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不能快点啊？ 照这种

速度下去， 别说是打两个面，

我看一个就够呛！ ”在一旁照

灯的周飞跃眼看着处理顶板

浮石已经耗费了

3

个多小时，

不由地催促道。

“我都不急，你还急啊！ ”

接话的是正在撬毛的占宽明。

别看他有条不紊地在处理安

全隐患，可是了解他的人却知

道， 占宽明去年贷款买了房，

又要供两个孩子读书，家庭的

经济压力， 让他比谁都急啊！

他也想多打点进尺，多拿点工

资，可安全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啊！

近 日 ， 在 丰 山 铜 矿 井

下

-254

米，占宽明和周飞跃

正在按照安全规程 ，处理现

场安全隐患。 两人既是工作

搭档 ， 也是安全互保对子 。

俗话说 ： 打断骨头连着筋 。

看到工友对安全工作的认

识还存在偏差 ，占宽明不由

地暗自下定决心 ： “工友的

安全也是我的责任 ，必须让

他转变思想观念。 ”

“你说说看， 如果今天顶

板和两帮的毛石没有撬干净，

到时候掉下来砸到的是谁？ ”

占宽明放下手中的撬棍，向周

飞跃问道。

“当然是我和你啊！”周飞

跃翻了一眼占宽明。

“那不就得了， 既然是关

系到我们的生命安危，你说我

们能够马虎吗？ ”占宽明的现

身说法让周飞跃心服口服。

两人统一了思想认识后，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很

快， 作业面的安全隐患被排

除， 当天的工作是在北缘采

场

-254

米

1406#

扩压采矿 ，

两人严格按照操作规程，紧密

配合，很快就按要求打好了顶

眼和中心眼， 只剩下左边眼

了。 占宽明撑住凿岩机，周飞

跃扶住钎杆对准作业面的左

边，开动阀门，“哒、哒、哒”的

声音传来。“不对，钎杆没有推

进力，空转。 ” 占宽明感觉到

不对。

“是不是与相邻的十四线

滤水井打穿了？ ”两人的想法

不谋而合。

“再调角度试一下。”周飞

跃提醒道。

随即，二人重新调整了角

度，可依然是外甥打灯笼———

照舅（旧）。

“怎么办， 还需要填药放

炮吗？ ”占宽明也没有了自己

的主见。

“可是眼打完了，不放炮，

眼就白打了，一个面的钱不能

拿了。 ” 眼看一个班的心血要

付诸东流，关键时刻，小周又

犯浑了。

“如果放炮，万一透了，既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又要重新

支护发砼做挡墙立柱。 ”占宽

明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到时候， 可能又要受处

罚呢！还记得我们上次的教训

吗？ ”占宽明补充说道。

经占宽明一说，周飞跃还

真想起了上次的事情。 今年

4

月底，两人为了抢时间，赶进

度，没有执行技术规范，在作

业过程中存在减眼的情况，造

成作业面存在安全隐患 ，为

此， 两人受到

200

元的处罚。

一开始， 两人还心存侥幸，以

为像以往一样，班组帮他们扛

了！ 可谁知道，今年车间在考

核上动了真格，等到下发工资

后，两人才知道

200

元是实实

在在地被扣走了。

想到这里，周飞跃斩钉截

铁地向占宽明说道：“赶紧打

电话向班组汇报， 为了安全，

‘白’打一个面的眼，少拿工资

也值！ ” （周雄飞）

“为了安全，少拿工资也值！ ”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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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整合后， 上下工序之间信息沟通

渠道更方便、快捷，生产效率也提高了……”

冶炼厂熔炼车间电炉四班班长程亚坤立足

岗位谈起自己的体会。该厂组织架构调整的

职工工作积极性提高了、收入增加了，效益

也提升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该厂主要负

责人说：“对标整合是起点，各项工作相互融

合才是关键。 ”

