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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会上，我着重要表扬采一大班，在

安全管理上， 该班组积极践行车间推行的自主

管理，对班组的违章人员主动进行处罚和教育，

车间决定给予采一大班 500 元的奖励， 希望各

班组向他们学习……”9 月 5 日，在丰山铜矿采

掘车间安全例会上，安全主管熊伟的一番话，让

参会的各位管理人员大吃一惊！

班组有人违章，还能受到奖励？一开始大家

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大家知道了整个事件

的来龙去脉后，都纷纷鼓掌向采一大班点赞。

8 月 5 日，采一大班铲运司机黄红兵，撬毛

工何长和在开完班前会后，乘罐下井，来到井下

作业现场 -314 米 10 线。 两人前脚刚到，正准备

接好照明，进行洒水除尘，这时值班长潘希飞在

开好通风机，后脚就赶到了现场。

“对现场进行气体检测了吗？”-314 米 10 线

进路较深，通风情况较差，由于担心炮烟中毒，

潘希飞急切地询问道。

看着两人默不作声， 潘希飞捕捉到了两人

眼中一丝慌乱的眼神， 再次问道：“到底有没有

进行检测？ ”

“我们这又不是煤矿，再说了，就凭我这鼻

子就能闻出来，有毒有害气体超没超标。 ”看着

潘希飞严厉而坚定的目光，黄红兵小声嘀咕着。

“没对现场进行监测，就得按有安全隐患对

待。 ”说完，潘希飞赶紧拿起被扔在一旁的气体

监测仪，对现场进行检测。

“一氧化碳 5PPM， 氧气 20.5%， 二氧化碳

0PPM”， 看着气体监测仪上的数据都在标准值

以内，潘希飞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

“你们俩知道吗？ 根据《非煤矿山安全规

程》，现在井下作业，必须对现场进行气体检测，

车间在操作规程上也对应进行了修改， 可能你

们还不适应， 但你们要知道你们今天的所作所

为就是违章，按照现在‘违章就是事故’的安全

理念，必须严肃处理。 ”潘希飞在作业现场就对

二人进行安全教育。

发生这次违章事件以后， 采一大班并没有

因为未造成安全事故而放松警惕， 在及时召开

分析会后， 他们将两人违章的处理结果上报到

了车间。结合这次事情，班组针对作业人员的习

惯性违章进行归纳和总结， 并制作课件组织作

业人员进行学习。对于习惯性违章的重点人员，

采取党员或骨干与之结为互保对子， 一对一进

行精准帮教，有效杜绝违章情况的发生。

违章是一切事故的根源， 在面对班组作业

人员出现违章不隐瞒，不避讳，积极采取措施去

解决，同时又能举一反三，深刻查找安全管理中

的漏洞， 这既是安全管理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

原则， 又是每个班组在对待违章情况时一个很

好的借鉴。

（周雄飞）

“一颗螺丝钉、一段管道短接头，看似用

处不大，可把它们重新归集后，则能发挥新的

作用。 ”10 月 7 日，冶炼厂电解车间检修“达

人”将废旧、损坏的阀门上拆下的连接杆和手

柄进行“拼接”改造，维修好的电解槽阀门又

“满血复活”。 这是车间老系统检修大伙修旧

利废的一个缩影。

原来，自车间老系统检修以来，车间引导

岗位职工“居家理财”挖潜增效，全员细织检

修“节约网”，大伙便瞅准了改善修复项目，在

降本增效上做文章，在节支增收上想办法，个

个都成了降本增效的“达人”，检修拆卸下来

的备件，件件都是“宝贝”，早已屡见不鲜，废

旧设备再“上岗”的小故事在这儿层出不穷。

“虽然大伙辛苦点，但能减少成本支出就是创

效。 ”种板班班长李东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种板系统的钛板使用年限久后造成花板

