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说得对， 咱们岗位作业要清凉

更要安全，上岗作业必须严格穿戴好劳

保用品。 ”近日，在冶炼厂电解车间作业

现场，职工王小村对班长汪小飞竖起大

拇指，并在当天的班后会上，当着大伙

的面立下了安全佩戴安全帽的 “军令

状”。 这件事儿，还得从头说起。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现场蒸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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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氏度的气浪。 大家在热浪和工期的

“威逼”下，作业进度上去了，安全带难

免有点 “松了”。 尽管汪小飞不停地提

醒，有的人总是以“凉快一会儿”为由应

付他。

汪小飞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在一天

早上例行“安全喊话”时，他严肃认真地

说道：“虽然槽面生产任务压力非常重，

但是咱们生产操作还是要安全第一。 今

天我给大家承诺，从严管理，从我做起！

大家要认真穿戴好劳保用品，劳保着装

要整齐

,

安全帽戴好

,

下颚带要系紧，即

使再热的天气，也绝对雷打不动！ ”

“天气太热了，戴着太累赘，干活满

头大汗不说

,

安全帽帽绳还在脸上勒出

一道痕。 ”这些都让王小村心里多多少

少对戴安全帽产生了一些抵触心理。

“不行，越是天热，越要确保作业安

全，安全措施不到位就是现场作业最大

的安全隐患， 岗位作业中可不能马虎，

后果我们都清楚，安全措施绝不能‘压

缩’。” 汪小飞耐心地对现场作业人员进

行教育。

一天，进行出铜作业收尾工作

,

汪

小飞让王小村把出铜工具收回工具房

,

王小村心想工具房总该没事了吧

,

就把

安全帽脱下来放到一边， 走进了工具

房。 过了一会儿，他捂着脑袋走了出来

,

原来是收完工具起身的时候

,

王小村

脑袋不小心碰到了一根挂在墙上的钢

丝绳上。 汪小飞问清原因后

,

对王小村

说：“怎么样

,

现在知道安全帽的重要性

了吧！ 我们平时的工作

,

都和金属疙瘩

打交道

,

不小心磕一下、碰一下

,

受伤害

的可都是自己， 你今天只是钢丝绳碰

了下脑袋， 要是被别的东西碰到了后

果不堪设想！ ”

听到这，王小村惭愧地低下了头，

脸上滚烫滚烫的： “从现在开始，请班

长认真监督我， 如果我再不按照规范

戴好安全帽，心甘情愿接受处罚。 ”从

嫌热不方便，到上岗安全帽不离头，再

到主动监督他人安全戴好安全帽 ，王

小村对劳保认真穿戴有了全新的认

识。 现在，他每天上岗还多了一件事情

,

就是帮班组查找安全隐患。 前不久，他

还因为查找到一处安全危险漏洞受到

班组的奖励…… （邓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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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隆隆的机器声， 热浪滚滚的现场， 随处可

见的蓝色身影，构成了铜山口矿选矿车间自启动

扩能改造工程以来磨浮厂房里最常见的情景。 作

为该矿乃至大冶有色高度关注的年度技术工程

项目，该矿用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团结协作的

工作精神，在建设新项目，展望新明天的道路上

一路高歌猛进，勇往直前。

集思广益，巧用集体智慧

“浮选机底部的冲砂沟按照原设计沿着磨浮

厂房西墙墙边建设， 设计成东高西低的模式，这

样可以促进尾砂自然流入沟槽……”

“这个方案要是结合铜山口矿的实际， 我怕

是行不通啊！ 要是建设在墙边的话，原有的人行

过道会失去地基，可能会有垮塌的风险……”

这样激烈的讨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每天

早上选矿车间的办公室内总能听到这样类似的

争论和研讨。 扩能改造项目自今年 5 月份开工以

来，为确保施工质量，发现和处理施工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及时协调突发状况，该矿联合施工方

