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发展孕育美丽丰山

———丰山铜矿环保工作小记

02

综合

2018 年 5 月 7 日 星期一

编辑：占亚芬 校对：何婷婷 版式：李秋娴

Email：dyysb123＠163.com��������电话：0714-5392320

漫步春天的矿山， 沐浴着明媚

的阳光，让略带甜意的风，从身边

掠过。 放眼望去，绿树成荫、花团锦

簇，矿工们在这风景如画的环境中

唱响着奉献的华章……近年来，丰

山铜矿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全过程，实现了

矿山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孕育

出了一条“美丽丰山”的发展之路。

孕育 源头治理中保障

“全力打造绿色矿山，营造幸福

港湾，让职工在绿水青山中受益。 ”

这是丰山铜矿全体干部职工对于

环保工作达成的共识。

绿色发展对于矿山来说， 最重

要的是要从源头上控制废水的排

放以及固体废物的合规管理。 在这

些重点工作上， 该矿真抓实干，加

大对重点部位的排查、 治理力度；

对采矿施工现场、 项目建设工地、

选矿厂等重点区域，认真按照国家

规范检查内容，逐一比照，对发现

的隐患及时下发整改通知，并按照

“五定”原则，认真落实，确保隐患

整改到位。

该矿积极响应国家环境保护部

关于清洁生产审核的工作安排和

部署， 通过清洁生产方案的实施，

对选矿防尘废水的治理回用，千吨

水池废水管道的改造，选矿尾砂充

填的利用， 达到了源头治理的目

的。

2008 年，该矿与阳新县环境保

护局签订外部监测协议，委托阳新

县环境监测站对矿进行重金属监

测， 通过对环境治理不懈的坚持

下， 重金属监测合格率达到 100%

。

2015 年以来，对矿各生产区、生活

区和废石堆场进行了绿化改造和

土地复垦，对矿生活水沟进行了清

理，对部分宿舍及部分居民区进行

维修完善，美化了矿区环境，使矿

区环境卫生保持长期干净整洁。

发展 节能减排中筑强

几十年的开采， 曾让矿山人形

成一种定性思维———只有开采更多

的矿产资源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然而， 随着对未来矿山发展的长远

规划，大家的意识悄悄发生了改变。

近年来， 丰山铜矿以提高资源

利用率和减少污染排放为核心，积

极引进新工艺，推行新方法，运用新

设备，加强节能减排工作。 以“五化

矿山” 为目标， 该矿逐步淘汰高电

耗、高油耗、低效率的采、掘、运设

备，购进清仓机、遥控铲运机、撬毛

台车等先进设备， 有效地改善了作

业环境，降低了职工的劳动强度，提

高了生产效率。

围绕降低用电量， 该矿通过推

行节能灯的使用、调整两班作业制，

减少压风机开车时间以及区域用电

等具体措施， 用电量逐年下降，从

2015 年至 2017 年节约用电成本百

万余元。

2017 年 9 月， 该矿尾矿库废水

回收利用工程动工。 这是继井下废

水循环利用后， 该矿在节能减排上

的又一重大举措。 通过在尾矿库排

水竖井旁设置取水泵站， 铺设管道

至选矿生产水池，为生产提供水源。

实施尾矿库废水回收利用后， 该矿

取消了江边泵站取水和操作岗位，

降低了取水费、 排污费、 电费等成

本，最大限度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

在节能减排、 降本增效上迈出了新

的步伐。

未来 对标市场中规划

2017 年 12 月 14 日， 丰山铜矿

在平巷口安装电子屏， 对环保信息

进行公示。 这是该矿充分落实环保

工作市场化对标的一项重要内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

生态文明的环境是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的千年大计”，并明确要求“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面对

新时代下的新要求， 该矿以市场化

对标为主要手段，健全环保机制，严

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各项规章制

度的要求， 规范污染防治设施的运

行和维护、开展自行监测、按规范要

求进行台账记录， 按时提交执行报

告，及时信息公开。大力开展环保宣

传教育，增强职工、群众环境保护的

意识，提高公众关心生产生活环境、

主动参与环境建设、 依法维护自身

环境权益的自觉性， 让保护环境逐

步成为全矿职工的自觉行动。

同时， 坚持源头减量、 过程控

制、末端循环的理念，从源头上减少

污染物的产生。 进一步加强环境因

素和环境风险的识别， 逐步推进精

细化管理， 对尾矿库废水循环利用

设施制定可行的运行管理制度，加

强废水在线监测和防止污水进入中

心河沟的日常监管。 在固体废物在

产生、转移、临时存储、处置等各环

节的管理上，做到不留死角，根除隐

患。

积累、沉淀、磨砺、蜕变……丰

山铜矿全体干部职工昂首向前，践

行环保发展新理念， 开启新时代的

绿色发展新征程。

（周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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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残极机组改造现场显得格外繁