今年， 冶炼厂按照公司对标工作要求，

结合生产经营的核心工作， 从组织架构、人

力资源、项目改造（技术攻关）等方面入手，

审视当前发展现状和不足，制定了对标三年

规划，明确了改进目标，做到有计划、有措

施、有步骤、有落实、有汇报，使各项工作有

条不紊地推进。

融合汇力 提升流程效率

今年以来，冶炼厂先后完成了厂内维修

整合工作，成立保全车间，调整组织架构、优

化人力资源等，激发工作积极性。 该厂 1-6

月份阴极铜全员劳动生产率较去年月均提

高 7.01%

。

实施组织架构调整以来，该厂以确保安

全环保、生产组织、设备维护正常有序和职

工队伍稳定为首要工作，各车间领导班子成

员结合“下基层”活动，与职工“一对一”交心

谈心， 为职工讲解当前生产和应对措施，坚

定职工信心。 同时，该厂加大职工技能培训

力度，打破工种界限，鼓励职工“一专多能”，

畅通技能晋升通道。 7 月 3 日，该厂组织开

展火法冶炼、电解精炼、硫酸生产（烟气制

酸）技能鉴定考试。 各单位立足于创新工作

室这一平台优势， 引导职工积极参与公司、

厂、车间技术攻关项目，提升技能水平；通过

推行计件考核方式， 鼓励职工多劳多得，实

现创效增收，力争在岗职工收入较去年增幅

在 8%以上，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精准发力 释放创效潜能

按照公司 3 年对标总体规划，冶炼厂主

动作为，选择重点、难点，急需解决的改造项

目进行立项，编制“补短板、挖潜力”项目“脉

络图”， 以项目集中管理的方式解决突出问

题，实现项目创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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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厂级重点改进项目（技术攻关）31

项、改造项目 9 项、“补短板、挖潜力”项目

21 项。 为随时跟踪做好项目实施的过程管

控，掌握工程进度和效果，该厂对所有对标

改进项目明确由厂领导牵头负责，各项目责

任人负责项目策划、子课题分解、目标确定

及措施制定，不定期组织专题会议，对进度

效果进行分析改进。 监察科针对“物资库存

控制、检修费用管控及金属平衡管控”等难

度较大、参与面广的重点对标项目纳入效能

监察专项管理，实施监察管控。 专业科室建

立对标改进项目的跟踪督导机制，每月汇报

各项目进度、效果、存在的问题，由厂领导班

子集体研究决策，不断推进改进项目（技术

攻关）实施。 截至目前，该厂“降低沉降电炉

渣含铜技术研究”“转炉生产标准化作业”

“提高铜金银冶炼回收率”“降低铜库存资金

占用”等 10 个项目基本达到目标要求。

增强动力 实现既定目标

“下半年，继续围绕‘提产量、提指标、降

成本’这条主线，努力确保矿铜产量……”在

公司冶化产业链对标调研会上，冶炼厂主要

负责人向公司汇报了下半年工作目标。 目标

明确以后，全厂上下锐意进取，砥砺前行。

该厂对照全年目标任务，结合上半年目

标实现状况及组织架构调整，制定了详细的

技术措施和保障措施，围绕目标任务，将指

标目标层层分解，构建起一级抓一级，一级

对一级负责的管理责任链。 同时，该厂党委、

工会适时开展了“对标一流、争创先锋”党组

织“升级先锋赛”和“战高温、夺高产、补欠

产、创佳绩”竞赛活动，团结带动全厂党员、

干部、职工围绕全年生产目标，奋力拼搏、攻

坚克难。 各车间结合市场化对标工作，一方

面大力开展劳动竞赛及技术攻关活动；另一

方面，抓好过程控制，细化岗位职责，优化岗

位操作，促进各项指标不断提升。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下

一步，冶炼厂将一方面通过转变广大干部职

工思想观念，从管理模式、管理方法上建立

软指标；另一方面主动作为，建立可以量化

考核的硬指标，同时积极派技术管理人员外

出学习，探索先进企业生产管理经验，达到

找错纠弊、持续改善。而这些，正是冶炼厂未

来一个时期的主要工作任务和努力的方向。

（鲁方昆）

———冶炼厂推进对标工作纪实

整合是起点 融合是关键

小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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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防尘网治理尾砂扬尘