建安公司成立了扩能改造办公室，每天将相关负

责人及技术人员集中开碰头会，将前一天工程施

工中所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及时进行汇报和商议

解决。 通过原本设计方案并结合实际，经过双方

专业人员的交流及商讨， 通过借助集体智慧，克

服和改善了工程施工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不断完

善项目建设，保证项目质量，极大地促进了工程

施工的顺利进行。

齐头并进，力保生产运行

今年， 铜山口矿生产任务十分艰巨， 在扩能

改造工程顺利推进的同时，必须保证生产同时进

行。 该矿选矿车间原本有粗选Ⅰ、Ⅱ两个系统，扩

能改造将Ⅱ系统进行全面改造升级，原有的Ⅰ系

统便要承担该矿粗选生产的全部任务。 由于两个

系统原本互相联结，在Ⅱ系统进行改造后，为了

保证生产继续运行，将Ⅰ系统重新设置成为一个

单独的系统以用于生产，这也成了一个新的工作

难点。 由于两个系统的管道多处属于交叉、并行

等状态，拆除和改装的工作量巨大。 该矿选矿车

间技术负责人通过对管道走向和联结状况进行

了详细调查和研究，设计出新的管道分布和联结

方案，在扩能改造任务进行的同时，保证生产的

顺利运行。

虽然生产正常运行这个问题解决了， 但是按

照现有的Ⅰ系统处理量， 还远远达不到生产要

求。 为此，选矿车间技术人员通过对磨浮工艺流

程的改进，将原本Ⅱ系统控制的 5 号球磨增加到

Ⅰ系统工艺流程中，增加了系统的处理能力和处

理矿量，使磨浮的处理量在原有基础上每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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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左右， 提高了处理量。 为了适应矿量的增

加，选矿车间的技术骨干们将原Ⅱ系统的浮选机

20

年前，作为一名采矿专业的技

校生，我随全班

40

名同学一起分配到

丰山铜矿，成为矿山一名普通职工。

20

年前的丰山铜矿，人口众多，那时我们

三个同学挤在一间

10

多平方米的单

身宿舍，吃饭睡觉都在里面，下井的工

作服挂在门口走廊， 破旧的胶鞋散发

着难闻的气味，四处飘散。

那时的丰山铜矿， 职工

2000

多

人，家属有

6000

多人，整个矿区住宿

着近万人， 环境状况很差。 在矿区周

边，盗采频繁，一辆辆满载矿石的汽车

从人们的身旁呼啸而过， 飞扬的砂石

矿屑呛人口鼻； 从居民区排出的生活

废水、 选矿的工业废水流进浑浊的中

心河沟，臭气熏天；一堆堆生产生活垃

圾堆在公路边、河道旁、角落里，成了

苍蝇蚊虫追逐的地方；风起的日子，各

种花色的塑料袋随风飘舞在灰暗的天

空，有的就挂在摇曳的树枝上，形成了

一道道让人伤心的风景线。 那时，盗电

现象频繁，长明灯、大功率电炉户户使

用，造成电资源的极大浪费，矿每年电

耗居高不下， 单身宿舍的公用水长流

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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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过去了，笔者目睹了国家

的沧桑巨变对矿山绿色发展的引领作

用，体验到了人们意识形态的变化，特

别是发展意识、创新意识、节能意识、

成本理念、环境保护意识，所有的这些

推动着丰山铜矿绿色矿山建设的理念

越来越卓有成效， 从思想到方法上也

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

植树造林是发展之本， 是绿色之

基，矿生态修复从植树造林开始。 一块

块废弃的场地，被重新规划利用，修建

公共休闲设施，建设厂区绿化带，种植

各类花草树木， 已形成矿四季长春的

生态小气候。 采掘车间门口单身楼的

绿色广场，矿办公楼的桂花广场等等，

矿区比比皆是绿色休憩场所， 折射出

了矿领导人员植树造林， 造福子孙后

代的历史性发展观。

清洁生产、节能减排，矿推行从生

产源头消减、控制精益化管理

,

从小改

小革到系统化设计、 流程再造等角度

来考虑节约用水用电。 例如在节水方

面， 将居民生活水移交给当地富池镇

管理， 将井下水通过千吨废水处理池

回收再利用于井下生产； 将尾矿库废

水回收用于选矿生产， 取消了矿长江

取水，每年可减少

COD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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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吨。