较多，打磨处理效果也不佳，易反复出现花板

现象， 影响种板生产工艺质量，“每块新钛板

需要成本费用约 4000 元，这次系统检修咱们

争取给它治好‘病’。 ”班长李东琢磨了一番，

决心啃掉这块“硬骨头”。 接下来，班组人员

“泡”在检修现场想办法出主意，对废旧钛板

进行解体、清洗、打磨，消除污迹，处理划痕，

更换性价比高的夹边条。 经过一个星期的调

整、校正、更换，“手术”成功了，使 50 块废旧

钛板旧“貌”换了新“颜”，完全满足生产需求。

大板系统硫酸罐硫酸泵老化运转效率下

降， 罐车运酸频次增加， 并且补酸量不好控

制，影响到生产系统工艺控制 ，需要检修更换

新泵， 但成本费用 2 万元， 且另购时间也较

长，净化班班长王毅眉头紧皱，突然，他眼前

一亮：“前段时间维修更换下来的废旧硫酸

泵，咱们可以用啊！ 只要稍加改动就能解决这

个问题。 ”说干就干，与车间技术人员立刻制

定改造方案： 制作一件两端带法兰的立式短

接， 将短接通过法兰及螺栓固定在硫酸泵安

装位处，很快，新的硫酸泵就改造好了，在线

试用， 效果良好。 一台看似报废的单体泵又

“重获新生”，实现了“二次上岗”。 槽下班职工

赵晶欣喜地说：“面对问题只要多动脑筋，看

似‘废品’换个地方又是一个件宝贝！ ”

“在检修中， 学到了很多技术方面的知

识，对于设备维护很有帮助。 ”大家在干中学，

在学中不断提高。 职工集思广益，把金点子、

巧点子用在检修工作之中， 一个个废旧零件

重新发挥作用，“医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

小到一个行车碳刷、卡簧的更换，大到设备维

修，真正实现物尽其用，让每粒“小芝麻”都发

挥出最大能量……

（晨曦）

检修现场劲吹“节约风”

工在井下采场

处理顶板。

冶炼厂在澳炉系统第七次停产检修中，

认真贯彻落实公司 “检修工作必须落实环

保 ”的要求 ，为降低检修过程中产生的烟尘

污染， 该厂购置了三台移动式防尘雾炮机 ，

有效控制了烟尘污染 ，为检修职工创造了良

好的工作环境。 图为在转炉主烟道清烟灰现

场，工作人员正在用防尘雾炮机降尘。

（刘建新）

▲

中国有色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王彤宙在冶炼厂熔炼车间创新工作室调研指导工作。

创新

谋发展

科技

促提升

———创新引领冶炼厂提升发展纪实

8 月 7 日， 中国有色集团董事长、 党委书

记、总经理王彤宙一行来到冶炼厂。 走进熔炼车

间创新工作室， 一面挂满了企业知识产权证书

的“专利墙”，吸引了众人的眼球。 车间主任姜志

雄自豪地说，作为“湖北省高技能人才工作站”