铜山口矿选矿车间

铜山口矿尾矿库接替工

程的干滩上有一片绿色印记，

在阳光的照射下仿佛一件“新

衣”闪着光亮，给灰土白堤增添

了一抹鲜亮的色彩。

说起这件“新衣”，只是由

数卷均匀摊开的防尘网而构

成。 可为什么这样的防尘网却

被铺在了尾矿库接替工程之

内呢？ 这还要从上个月的一次

尾矿库例行检查说起。

检查发现：

7

月中旬， 铜山口矿选矿

车间长期驻守在尾矿库的脱

环大班的值班长姚建军例行

在尾矿库接替工程坝上巡视

时，发现尾矿库干滩表面形成

了一阵阵扬尘。原来入夏以来，

由于天气炎热、干燥少雨，尾矿

库在烈日下又无遮挡，原本排

入尾矿库的尾砂中的水分在

阳光的照射下蒸发殆尽，干摊

上剩余的尾砂便被风刮起形

成了扬尘，如果不及时治理，将

对尾矿库周边及下风向村庄

居民生活带来影响。 治理工作

刻不容缓！ 发现问题的严重性

后，姚建军立即通知了该矿选

矿车间和生产环保部领导，并

说明了情况。 车间和生产环保

部领导听取汇报后迅速组织各

大班人员召开了紧急会议，共

同探讨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过程：

在会议过程中大家共同

研讨解决方案，部分人员提出

了效仿该矿露采车间解决马路

扬尘的治理方式，沿着尾矿库

坝体内侧安装洒水管道用来保

持尾砂潮湿从而解决干砂扬尘

问题。可是，由于尾矿库占地面

积大，安装成本巨大，其次使用

水量也是一个成本损耗的问

题。通过计算，整套方案改造估

计要

100

万元，且管道又处于

露天环境，不稳定因素居多，会

因为内外因素的影响极有可能

收效甚微，大家普遍不推荐这

种方法。 长期驻守在尾矿库的

姚建军在大家讨论后，提出了

一个点子：“如果我们不用机械

化、高科技解决问题，用最原始

的土方法行不行呢？ 比如说防

尘网。 我们将防尘网铺在干滩

重要部位，这样干砂被罩在网

下便不会被风吹起，网子的设

置除去一些人工和材料费外，

其他就没有什么成本费用了。”

大家眼前一亮， 纷纷觉得这个

办法可行。说干就干，他迅速联

系供应部门准备材料， 并积极

号召组织部门党员干部奔赴尾

矿接替工程干滩进行纺尘网铺

设。夏天炎热的天气，在没有头

顶遮挡物的尾矿库，

20

余名党

员顶着烈日，有的在装沙袋，有

的铺防尘网，大家互相配合，把

防尘网均匀铺开在干滩中心尾

砂最干燥的部位， 再在边缘用

蛇皮袋装满湿尾砂压实避免被

风吹跑

.

经过近

4

个小时的鏖

战，

10

卷防尘网成功铺在了干

滩要害处。 经过两周左右的效

果检验， 该矿尾矿库的扬尘问

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取得效果：

此次改造，该矿选矿车间

共计花费成本

5

万余元， 相较

于之前计划安装洒水管道的

100

万元费用相比， 不仅节约

了成本， 也提升了该矿环保工

作的效率， 促进了环保工作多

向化开展， 也为该矿生产顺利

运行提供了保障。 （汪纯）

7 月 30 日下午， 炎炎烈日炙烤大地，在

博源环保公司废弃电器拆解分公司生产现

场，各生产线职工不惧高温酷暑，正在有条

不紊组织生产。

该分公司副经理胡望兵刚在冰箱线处

理完一个小故障，就接到一个电话。“喂，胡

副经理，电视线有一名职工中暑了！ ”电话是

电视线班长柯学文打来的，语气十分急切。

“柯班长，先别慌，按照我们平时训练的

应急预案先把人平移到通风的地方，我马上

带救援人员过来！ ”胡望兵挂掉电话，一边往

电视线赶，一边拨通另一个电话，“喂，小周，

电视线有职工中暑， 马上停下手头的工作，

带两个人到应急救援室领一个担架后赶去

现场！ ”

“收到，收到！ ”

3 分钟时间内，在胡望兵的带领下，参加

应急救援人员全部集结到位。

“预备———一、二、三，放！ ”中暑职工小

赵被四名救援人员协力搬上担架。 一行人稳

稳抬着他奔向阴凉通风的厂房 7# 门口。

担架停放稳当后，救援人员分工合作着

手急救，一人解开小赵的工作服，并用小扇

子在他头部上方扇风， 让空气加快流动；一

人将少许清凉油涂擦在小赵太阳穴和鼻子

两翼，帮助他醒脑提神；另一人用棉签蘸酒

精反复涂抹小赵头部、胸口、腋下等身体部

位，紧急冷敷降温。

一系列急救措施下来， 小赵眩晕盗汗、

恶心呕吐的症状慢慢缓解。 急救人员接着又

将他头部略微抬高，让他慢慢服下淡盐水补

充血容量。至此，“中暑”职工被救治成功，大

家这才大松一口气。 原来，这是由该公司工

会、安环部联合组织开展的一次防暑降温应

急演练活动。

正在大家准备收工进行演练总结的时

候，在不经意间，该公司安环部主任王贤以

偷偷向扮演“中暑”职工的小赵使了一个眼

色。 小赵心领神会，突然一手扶墙一手捂脑

袋急促地嚷道：“哎呀，哎呀，头痛啊！好晕！”