在节约用电上， 矿集思广益动员

全体干部职工想办法、出措施，年年都

有新举措。 将居民用电交地方直管，对

各部室装表计量核定限额， 对超标的

部室进行考核， 大力提倡 “节约一滴

水、一度电、一张纸、一分钱”的做法，

部室电耗得到有效控制， 采用无纸化

办公，纸张消耗、打印材料消耗大幅下

降。 生产现场使用节能设备淘汰高耗

能设备、推广使用

LED

节能灯、井下

压风、通风采用定时自动和变频控制，

对井下各中段入口安装照明总开关，

无人作业后井下断电。 这一系列的措

施无不体现了丰山人的聪明才智，无

不体现了节能意识在大家心中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的发展过程。

不仅如此，一个个的改造项目，让

矿山环境更优美。 沿着矿区一条街上、

中、下建设的三个室外健身器材场地，

给职工和家属业余生活增添了欢乐。

文体中心、篮球场、乒羽场馆，让职工

下班后也能体验运动休闲的快乐。 家

属楼外墙加固翻新、 住宿区屋面防水

处理、门窗阳台的破损翻新、铝合金改

造， 这些无不体现了矿领导对职工身

体健康的重视， 全体职工对矿领导班

子为职工做实事、办好事纷纷点赞。

集腋成裘、聚沙成塔。 如今的丰山

铜矿变成了绿树成荫、 鸟语花香的绿

色家园， 让矿山人引以为傲、 倍感自

豪。 每每有友人来，笔者都会引导他们

去副井、采掘大院、桂花广场、文体中

心等转一转， 给他们讲一讲矿山生态

环境变迁的故事。 （占亚芬 余雄）

矿区生态环境的变迁

绿色发展

铜山口矿选矿车间

扩能改造工作小记

为赶超发展

注入动力

利用起来，形成浮选机双系统处理，同时将石灰输

送管道进行扩充， 实现大磨矿量与大处理量完美

衔接，这种实现生产平衡的做法，在确保处理量的

同时，也将回收率稳定在了 83.5%以上。

克难攻坚，凝聚专业力量

面对全新升级的浮选系统， 在建设过程中所

遇到的各种新工序新问题都是铜山口矿技术人员

从没有遇到过的情况，无论是从电气、设备、技术

任何一个方面来说都存在着或多或少、 或大或小

的难题， 不去及时解决便严重影响到工程进度和

生产。 在困难面前，铜山口人没有退缩，虽然面临

的是全新的系统，他们与时俱进、对症下药，用各

种新思路、新办法处理一件件难题。 其中，电气系

统的对接工程原定计划 15 天，在专业人员和职工

的共同努力下仅用了 4 天时间便对接完毕。 在电

气对接停产过程中， 矿磨浮大班还联合维修车间

进行了设备检修，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时间，为赶

超生产计划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水路进行了优化

升级，合理的改造管道走向、位置，将生产中的水

路系统划分得更细致和科学，使水系统顺畅运行；

设备线在保证原有设备正常运行的情况下， 经过

检修排除故障隐患，并按照新系统设备标准，严格

开展设备见本色活动，把好设备关口。 通过铜山口

矿各战线专业人员上下齐心的共同努力， 以坚定

的决心和态度， 脚踏实地地稳步推进工程建设进

度，不断迎接新困难新挑战。

长风破浪正当时，一路高歌最强音。 如今的扩

能改造工作依旧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通过各单

位的合作和努力， 扩能改造工程正为推进公司高

质量发展、开启赶超发展新征程添加动力。

（汪纯）

8

月

2

日一大早， 笔者与井巷公司机电安装

项目部经理袁锋洲相约走进赤马山铜矿。 顶着火

辣辣的太阳，我们一路驱车前行。

一进入老井平巷后，顿感凉气袭人。在幽深的

巷道里，项目部职工舒晶正在看守吊装绞车设备。

热情打过招呼后， 笔者发现舒晶工作服上的

每一粒扣子都扣得严严实实。座位旁边，一块一米

见方的大铁板被他用来遮挡从巷道深处涌过来的

凉风。 一盏

1000

瓦的电弧灯，既用来驱赶卷扬控

制柜的潮气，又用于身体的取暖。

从老副井乘罐下到

-100

米中段，只见约

8

个

平方米的老主井的井筒内焊花飞泻。高明、胡涛和

柯贤海三人正在忙着卸载从老井井筒里切割下来

的管道。

据了解，老主井从

-100

米至

0

米三个中段的

排水管道， 如果不在汛期前将三趟排水管道拆除

并安装好新的， 整个矿井会因排水不畅而造成淹

井事故。

袁锋洲一边走一边告诉笔者，给井筒切割、安

装管道， 对于长期从事井筒安装作业的项目部来

说，是一件很小的工程。 但在这里施工，让他们感

