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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绿色矿山，清洁工厂”

环保作品有奖征集活动获奖名单

一等奖：

《撒播一片绿色》

作者：占金菊

《大冶有色 绿色发展迈向高端》

作者：王晓明 王克礼

《水清岸绿好风光》

作者：鲁方昆 吕翔

二等奖：

《绿色发展孕育美丽丰山》

作者：周雄飞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作者：汪纯

《打造绿色美丽博源》

作者：喻亚丽

《让“绿色”成为矿山发展的主色调》

作者：方园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生态建设上台阶》

作者：史建远

《清洁生产》

作者：陆军

三等奖：

《绿水绕矿山》

作者：梅晓艳 陈文政

《让绿色伴君同行》

作者：方慧

《绿色是我家 发展靠大家》

作者：肖伟

《我为“绿色矿山”点个赞》

作者：杨继成

《污水管控 长效治理 还子孙一片净土》

作者：王兵

《绿色美梦何日圆》

作者：刘炳杨

《绿色智慧稀贵产业之路》

作者：陈海洋

《美丽丰山》

作者：刘鑫涛

《绿狐尾藻》

作者：李俊红

《春满萨热克》

作者：郭林

组织奖：

冶炼厂 丰山铜矿

优秀奖：

金顺和 徐国胜 刘进峰 张凯国 刘志勇

瞿丽娟 王文霞 王红兵 夏启胜 詹小兵

邓小辉 李德忠 刘佳家 王 青 余 雄

罗 成 邓 程 熊 化 冷 凌 彭 琼

7

月

9

日 ，在冶炼厂

电解车间净化班现场，传

来了一阵 “咣咣咣 ”的敲

击声，“这么早忙啥呢？ ”

净化班班长胡建红介绍

说 ：“我在给这些宝贝做

体检呢！ ”他停下手里的

活儿 ，指着面前摆着的

6

个老化铅阳极板说。

原来，自推进岗位对

标工作以来，车间引导岗

位员工 “居家理财 ”挖潜

增效 ，人人深挖 、事事细

抠降本增效，废旧设备再

“上岗” 的小故事在这儿

层出不穷。 “降本增效可

不分大小，积少成多效果

可不小。 ”这是净化班班

长胡建红常挂在嘴边的

口头禅。 这不，他便瞅准

了铅阳极板修复这个项

目。电积系统脱铜采用铅

阳极板为阳极，由于使用

频繁，铅阳极腐蚀老化近

500

块需要更换 ，容易影

响脱杂效率，但一块铅阳

极板价格是

2000

元 ，更

换费用较大。

“这些铅阳极板腐蚀

变形成这样了 ， 还能用

吗 ？ ”“阳极板上导电棒

弯曲了， 怎么导电呀？ ”

大家皱着眉头，心有不甘

却 又 无 可 奈 何 地 说 。

“别， 这些铅阳极板很贵

的， 直接更换多心疼。 ”

净化班班长胡建红说道。

“交给我们吧。 ”没有

更多的话语，班长胡建红

带着班员吴治国像抬着

宝贝一样把铅阳极板搬

回了工作间。

当天下午，在忙完工

作后，两人开始围着铅板

琢磨、打量。 弯曲导电棒

的连接螺栓用普通工具

不好操作，两人就用废旧

材料自制了卸螺栓 “神

器 ”， 一点一点地拆卸 。

一直忙碌到下班，腰也酸

了 ，眼也花了 ，铅阳极板

终于打开了。 一检查，铅

板面弯曲、连杆螺纹都已

损坏。

“不怕，能修的修，该

换的换，咱们争取给它治

好病，节约下来费用可不

老少。 ”他们互相打气鼓

励着。

之后的几天时间 ，大

伙一忙完工作，就“泡”在

现场工作间。所需更换的

零件都是从车间仓库里

淘、从废旧设备上拆卸下

来的。他们将铅阳极板修

整归类，分为导电棒变形

和铅阳极板板面变形弯

曲两类，然后分别进行校

正，重新组装成一块铅阳

极板，“手术” 成功了，老

化 铅 阳 极 板 换 了 新 颜 。

“上槽试下效果如何？”胡

建红直起腰，擦着额头的

汗水说。经过一个高负荷

运行周期的考验，确认各

指标满足工艺生产需要。

“太棒了， 节约费用再进

账！ ”两手油腻的他们用

衣袖擦着额头的汗，四目

相视，满脸笑容。

“一个小技改 ， 立竿

见影 ，收效很大 ，我们得

多观察 ，多思考 ，回报就

会更丰厚。 ”胡建红说。无

处不在的微节约，营造了

良好的氛围 ， 老化导电

棒、报废厢式过滤机等本

该“下岗”设备，又重新回

到了生产岗位，积少成多

的“芝麻香”已香气四溢，

弥漫在岗位的每一个角

落。

（邓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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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已至，多个地方

