈讨

论。 在 4 月份的《冶炼厂“补短板、挖

潜力”项目实施进度月报》中，该厂将

“补短板、挖潜力”的目标、措施和进

度浓缩成一张“脉络图”，如此一来，

对标工作走势跃然纸上，一目了然。

新时代， 公司开启了赶超发展新

征程，而市场化对标是赶超发展的重

要手段，冶炼厂以“对标管理补短板，

精益管理挖潜力”为目标，在赶超发

展的攻坚途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群策群力，砥砺奋进，全厂上下以饱

满的精神状态踏上新征程。

大学习大讨论：凝聚赶超发展力量

打赢“六大攻坚战”是集团公司站

在新时代向全体干部职工发出的号

召。 统一职工思想，凝聚发展力量是

当务之急。

3 月 22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

表李莉受邀来厂宣讲全国两会精神。

她将祖国过去五年的发展成就娓娓

道来，深深地打动了在座的每一位职

工。“祖国这样努力， 让我们昂首挺

胸，我为祖国的发展而骄傲，我们更

应该执着梦想，再奋新征程，让公司

以我们为傲。 ”职工邵志村的话，代表

了许多工友的心声。 心中有信仰，脚

下有力量。 厂将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与对标工作相结合， 开展“大学习”

“大讨论”活动。

该厂领导班子成员率先垂范，深

入基层带头宣讲公司“三会”、厂“两

会”精神，厂党委负责人更是走到青

年团员身边讲党课，鼓励他们奉献青

春力量。 厂还针对“补短板、挖潜力”

目标任务，开展了“找差距、献良策”