觉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安全上的。

由于老井井筒里的管道及井筒装备都已年久

失修，加上又没有罐笼可用，人员和工机具的上下

都靠爬梯。 每天在黑暗、潮湿的环境里，爬梯若有

一个焊点的松动、 或因为手没有抓牢、 套鞋打滑

等，都会酿成重大人身伤害事故。

谈话间， 切割管道的焊花像一挂五彩缤纷的

瀑布，不时地从井筒里洒下。

辞别柯贤海等三人，我们从

-100

米中段的老

副井乘罐升到

-50

米中段，职工刘建洪、吕学平二

人正在用步话机， 向平巷内的舒晶讲述井筒内对

卷扬操作的要求。

刘建洪告诉笔者，由于信号不好，管道从井筒

内切割后下放到

-100

米中段，这系列过程中对吊

装绞车操作要求的信号， 全靠他们从这个中段进

行中转。

目前，即便作业环境的特殊性，但项目部已基

本完成了老主井

300

米管道的拆卸和安装

,

工程

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在二人工作的井壁处， 一块还算清晰的宣传

画，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一位头戴藤制安全帽矿工的头上， 用红色油

漆书写着：“谁是英雄，谁好汉，台班功效二四六，

三六九，比比看。 ”

这组数字表述的是什么意思？

几个人研究了半天， 谁也不能给一个让人信

服的解读。

采访完二人，我们又乘罐升到

0

米中段。项目

部工会主席吴幼兵正在检查管道的安装效果。

谈话间， 恰好赤马山铜矿的两名留守人员检

修水泵后经过这里， 笔者就宣传画中的数字含义

向他们进行讨教。

作为在赤马山铜矿工作多年、 内退后继续留

守此矿的一位老同志告诉笔者：“这是上个世纪八

十年代赤马山矿人的精神产物。当时，老井一个班

的出矿量最少的是

246

车，最高的是

369

车。 ”

“当时这个宣传还是很激励人的哦，在人人争

先的氛围里，哪个班要是低于

246

车，那可是全班

莫大的耻辱。 ”另一名老同志补充道。

结束采访，我们回到井口。 在烈日的炙烤下，

周边的一切都是热浪滚滚。从井口仰望，巍巍赤马

山直插云霄。此景让笔者豁然觉得，比山高的是人

的足迹。

（郭小勇）

走进赤马山

8 月 1 日， 一架无人机在冶炼厂上空进行拍

摄，为“绿色工厂”建设规划提供航拍数据。 与此同

时， 该厂纪委明确对 14 项环保治理重点项目实施

环保专项监察。

为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长江经济带

开发“大保护”要求，进一步提高厂环境保护管理水

平，该厂从技术、管理两方面入手，参照“绿色工厂”

建设标准，明确了干燥窑技术升级、制酸尾气深度

脱硫提标改造、 加柯公司运行控制管理等 14 个重

点环境治理项目。据了解，该厂通过“定责、定时、定

考核”等方式，对项目实行百分制考核，若未按要求

完成的，将对项目责任人进行相应考核，情节严重

者将启动纪检监察程序，确保项目如期达标。

（陆军 郑沛田）

冶炼厂实施环保治理项目专项督察

8 月 1 日至 3 日，铜绿山矿安全环保科举办为

期 3 天的通风防尘安全教育培训。全矿井下生产单

位相关管理人员和岗位操作人员（含外包工程队）

共 180 人参加培训。

培训期间，该矿安环科工作人员围绕矿井通风

基础知识、矿井通风系统、灾变通风事故案例等方

面进行详细讲解。 同时，现场解答了井下作业人员

在通风管理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疑问；现场演示了

井下作业人员劳动防护用品配置的规范穿戴。此次

面对面教学、现场培训形式，不仅提高了一线职工

的专业技能，还为加强现场通风防尘管理和提高工

作效率创造了条件。

（方园 王光耀）

铜绿山矿举办通风防尘安全教育培训

8 月 2 日，金石黄金公司开展环保健康急救知

识培训活动。

中国安全健康教育中心宣教科主任讲师、国家

高级健康管理师卢敏为全体职工讲授了以“生命至

上，安全发展”为主题的环保健康急救知识专题讲

座，培训内容包括 CPR 急救（突发事件应急处理，

心肺复苏术）、食品安全知识、环境污染、疾病预防

等。 参训人员积极提问，老师耐心地为大家答疑解

惑，课堂上互动氛围浓厚，大家基本掌握胸外按压、

人工呼吸、火灾逃生等急救技能，有效提高了应对

突发情况的处理能力。

（张惠琪）

金石黄金公司开展环保健康急救知识培训活动

职工指挥行车作业。

焊接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