车间创新工作室已累计为企业创造直接或间接

经济效益 2000 万元以上。

“专利是创新的重要标志，冶炼厂只有充分

利用知识产权和核心专利来占领行业发展制高

点，才能助推厂市场对标工作驶入快车道。 ”冶

炼厂厂长万黎明说。

机制创新，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冶炼厂年中工作会前夕， 电解车间领导班

子回顾半年的收获，感到很充实。 他们带领车间

干部职工对硫酸镍系统进行产能扩建和技术改

造，硫酸镍产量超公司生产计划，仅此项产品上

半年为公司增利 405 万元。 电解车间的优异成

绩，是该厂开展市场对标工作的缩影。

今年以来，该厂不断推进产品结构调整、传

统流程再造、降低生产成本，推动厂转型发展。

为推动重大科技攻关项目顺利开展， 冶炼厂成

立了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研发工作领导协调组。

21 项“补短板、挖潜力”计划、6 大类 31 项科研项

目和 9 项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全面铺开。 同时，厂

以专业技术委员建设为重点，设立了冶金、化工

（含环保）、 机械、 电气及自动化四个专业委员

会，进一步优化技术资源配

置和专业分布。

为避免“闭门造车”，该

厂还根据全流程、分系统的

对标分析，“走出去” 对标

“补短板”，与贵溪冶炼厂对

标，优化转炉作业模式，转渣含铜指标创历史新

低；与云锡对标，为澳炉提品位、降能耗，为深度

脱硫双氧水改造等提供了新方案； 与丰城华丰

对标， 为紫杂铜新系统降低天然气单耗找到了

新途径。

科技创新结出丰硕成果。 四年以来，该厂组

织开展各类科研攻关课题 100 余项， 承担公司

级科研攻关项目 40 余项， 取得重大成果 30 余

项，其中 70%以上的成果已应用于生产实践。厂

获取发明专利 10 件，实用新型专利 50 件。

核心技术，推动备件国产化进程

仲夏时节，走进冶炼厂“30 万吨”生产现场，

现代化大企业特有的宏伟气势扑面而来， 偌大

的厂房内机组设备高效运转，却显得十分安静，

厂房内鲜有人影， 几辆叉车正在往一辆货车吊

装“大江”牌阴极铜。 它们即将“漂洋过海”销往

伦敦金属交易所，为“一带一路”建设添加大冶

有色印记。

“30 万吨铜加工清洁生产示范基地的主要

设备引进 OUTOTEC 公司全套进口设备，是世界

先进的湿法冶金装备，但是核心技术、高端装备

全部依赖进口，付出了高昂的费用。 ”冶炼厂副

厂长胡文东说。

既要确保设备稳定运转、不影响正常生产，

还要控本降费， 是该厂在推进备件国产化替换

过程中始终盘算着的大事。 不锈钢板导电棒、母

板校直器、 阴极拨片分离框架是湿法冶金的关

键常用备件。 多年来，国内铜冶金企业几乎都是

购买国外企业的备件，价格高且交货周期长，但

却无可奈何。

经过多年的摸索研究， 车间创新团队通过

消化吸收装备，实现不锈钢板导电棒自主修复，

单根价格降低 900 元。自制母板校直器，全年节

约修复费用约 24 万元。制造不锈钢阴极拨片分

离框架，提高了设备整体强度和防腐蚀性，延长

了设备使用寿命，降低维修费用 36 万元。

“厂里开展进口备件国产化工作，不仅节约

了采购和维护成本， 而且提振了干部职工创新

创效的自信心。 ”冶炼厂总工程师曹龙文深有感

触地说。

搭建平台，激发职工创新动力

“要仔细观察熔体

的流动性、明暗、性状等

特征， 这些特征可以准

确分辨出生产是否正

常。”在冶炼厂熔炼车间

澳炉生产现场， 李延飞

正指导“90 后”青工曹

松。 从普通职工到火法

冶炼高级技师， 李延飞

在火法冶炼领域中探索

了 22 年，先后承担完成了公司、厂重点科研项

目，累计完成技术创新以及先进操作法项目 100

余项，其中，牵头负责的“通过工艺调整使枪重

自行掉落”攻关，每年开风时间提高创造的价值

高达 500 万元以上， 成为行业火法冶炼领域的

“铜都工匠”。

李延飞的故事是冶炼厂“人人参与创新、时

时都在创新、处处体现创新”的成功典范。

近年来，该厂搭建创新平台，积极引导全员

创新和生产一线创新，使创新与生产互促发展、

良性发展。 为鼓励职工创新，冶炼厂建立了科技

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制定了《冶炼厂专业技术人

员业绩绩效考核办法（试运行）》等一系列措施，

每年用于科技进步奖、专利奖、职工技术创新奖

等奖励金额近 200 万元， 极大地激励了职工科

技创新热情。 同时，各车间也制定了职工合理化

建议奖励方法， 激励全员创新创效。 合理化建

议、QC 攻关、小改小革、“金点子”征集等活动遍

地开花，充分调动了职工的主观能动性。

近年来，冶炼厂孵化职工创新成果近千项，

参与技术创新活动人数达 2000 余人，职工参与

率达到了 91%以上， 创新成果创造经济效益上

亿元。

（郑沛田）

▲

冶炼厂自主维修澳炉

3K

风机。

▲

冶炼厂

2018

年科技创新大会。

发生违章以后……

新闻

故事

高原盐碱地上的职工菜园

高原、盐碱地、气温低、雨水少，这样的

环境能否看到绿色，能否种上蔬菜？ 矿山排

土场如何复垦？ 地处高原

2900

米的新疆萨

热克铜矿职工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

高原盐碱地种上了蔬菜，大家都来看

稀奇

“咦 ， 选矿车间分会的大棚怎么锁上

了？ ”