大讨论活动。 职工掀起了“头脑风

暴”，每找出一条“差距”，就附有多条

“良策”，大家找出各工序成本消耗重

点及关键控制环节，充分发挥集体的

智慧和力量，制定最符合实际的对标

方案。

“大学习”激发了全厂干部职工解

放思想，“大讨论”凝聚了全厂上下对

标共识。 在赶超发展的征程中，全厂

上下心中的信念无比坚定，脚下的步

伐无比坚毅。

补短板挖潜力：落实赶超发展蓝图

按照公司 3 年对标总体规划，冶

炼厂自主作为，做好“补短板、挖潜

力”。

今年年初， 该厂主要负责人带队

深入车间、班组，召开 10 余次“补短

板、挖潜力”座谈会，制定《冶炼厂 2018

年“补短板、挖潜力”项目实施计划》，

规划出 21 个项目的改进目标及措施、

时间进度及责任人。 厂随时跟踪做好

项目实施的过程管控， 随时掌握进度

和效果。

4 月初，该厂保全车间成立后，全

厂管理架构整合方案也进入最后讨

论阶段： 厂将根据流程管理需要，对

生产流程联系紧密的车间进行整合，

对科室职能重新调整， 优化管理层

级，实现精干高效，推进“瘦身健体”。

在“再造流程， 精准用人” 的同

时，该厂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力度。 今

年， 厂制定了 6 类 31 项科技攻关项

目、9 项重点技术改造项目，这些科技

及技术改造项目与 21 个“补短板、挖

潜力”项目共同实施，并行不悖。 厂坚

持“精准攻关”： 为了优化精炼炉氧

化、还原终点判断，降低阳极板含氧

量，实现生产精准控制，厂启动“降低

铜精炼铜溶解率技术研究” 项目，厂

长负责，车间、科室组织骨干力量，瞄

准国内同行业电解精炼铜溶解率的

先进水平，开展攻关。

该厂着力补齐生产经营短板，深

度挖掘创新创效潜力，运营效率和质

量得到不断提升。 一季度，厂阳极板、

阴极铜、硫酸、硫酸镍均完成计划，实

现了“开门红”。

抓基层打基础：树立赶超发展标杆

赶超发展，党员要作表率。冶炼厂

党委树立一切工作到支部、 到一线的

鲜明导向，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活动。

“党员是最优秀的人力资源。 ”该厂党

委负责人深入基层调研， 查找党小组

在发挥作用上存在的亮点和问题，以

点带面推动基层组织建设上水平；每

个支部打造党建品牌，开展特色活动，

树立党员标杆。备料车间党支部“党小

组对标提升先锋赛”、电二党支部“党

员对标创新创效”、硫酸党总支“党员

先锋六赛”……都是叫得响的品牌。

该厂党委还开展了“清洁文明生

产示范区”评比，每个支部选出本车

间管理难度最大的一个生产区域，明

确目标与标准， 认真抓好责任落实。

党员们“不等不靠”，每日开展现场清

洁和设备维护。 良好的生产工作环

境， 就是最直观的成绩， 大家纷纷加

入到了示范区建设中，并且将自己岗

位所负责的区域，以示范区的标准和

要求来维护，逐渐形成常态化。

该厂党委坚持服务生产经营不偏

离，努力把基层党支部建设成为团结

群众的核心，教育党员的学校，攻坚

克难的堡垒，巩固“一个支部一个品

牌”成果，加强“一个小组一个特色”