接下来就歪倒在了他脚边的担架上，急喘几

口气后，双眼上翻陷入“休克”。

这一幕让周围二十来个参加演练的人

员一阵紧张。“喂，都愣着干啥？赶紧救人呀！

小周，小马，心肺复苏、人工呼吸急救！ ”王贤

以一声大喝， 让围观的职工立刻分散开，让

出通风口，职工周康、马博群一马当先，一左

一右跪在担架旁，配合默契地对小赵进行心

脏按压和人工呼吸急救。 周边观看的职工不

由得都屏住了呼吸，静止了一切动作，只听

到担架有节奏的“咿呀”作响声。

2 分钟后，小赵慢慢醒过来，又一次救

治成功。“演得还可以吧！”小赵从担架上坐

起来笑眯眯地问大家。

原来， 这是王贤以跟小赵在演练之前

就悄悄约定给大家临时加的“戏”，大家终

于长吁一口气。

“我说小赵，你这也太‘戏精’了，演得

也太像了！ ”

“可不是，吓我一脑门子冷汗。 ”

“王主任，你这‘加戏’也不提前招呼一

声，我可当真了！不过，这最后加的‘戏’，才

是显现大家真功夫的地方！ ”

在接下来的演练总结中， 该公司相关

负责人感慨地说：“今天的演练很成功！ 我

们在工作中可能会遇到各种情况， 在做好

预防措施的同时， 能正确应急处理各种突

发情况！时下正值盛夏酷暑，每天气温都很

高，大家工作都很辛苦。两级机关部室会尽

全力做好避开高温时段开工， 做好送‘清

凉’、 食堂菜式搭配等一系列防暑降温工

作，确保大家安全健康度夏！ ”

（文

/

图 芋头）

1.

将“中暑”职工合力

抬至通风阴凉地方。

2.

对“中暑”职工进行

心肺复苏紧急救治。

迎着夏日的微风、 明媚的阳光，

沿着厂区道路一路走去，欣赏和感受

着冶炼厂绿色发展的姹紫嫣红。蔚蓝

色的天空飘着朵朵云彩，在阳光的映

衬下显得格外赏心悦目。一簇簇娇艳

欲滴的花丛，一棵棵新栽的大树傲然

挺立于大道两旁 ， 来来往往的洒水

车、 迎送职工上下班的厂内通勤车，

还有精神昂扬的上下班职工，眼前的

这一切无不迸发着有色绿色发展的

新时代气息。

为改善企业环境 ， 实现物流有

序、物料摆放整齐、厂房整洁干净，创

造温馨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公司从

推进岗位对标管理入手，采取封闭料

场、改善污水处理网、清洁厂区道路、

加强绿化管理等一系列举措，让冶炼

人“绿色发展”的梦想逐渐变成现实。

在该厂发动党员干部、团员青年积极

投身“我为绿化献份力”的活动中，厂

区和车间办公楼周边绿化带苗木修

剪、 清理杂草等义务劳动蔚然成风。

每名职工都投身浇水、清洁和管理等

劳动中，用辛勤的汗水滋润着绿色铜

都。

在生产厂区各个主干道、作业现

场悬挂和安装企业文化宣传牌 ，“抓

资源 、国际化 、走高端 ”“积极创建健

康促进企业 ， 不断提升健康素养水

平” 等宣传内容不仅涵盖企业文化，

更涉及党建文化和安全文化，一道道

靓丽的文化风景线构筑成了别样风

情的 “文化森林 ”，职工徜洋其中 ，如

沐春风。 另外，各车间还对现场定置

管理图 、设备标识牌 、安全标识牌进

行统一规范和美化。对各路管网进行

修缮和刷漆亮化。从架设半空的动力

管道 ，到地底下的燃气管网 ，无一不

是整齐干净 、色彩分明 ，现场美起来

了，职工的精气神更足了。

冶炼人在“珍视地球，重视责任”

的企业环保理念的指导下，加快实施

绿色发展战略，在谋求发展的道路上

披荆斩棘一路前行 。 澳炉的投产达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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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 ”铜电解项目的投产 ，硫

酸系统的烟尘回收改造，生产规模不

断壮大 ，冶化水平不断提升 ，环境治

理显著提高，从一系列课题的攻关到

一项项设备改造，各项生产经营逐步

稳顺 ，各项指标得到优化改进 ，铜冶

炼生产逐步走向了发展的快车道，一

个具有现代化风貌的生产线耸立在

人们的眼前。

随着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冶

炼人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新时代发展理念的召唤下，正迎着朝

阳，迈着坚定的步伐，攻坚克难，矢志

不渝，为绿色发展再立新功！

（占亚芬 邓小辉）

冶炼人的“绿色发展”梦

绿色发展

职工在尾矿库干滩铺设防尘网。

职工“中暑”之后……

博源环保公司防暑降温应急演练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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