9

月

20

日晚，在萨热克铜矿大棚菜园，

十几名职工围在选矿车间分会菜棚门口。 听

说选矿车间分会的大棚蔬菜种植有进展，大

家都来看稀奇。 可是，来到选矿车间分会大

棚前，发现大棚被锁上了，进不去。

萨热克铜矿地处新疆南部高原，气候条

件恶劣，干旱少雨，土壤盐碱重，这里的大地

山川鲜有绿色。 萨热克铜矿离乌恰县城有两

个半小时的车程。 矿工会按照党委的要求，

合理利用现有闲置的大棚，组织职工业余时

间种菜，一方面让职工吃上新鲜蔬菜；另一

方面为了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加快绿色

矿山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在矿

党委的要求下， 三个已建成后闲置的大棚，

便成了引领职工精神风貌转变的切入点。

三个分会种菜的劳动竞赛阶段性成果

很快就见分晓了，播种最晚的选矿车间分会

竟然成了本阶段的优胜者。 听说选矿车间分

会大棚已是绿油油一片，大家坐不住了。

9

月

20

日晚，生产管理部分会、机关分会的职工

不约而同地来到选矿车间分会来参观、学习

经验。

“来了，来了，包菜（蔡）来啦！ ”远远地，

看到选矿车间分会种菜好手蔡师傅过来，有

人兴奋地喊着他的“绰号”。 菜园门打开后，

大家一拥而上，都跑进菜园“取经”，绿油油

的菠菜、小白菜，还有黄瓜等，让参观的职工

兴奋起来了。

“蔡师傅， 为什么你们移植的茄子苗上

还要再搭一层帘子？ ”

“我的黄瓜苗跟你们移植的时间差不

多，为什么你们的开了花结了瓜，我的才只

有

10

厘米高，只长叶不开花？ ”

面对大家各种各样的问题，蔡师傅不慌

不忙一一耐心解答。 种菜，让他成了萨热克

铜矿的“明星”。

打造绿色环保矿山，引导职工精神风貌

转变

要说打造绿色环保矿山，职工最直接的

参与就是做好排土场的复垦，在盐碱地上种

上一片绿。 盐碱地上种菜，最大的收获是什

么？ 新疆萨热克铜矿的职工最有发言权。

海拔

2900

米的高原，地处偏远，从县城

运上来的蔬菜得管一个星期，蔬菜的新鲜度

就可想而知了。 吃不上新鲜的蔬菜固然让单

位和职工头痛，另外一个原因是很多文化体

育活动在高原上不宜开展，职工业余文化生

活单调。 矿山职工的工作、生活区域范围有

限。 夜晚特别漫长，职工业余聚在一起，没事

干就喝酒，有的职工性格较冲动，喝酒后容

易惹是生非。 尽管公司有严格的制度，加大

了综合治理的力度， 但毕竟做不到

24

小时

全方位的监管。 况且，人有多个层次的需要，

从尊重职工与鼓励职工自我实现这个层面

进行引导与激励，才是最重要的。

发动职工种菜这件事，成了引导职工精

神风貌转变的切入点。 三个大棚分别分给了

机关分会、生产管理分会、选矿车间分会。 三

个分会暗自较着劲。 任务一分配，大家很快

行动起来，铺薄膜、翻地、施肥、播种，一个一

个环节地实施起来，大家才发现要在这高原

地域干成一件事，很不容易。 山上风大，对铺

薄膜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难度。 职工的业余时

间也主要集中在晚上， 每天下午到晚上，是

山上风最大的时间段。 在

7

月

1

日那天，党

员干部主动带头上到

2

米多高的棚顶拉绳，

苦活、难活抢在前。 仿佛是考验大家的劳动

热情，机关分会铺薄膜的那天晚上，山上刮

起了大风，竟然还下了两场雨。 机关分会职

工还是在短短四个小时内，完成了一个大棚

的铺薄膜工作。 最难的还是盐碱地的治理，

水泡、翻地、施粪，都没有完全解决盐碱性土

壤这个让人头痛的问题。 机关分会的

14

块

菜园，在播种后的几天里，终于有种子发芽

了。 但很快，大家发现只有三四块菜地有绿

色，其余的菜地里是白茫茫的一片盐碱。 尽

管如此，职工没有气馁，一遍遍地翻种、施肥

……终于，在排土场周边的大棚里，见到了

绿油油的青菜了。

在种菜的过程中，大家的精神风貌得到

了很大的改观。 围绕种菜等相关工作，党员

职工自觉地参与到铺修菜园路面、清理菜园

周边排土场垃圾等多项义务劳动中，为矿山

的绿色发展贡献力量。

(

占金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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