的建设，在赶超发展的路途中，厂党

委锻炼出了一支能打硬仗，争当先锋

的党员队伍，为赢取“六大攻坚战”的

胜利提供了保证。

合民意得人心：筑牢赶超发展后盾

人心齐，泰山移。 任务再艰巨、道

路再崎岖， 也抵挡不了团结的力量，

职工的支持，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

坚强后盾。 冶炼厂通过“暖心”举措，

让职工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今年，该厂制定了“在完成全年经

营目标的基础上，确保在岗职工平均

收入增幅在 8%以上” 的职工增收目

标。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厂进一步

优化薪酬分配机制，在市场化对标工

作中， 充分发挥职工主动性和创造

性， 着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

益，并对中层管理人员增加了“职工

增收目标”的挂钩联动考核，形成有

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千方百计把提高

劳动生产效率的优势、降低生产成本

的效益转化为职工增收的实际效果。

征程万里，始于足下；重任千钧，

扛在肩上。 在赶超发展的新征程中，

冶炼厂干部职工将继续发扬“钉钉

子”精神，务实重行，埋头苦干，创新

实干，朝着目标奋勇前行。

（张勇 刘欣杰）

4

月

23

日

7

时

50

分，铜绿山矿副井口、混合井室和往常

一样 “热闹非凡 ”，候罐大厅内已是座无虚席 。 在这里 ，工作

服 、胶靴 、安全帽 、防尘口罩 、自救器 、矿灯 、定位卡 ，是每个

下井人员必须穿戴的劳保用品。

“罐快到了 ， 请到

-305

米至

-485

米中段去向的人员做

好入井准备。”在安保员指挥下，大家有序上罐、下罐，流动在

每个中段的作业点，井下作业人员开始了他们又一天紧张而

忙碌的工作。

当天，根据早调会的分工，采矿车间副主任许世海和综合

管理员鲁雄艳负责

-425

米至

-485

米中段以上区域的安全 。

尽管每天安全确认项在他们大脑里已是根深蒂固， 但安全无

小事，他们仍然对照现场确认清单，火眼金睛不放过每一个细

节，合格一项，打钩确认一项，生怕遗漏出现安全盲点。

“报告！

8443

采场工作面顶板毛石已处理完成， 随时等

候开钻指令，请你们进行再次安全检查。”看到安全“官”的到

来，采矿班职工风钻工杨战红信心满满地汇报现场安全准备

工作情况。许世海和鲁雄艳又重新对现场安全检查确认了一

遍后，又提出操作规程“必知必做”考问，连续考了三道题，他

们对答如流。 完毕后，在采场分片包干区域管理看板上签名

并交待安全注意事项。

生产任务重要，但安全容不得一点马虎。 今年

2

月份，车

间在经历精准对标组织架构和垂直管理重大改革后，将井下

现场按照区域管辖分为十三个片区，车间主任、综合管理员、

值班长及外包工程队管理人员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这就意

味着安全压力更重了。

此时，许世海和鲁雄艳检查完

-425

米中段

5

个采场 ，安

全整改全部落实到位后 ，又继续手握手电筒 ，沿着斜坡道来

到

-485

米中段，仔细检查了每一台铲运机设备，每一处采场

顶板和现场作业环境。

“赶紧下来，先别挂，上我这儿来。 ”来到

9402

采场工作

面上，许世海突然喊了起来。 工友小胡和和赵进行顶板锚网

支护 ，闻听后赶紧下来 ，顺着许世海的手指看去 ，他才发现 ，

几米外的顶板已经错茬 ，有岩石风化离层的迹象 ，随时可能

塌落。

“采场安不安全，支护工每天敲帮问顶走在前面，配合风

钻工铺金属网 ，一天天这么辛苦 ，为的啥 ？ 不就是为保平安

吗？ 那些打眼放炮采矿的兄弟们的安全都指望着咱们呢！ 你

说 ，咱要对自己的安全都不放到心上 ，那谁还能保井下平安

呢？ ”许世海语重心长地告诉现场支护人员。 随后，带头处理

顶板， 补打了锚杆 ，

消除了安全隐患。

跑完

20

多个采

场后，已经接近下午

3

点了 。 “安全巡检

全部确认到位 ，安全

措施、 隐患排查 、职

工思想动态 、作业环

境都挺好 ，今天查出

安全隐患

7

条 ，现场

整改

7

条 ，对

2

名未

戴防尘口罩人员各

给 于 经 济 处 罚

50

元。 ”鲁雄艳和许世

海记录汇总完隐患

排查情况和处理过

程后，像放落一副千

斤担子般快速朝着

井口升井乘罐的方

向走去……

（周志刚 文

/

图）

简

明

新

闻

■4 月 24 日， 湖北生环保监

察组到铜山口矿检查环保工作。

监察组对尾矿库闭库情况、 接替

工程库容等具体情况进行询问和

记录， 并着重查看了各种安全警

示牌、工程信息牌等视觉标识，监

察组还与专业管理人员进行询问

与交流。

（汪纯）

■4 月 23 日， 冶炼厂备料车

间邀请黄石蓝天救援队到厂开展

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旨在进一步

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不断提高职

工自救互救能力。

（郑沛田）

■4 月 21 日， 从建安公司企

划部了解， 该公司各单位结合对

标和精益化要求的环境整顿已经

完成， 从现场发回的整改前后对

比照片中可以看出， 整顿成效显

著。

（黄海波）

■4 月 18 日， 铜绿山矿充填

车间对该矿排污管道进行巡查排

查，确保排污畅通，努力实现矿山

及周边农村“零污染”。 此次巡查

排查工作重点是污水泵房到尾矿

库 1#2# 排污管道，检查污水管网

及周边农村的排污情况共计管道

1 千米，发现管道破损、流水不畅

等关键节点 15 余处。 该矿维修车

间和充填车间对发现的问题及时

整改，确保排污畅通。

（黄绿 钟志平）

▲

职工认真开展叉车安全检查。 刘欣杰 摄

﹃

火

眼

金

睛

﹄

查

隐

患

▲

现场开具安全确认票。

▲

安全检查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叮呤呤……叮呤呤……”

4

月

9

日上午

8

时，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

起， 正在清扫整理办公室的丰山铜矿

防恐指挥长赶紧走到办公桌前， 抓起

电话：“喂……”“有

3

名不明身份人员

窜至杨家湾炸药库， 正在实施破坏和

抢夺民爆器材活动，打伤我警卫队员，

请求武装支援。”电话那头还夹杂着搏

斗与恐吓声 ，一种 “不祥的预兆 ”从电

话那端传来。

“什么？遭遇不明身份人员袭击！”