迎来高温酷暑天气。烈日

骄阳下，还有很多劳动者

在挥汗如雨 “战高温 ”，

令人敬佩 。 曾经 ，“战高

温 、夺高产 ”是一句特别

凝聚人心、特别鼓舞干劲

的口号。这种做法显示了

劳动者可贵的敬业精神，

我们当致以深深敬意。但

笔者认为提倡 “战高温”

固然可贵， 但 “避高温”

更是尊重劳动者权益、以

人为本的体现。

“避高温” 让劳动者

切实感受到了工作环境

的改善，而从宏观层面上

说，这一观念转变是国家

政策下的细化执行。早在

2012

年

6

月 ， 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等四

部门联合印发《防暑降温

措施管理办法》， 就如何

保障劳动者在高温环境

下工作的合法权益作出

规定。

2017

年，中华全国

总工会下发 《关于做好

2017

年夏季职工防暑降

温工作的通知》， 其中明

确指出，用人单位应合理

安排工作时间，适当减少

高温时段作业和减轻劳

动强度。

专家认为，上述政策

体现了 “关口前移 ”的原

则，很多安全事故都是由

于高温作业引起的，调整

工作时段、避免长时间劳

动，本质上就是把预防工

作放到了事前。这样能够

有效降低安全风险，减少

事故的发生率。

过去 ，企业里 “战高

温， 夺高产”， 几乎是年

年夏天要喊的口号 。 如

今 ， 企业生产的理念变

了，职工的健康和生命比

产量和完成生产指标更

重要。 因此，高温期间体

现人文关怀已经成了很

多企业的自觉行动。连日

来 ， 黄石地区气温达到

35

摄氏度以上 ， 公司领

导分为六个慰问小组，分

别到冶炼厂、 铜绿山矿、

铜山口矿等厂矿和辅助

单位，给职工送上防暑降

温物资，表达对一线职工

的关怀和问候，让职工感

受到阵阵清凉。在冶炼厂

熔炼车间最炎热的作业

岗位，职工们通过设备改

进，降低了岗位作业现场

温度 ， 还减轻了劳动强

度。在

15

点以后，熔炼车

间职工们轮换工作，一批

职工返回排班室，开始进

入 “温情

30

分 ”，另一批

职工轮换到岗位保生产。

该车间结合生产实际，将

15

点至

15

点

30

分这段

高温时间设置为休息时

间。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

下，安排岗位职工在凉风

习习的空调室里，充分享

受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车间这种人性化做法，被

职工称为 “温情

30

分”。

与此同时，为确保职工在

炎炎夏日里的健康安全，

该车间全力打造“清凉一

夏”。 工会组织对各岗位

的空调、电扇进行检查和

检修，确保岗位职工现场

通风条件良好，并为职工

发放防降药品，使防暑知

识到班组，防暑物品到岗

位，提高职工自我保护能

力。

“战高温” 是精神可

贵 ，“避高温 ” 则是科学

发展。 如今，越来越多的

企业都能够以人为本，正

确处理 好 “战 高 温 ”与

“避高温 ” 之间的关系 ，

既维护好稳定和谐的社

会经济生活环境，又保护

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彰

显社会文明和时代进步。

（占亚芬）

“爸爸每次教育我过马路要先看红绿指

示灯，红灯停、绿灯行，可是每逢过马路时，你

都急匆匆地闯红灯，忽视了安全。 ”周末送孩

子上兴趣班赶时间，正欲闯红灯过马路时，儿

子立即制止了我的违章行为， 对我提出了严

厉地批评。我虚心地接受了孩子的批评，感到

非常汗颜。

平日里，由于工作的关系，与儿子相处的

时间非常少， 总是担心他上学放学路上的人

身交通安全， 通过讲解社会上的拐骗拐卖儿

童案例，教他不要与陌生人说话，更不要跟随

陌生人走，遇到危险时应当大声呼救，向人多

的地方跑……过马路时， 要先观察红绿指示

灯，人行绿灯亮了，不要急于行走，还要先看

看左右方向有没有违章行驶的机动车辆，一

定要保障过马路行走人身安全……

每个周末从矿山回到下陆， 除了辅导孩

子的学习外， 给孩子反复强调最多的就是安

全防范知识。给儿子讲起安全知识来，每次总

有讲不完的案例，讲得头头是道。在与儿子分

享我的“安全经”时，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

听我讲解一个又一个安全故事， 一款又一款

交通规则，有时他还与我互动交流，这一点最

使我感到欣慰。

安全承载的是希望、 亲情与责任。 有一

天，天空飘洒着蒙蒙细雨，我骑着摩托车送我

4

岁的儿子去幼儿园， 我在楼下望着儿子上

楼，当他走到楼梯转角处，快要淡出我的视线

时，他忽然转身叫住我：“爸爸，注意安全啊！”