忙 。 割枪的火光与电焊的弧光交相辉

映 ， 原来机组一班人员配合维修师傅

们 ，在对残极机组排水口进行 “变身 ”

技术改造。

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 ， 残极机组

每日残极冲洗量较大 ， 导致排水口排

水不畅，造成管道堵塞 ，使机组抽风效

果差，抽风机叶轮损坏频繁 ，一个叶轮

修复就需费用

2000

多元 ，备件成本消

耗大。 面对机组排水不畅的症状，机组

一班人员聚在一起各抒己见想办法 。

“在抽风机管道西端底部再增开一个

排水口，用加筋软管连接至地坑 ，方便

管道残留水及时排出。 ”经过一番激烈

的讨论后 ， 班长黄志刚确定了改善方

案：“这个方案不错，这样一来 ，不仅减

轻了作业人员的劳动强度 ， 还保证了

现场排水效果 ，一举两得 。 ”大伙们连

连点头称赞。

说干就干 ，为了不影响生产 ，趁着

现场出完铜 ，残极机组停机的空儿 ，班

组配合着维修师傅开展改造。 时间紧、

任务重 ， 他们将每个环节都用分来计

算 ，所有人任务明确 ，你指挥天车 ，我

矫正轨道。 “注意了 ，这根废旧管道马

上要割完了 ，过来搭把手 。 ” “加筋软

管赶紧准备好。 ”你一言，我一语，忙得

不亦乐乎，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由于抽风机管道排水口位置空间

有限 ， 安装捆绑加筋软管必须有一个

人要钻到残极底部 ， 上面是蒸汽冲洗

的余热，下面是四面管网密不透风 ，处

于这样的环境，人几乎要 “窒息 ”了 ，但

职工陈祖嘉却丝毫不受影响 ， 咬牙坚

持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终于 ， 陈祖嘉完成好管道安装任

务出来，满脸通红 ，汗水直往下流 。 黄

志刚开玩笑说：“小伙子，不错嘛！ ”

是啊！ 黄志刚心里明白，在这与蒸

汽零距离的接触中 ，岂能不热 ，但作为

一名岗位作业人员 ， 他们的使命就是

为生产服务 ， 再苦再累也必须把活干

好。

“齐活 ，可以启动电源了 ，试一下

效果咋样。 ”黄志刚示意职工石小斌启

动冲洗按钮 ，查看现场排水情况 。 “测

试顺利！ ”伴随着试机的成功 ，“大车 ”

又能悠闲地运转 ， 冲洗水被排得干干

净净，然后比出了个完好的手势。

听到这句回话 ， 大家深深松了一

口气， 黄志刚打趣地说 ：“大家干得漂

亮！ 今天‘五一 ’劳动节的工作效率就

是高呀！ ”“不说我都差点忘了，今天可

是咱们劳动者的节日 ， 这么重要的日

子，我都忙得忘了给家里打个电话 ，我

要去给我宝贝闺女打个电话。 ”陈祖嘉

摆出一副着急的模样 ， 一下子让大家

“呵呵呵”地笑弯了腰。

（晨曦）

排水口“变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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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7 日，内保中心内保三大

队组织稀贵厂、晟祥铜业公司等辖

区 5 家单位综治工作负责人、联络

员、网格员、监督员召开治安网格

化管理推进会。

按照任务相当、 方便管理、界

定清晰、责任明确的原则，该队按

照二级网格化管理模式，将黄金山

工业园区划分为 3 个网格区，配备

了 9 名网格员，5 名辖区监督员。 通

过责任包保， 网格员每天要对网格

中的治安情况进行巡查， 了解基层

情况、排查解决隐患问题，并通过一

级网格到二级网格阶梯式监管，与

内保中心核心网格信息相融合 ,从而

实现内保大队对辖区扁平化、 精细

化、信息化的管理，充分发挥辖区单

位群防群治的作用。

（陈劲）

内保中心在辖区推行治安网格化管理

4 月 26 日，大江环科公司人

力资源部对该公司所属单位、机

关部室开展为期 2 个月的分层

级岗位用工情况调研结束。

该公司对标工作除了正常

的技术改造、装备升级、课题攻

关和优化技术经济指标外，主要

聚焦在生产组织与人员配置上，

深化人事改革攻坚。 其主要措

施， 一是争取政策红利。 打通员

工提前离岗，既不增加企业负担，

又基本满足员工个人收益的相关

环节。 二是推行“亦工亦干”。 压

缩管理层级， 缩减管理技术人员

占比， 补充一线缺员。 三是实行

就地转岗， 用正式工取替劳务用

工。

（张慧贤）

大江环科公司深化人事改革促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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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中的丰山铜矿。 刘鑫涛 摄

▲

千吨废水回收池全景。 刘鑫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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