指挥长惊讶地提高了嗓门。“你们尽全

力制止他们的破坏活动的同时， 千万

要注意人身安全， 我立即启动防恐应

急救援预案，前来支援你们！ ”指挥长

放下电话，立即拉响了应急救援警铃，

集合反恐应急救援队伍。

时间就是生命，险情刻不容缓。队

员的安危、 民爆器材的安全防护时刻

牵动着矿领导的心。 指挥长随即丢下

手里的拖把，快速跑到楼下，纵身跃上

应急救援车 ，

60

余名防恐应急分队护

卫队员、基干民兵携带反恐装备、器械

紧随其后， 风驰电掣般向杨家湾炸药

库驶去……

对方一共有

3

名人员携带

1

壶汽

油、砍刀、钢管等凶器冲击炸药库铁栅

安全门，两名警卫员喝令制止 ，

1

人被

打伤，

1

人被挟持 。 在应急救援车上 ，

防恐应急救援分队长喻惠斌争分夺秒

在通报分析案情， 制定救援反恐抓捕

措施，将防恐队员分为

3

个小组、明确

各小组的任务 ，对现场布控 、抓捕 、安

全防范等事项，讲得既简单又明确。

“嘎吱……”救援车突然一个急刹

车 ，由于车速过快 ，车上后排座位上

的队员由于惯性作用都扑到过道前

面来了。 原来司机发现道路正前方有

一辆可疑车辆 ，挡住了唯一的进山入

口 。 喻惠斌小心翼翼地下车进行检

查 ，没有发现车上有可疑人员与危险

物品 。 “一定是破坏分子为了拖延时

间而设置的障碍 。 这样 ，留下两人看

守可疑车辆 ，其他人员跟我向前跑步

前进 ！ ”喻惠斌带领队员沿着崎岖山

路徒步向库区跑去……

在杨家湾炸药库第二道防护铁栅

门处 ，破坏分子正在对库区警卫人员

进行殴打 、劫持人质 、哨所楼还有人

欲纵火 ，两名警卫队员正在拼尽全力

与破坏分子搏斗 ， 誓保民爆物品安

全。

“冲啊……抓破坏分子……”队员

们追逃声一浪高过一浪， 看到大队救

援人员迎面飞奔而来， 闻风丧胆的破

坏分子吓得四处逃散， 一名人员当场

被抓获，另一名人员翻墙钻进树林里，

喻惠斌一个箭步冲上去， 飞起一脚将

他蹿倒在地，翻了个跟斗，防恐队员陆

亮纵身飞扑上去，将其制服。还有一名

破坏分子见势不妙，丢下手里的器械，

悄悄地绕到停车的地方， 试图驾车脱

逃， 但被早已在车旁守株待兔的防恐

队员逮个正着。 至此，

3

名在杨家湾炸

药库实施破坏分子全部擒获。

“本次丰山铜矿杨家湾炸药库防

恐应急救援演习圆满结束！ 收队！ ”反

恐指挥长大声宣布。 反恐队员临危不

惧的胆魄和训练有素的本领赢得大

家连连称赞。

（刘鑫涛 张跃超）

炸药库遭遇“袭击”后……

线

真写

一

4

月

15

日，是我国第三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汇祥永

金公司积极参与巴依村村委会举办主题为“国家安全，人人有

责；平安汇祥，我要尽责”的升旗仪式。

上午

10

时，在巴依村边防派出所大院内，伴随着雄壮嘹

亮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响起，升旗手奋力挥臂将国旗抛

向空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汉、维、克三族群众精神饱

满、肃穆而立，满怀崇敬之情高举右手庄严宣誓，表达了维护

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

升旗仪式后，驻村干部、克州国土局党委书记阿曼吐尔作

了动员讲话。 参加升旗仪式人员表示，通过汇祥永金公司人员

升国旗仪式和宣讲， 大家对国家安全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

认识，每一个人都有义务爱护我们的国家，保护我们的家园

,

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贡献力量。 （郭林 文

/

图）

平安汇祥 我要尽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