这一句话仿佛是从他嘴里一个字一个字蹦出

来的，顿时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我再也忍

不住，鼻子一酸，红红的眼圈强忍着眼角的泪

花，回应着儿子，与之挥手道别。时至今日，每

逢想起儿子稚嫩的叮咛， 我都会把安全当作

儿子的美好憧憬、一份家庭责任，牢记安全规

程，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现如今，与儿子一同

出行，我们父子犹如一对“安全互保对子”，儿

子对我的安全叮咛， 就是给我的思想行为敲

响的警钟，是对我生命的馈赠。

安全来不得半点儿马虎， 不能说起来重

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任何时候都不

能存在侥幸心理，忽视了安全，事故往往来自

思想麻痹的瞬间。作为父母，我们应该为孩子

树立遵章守纪的好榜样， 理性看待安全与生

产，从思想上、行为上，时时刻刻把安全放在

第一位，家庭才能收获幸福，企业效益才会蒸

蒸日上！

（刘鑫涛）

“爸爸，注意安全啊！ ”

7 月 25 日，从稀贵厂获悉，该厂沉金新工

艺经过前期实验室实验取得成功， 于 23 日正

式进入工业放大实验。

为实现沉金工艺技术再提升， 在保证指标

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沉金工序生产成本，

该厂联合国内高等院校对沉金系统工艺技术优

化、完善展开技术协作攻关。 通过攻关，形成了

完备的沉金技术工艺新方法，通过实验室实验，

该方法具有产出粗金粉品位高、直收率高，后续

铂钯富集过程可分步沉降从而减少铂钯系统生

产成本等显著优势。 为验证该方法在工业生产

中的成效情况

，

23日，该厂技术部门会同车间在

该厂沉金工序， 启动了沉金新工艺技术应用工

业放大实验。 该厂技术部门负责人表示，将通过

多周期的生产应用实验进行验证， 在相关指标

达到预定目标值后，投入生产应用，以促进指标

优化，同时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做精做优贵金属

综合回收。

（青辰 伍依爱）

稀贵厂沉金新技术应用工业放大实验取得成功

7 月 23 日早上，笔者来到金格公司物流

汽车队，正碰上召开周一职工安全会。 会后

例行组织周一车辆安全门检。 车队共有 79

台车辆，当天首发的是硫酸车，上午运硫酸，

下午运阴极铜，晚上运进口铜精矿。 硫酸车

在烈日下依次排开，硫酸运输班长兼调度员

袁东带领 ３ 名东风汽车服务站的专业人员，

对车辆的刹车、灯光、轮胎、罐体安全设施及

标识标牌等进行详细检查，不放过任何一个

细节。 早上共检查了 22 辆硫酸车， 出车 20

辆，有 2 辆车因六桥移位、转弯灯、刹车灯、

尾灯不亮等故障被袁东扣下。有的司机跑过

来解释，“隐患必须排除，才能出车！”袁东没

有商量的余地。

在车辆调度监控室，普货运输班长兼车

辆动态监督员瞿金明， 密切注视着电脑屏

幕，每一台行驶车辆的行车路线，车速，驾驶

员、押运员工作状态等，都逃不过他的“天

眼”，而 ＧＰＳ 定位系统每天自动生成车辆运

行台账，也让违章车辆无处遁形。 今年 1－6

月份，汽车队考核违章、劳动纪律、文明行车

等事项 106 人次，扣款 7920 元。 随着考核力

度越来越大，违章人员越来越少，车辆运行

秩序也越来越好。

瞿金明和袁东是一对“老搭档”，也是一

对老劳模。 车辆运行安排好后，他俩又开始

忙乎起制作冰冻西瓜、冷饮，在准备好降温

品的同时， 汽车队还送降温品到生产现场。

袁东说：“今年 4 月份，车队新增的 6 台硫酸

车、10 台翻斗车， 一辆硫酸车由原来每班运

输 4 趟调整为 3 趟，高温天气每天安排 2 至

3 名司机轮休， 避免疲劳驾驶， 车队增强了

运力，也进一步强化了安全运输。 ”

高温季节，油品运输也是安全监管的重

点。 中午 12

时

50 分，火辣辣的太阳炙烤地

面，金格公司物流油品经营分公司司机孙忠

东正在吃饭。“孙师傅，车子要加油。”“好，马

上到！ ”孙忠东匆匆吃完饭，风风火火奔赴工

作现场，他驾驶这辆为生产加油的党员示范

车，中午从来没有休息过。 加油车一个司机，

开车、加油、开票，每天出车约 10 个小时，高

温天气在太阳下加油 6 个小时左右，驾驶室

里有空调，备有防暑降温品。 身上的汗干了

又湿， 湿了又干， 孙忠东每天要更换 １ 至 ２

套工作服。 高温作业每天出车前、运行中都

要进行车辆安全检查，确保安全行车。 在生

产现场，司机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孙忠东就

知道加不加油， 多年来主动热情周到的服

务，形成了工作默契。 当天，孙忠东在冶炼厂

区、攀宇工业园厂区、物流园等 8 个片区，为

40 多辆车（机台）加柴油 8000 多升，手机计

步 2 万余步。“我每天像打了鸡血一样，感觉

工作很快乐，也就不觉得热，不觉得累了，我

是劳模，更要多干啊！ 这台加油车快到服务

年限了，马上要买新车了！ ”说到这，孙忠东

更是铆足了劲，露出一脸自豪感。

（文

/

图 徐芳玲）

———聚焦金格物流公司高温下的危险品运输

加油车司机在烈日下为设备机台加油。

每周一车辆安全门检，对隐

患整改事项现场确认签字。

热情更比热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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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7

日上午

10

点

40

分，冶炼厂熔炼

车间粉破系统磅台出料口被大块石英石卡

住 ，不能正常出料生产 ，而磅台有满斗石英

石 ，但磅台下方的板式给矿机空转 ，无法传

送石英石。 操作工立即停下给矿机，试着用

撬杠去撬动卡住的石英石 ， 无奈石英石太

大，将出口完全堵死，成为名副其实的“拦路

虎”。

一声紧急长铃依次传到各个岗位 ，各路

人马一会儿就汇集到给矿机岗位。 轮流试着

用撬杠在各个方位、 角度撬大块石英石 ，但

是 “拦路虎 ”无动于衷 ，丝毫不给半点面子 ，

任凭别人使劲地撬，就是不挪开一点 。 最后

大家合计商量：作业人员进入到给矿机里面

用电风镐打大块石英石。 组长刘杰赶紧联系

当班值班长汇报情况， 要求借用电风镐 ，得

到有电风镐可借的答复后，刘杰便去拿电风

镐，而另外的人联系电工准备接线。

工具拿来， 线接好时， 已经是

11

点

10

分了，大班长霍志平说，一定要啃下这块“硬

骨头”，降伏“拦路虎”后才收兵去吃饭。大家

的想法和他一样 ， 不排除故障绝不收兵吃

饭。 对电风镐进行检查确认完好无损后 ，霍

志平再次确认自己劳保用品穿戴好后 ，第一

个钻进空间狭小的给矿机里面，刘杰和党员

吴学文站在两边进行监护，“突突突”电风镐

在霍志平手上发起威来，但是“拦路虎”毫不

退让。 十分钟后，霍志平“败”下阵来，刘杰和

吴学文抢着要进入给矿机 ， 非要会会这只

“拦路虎”。 刘杰抢先一步进入给矿机，也是

一阵“突突突”的强烈猛攻之后，还是没有降

伏“拦路虎”，只能是伤其皮毛。 吴学文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迫不及待地要进去除“虎”。

霍志平在边上交代，不要着急，里面空间小，

不好转身，安全第一。

吴学文进去后 ，找薄弱环节击破 ，但是

效果不明显， 钻头进到石英石里面很深 ，就

是破不了，一阵猛攻之后缴械投降 。 这时王

军请缨进去， 大家站在边上监护的同时 ，用

手电照着石英石的表面仔细观察，发现从中

间击破很难， 靠近右边的地方有点间隙 ，只

有从那里击打石英石可能会有点效果。 大家

在外面看到了希望， 但是击破了一点后 ，钻

头就在石英石表面站不住了，一打就滑跑开

了。

大家正在郁闷的时候 ，吴学文说 ，右边

有间隙 ，有点活动的余地 ，不如用钢丝绳套

着，用行车带一下，或许可以带下来。 霍志平

听完，说这是一个法子，可行。 钢丝绳到位，

吴学文进入到给矿机里面套住大块石英石

下方部位，正好可以卡在电风镐击伤石英石

的几个点。 确定套好后，吴学文从里面出来，

靠近钢丝绳的那一方人马撤下来，留在安全

位置的另一方人马观察、指挥。

行车工点动电葫芦 ，钢丝绳一点点地被

带紧了 ，随着 “哐当 ”一声 ，卡住的大块石英

石下来了。 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降伏了“拦

路虎”。 这时已经是

12

点

30

分了，后勤人员

早已经准备好了饭菜。 霍志平一声令下：“大

家辛苦了，赶紧去洗把脸，开饭！ ”大家笑着

说 ，终于啃下了这块 “硬骨头 ”，但是肚子确

实有点饿了。

（熔炼宣）

“拦路虎” 降伏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