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日的初晨，湿漉漉的地面凝结着冰冷的空气。 11

月 30日， 矿业分公司丰山铜矿采掘车间砂泵工皮彩

云和文涛穿过厂区前的小道，来到了北缘充填班。

“昨天晚上取砂了吗？ ”还没等喘口气，皮彩云就

问上了。

“取了，砂仓已经灌满了。 ”准备下班的夏永忠抬

眼看了看她，回答道。

“昨晚可够冷的，你们跑出去几趟？ ”文涛也凑过

来询问。

“一趟都没跑！ ”和夏永忠一起上早班的黄霞抢着

说道。

“不可能！ 你们就不怕砂仓的砂漫出来了？ ”看着

强忍着笑意的黄霞，皮彩云一点儿也不相信。

“我们已经有了‘千里眼’了！“看着黄霞还在卖关

子，夏永忠忍不住说出了真相。

“是说砂仓监控摄像头已经安装了， 真的是太好

了！ 我们随时可以掌握砂仓的运行情况，再也不用担

心漫砂了！ ”反应迅速的文涛听到这个令人兴奋的消

息，有些激动。

要说这北充站取砂再也不用跑上跑下，文涛可是

几个最大“受益人”之一了。 充填班女职工比较多，每

次取砂都是几位男职工自告奋勇主动承担，但由于砂

仓比较高，每次取砂时，都要跑上跑下查看砂仓取砂

情况，而且取砂一般都在晚上，碰上雨雪天气，就更是

难上加难。

看到马上冬天就要到了，要是下雪怎么办？ 班长

夏永忠再也坐不住了，他决定在班组每月的班组民主

生活会上讨论这件事。 在他的精心策划下，10 月 21

日，班组 7名职工坐在了一起商量对策。 大家七嘴八

舌，说什么的都有，可就是没什么好办法。 正当大家觉

得这件事又要“黄”了的时候，车间副主任吴立超到班

组搞调研，这真是瞌睡来了，碰上送枕头的。

“吴副主任，你来得太巧了！今天这

事你一定要帮我们解决。 ”一向快言快

语的万淑萍首先说话了。

“大家放心， 我今天就是来帮大家

解决问题的！”吴立超拍了拍胸脯，向大

家保证道。

看了看大家疑惑的目光，吴立超笑

着说道：“我知道大家是为了砂仓取砂

的问题。 ”

“没想到， 吴副主任功课做得挺足

的，我们都没说什么事，你就知道了！ ”

唐燕打趣道。

“这次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最主要的是帮助职工解决难

题，砂仓取砂的问题，这回一定帮大家

圆满解决。”吴立超斩钉截铁的话语，顿

时迎来阵阵掌声。

在和班组职工商量后，确定了在砂

仓安装摄像监控的方案。 随后，车间将

方案和请示送到了矿里。 很快，就得到

了批准。

“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安装好了！”

皮彩云这才明白过来。

“是啊，这下不仅减轻了我们工作强度，还解决了

安全隐患，真的是‘一举两得’。”班长夏永忠有感而发。

“既然领导对我们基层职工这么关心， 我们一定

要好好工作。 ”

“那是必须的。 ”

完成好交接班，黄霞和夏永忠走出门外，那初升

的太阳，照射在他俩的身上，在这冬日的早晨，感觉那

么耀眼，那么温暖！

（周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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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意识根植于心

精准治理安全隐患

筑牢安全防线

铜山口矿开展建立完善各单位《安全

风险管控清单》《重大安全风险清单》等风

险管控体系，是衡量风险隐患的重要性标

准，对开展风险排查和隐患治理具有指导

意义，矿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各自风险管

控责任， 确保各类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及

时开展全矿性的“反三违、查隐患”活动，

每月定期组织开展一次隐患排查治理及

“三违”专项检查活动。 对检查出的问题和

安全隐患限期整改，并加强监督和考核。

该矿在做好整体安全布局和安全监督

的同时，着重加大基层单位班组的安全基

础管理工作力度，各单位根据实际，结合

前期开展的检查情况，全面梳理各自所属

班组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和运行现状，

完善和及时更新相关资料， 确保达标率

100%。

提升安全技能

“我作为一名大车司机， 保护自身安

全最主要就是要在行车时注意交通安全，

特别是在边坡行驶时要注意会车，还有行

驶时注意不能超速……”这是该矿露采车

间汽运大班与外部单位昌兴公司司机进

行运输安全交流会时，大车司机黄国财的

发言。 前期，该大班通过开展“安全学习大

讨论”活动，班组成员针对所负责的生产

具体环节进行自我查找不足，在工作中查

隐患，在整改中抓防范，列举了一些安全

问题并逐个解决。 为保证矿山采场安全有

序生产，汽运大班还联合外部单位开展安

全管理对标活动，交流安全工作，全面防

止安全事故的发生。

“报告，回风井风量正常！ ”

“报告，漏风量处于正常值！ ”

“好，停止风机系统，启动反风状态，

各测风点人员注意测量反风风量！ ”

“报告组长， 经过各点测量数据结果

显示， 反风风量大于正常风量的 60%，符

合国家标准。 ”

11 月份， 在铜山口矿安全管理部和坑

采车间联合举办的“井下反风演练”活动

达到预期效果圆满完成。

为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该矿安委

会通过开展对案例安全事

故的学习， 并结合矿风险

防控标准开展重点区域安

全专项排查治理活动。 以

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为

主线，不仅举行了“井下反

风演练”、井下顶板日常巡

检等活动， 还结合矿团委

“青安岗”、 每季每月安全

检查等手段强化安全责任

落实，深化隐患排查治理，

全力以赴做好保安全工

作， 确保矿全年安全工作

目标的实现。

在“安全学习大讨论”活动

中， 该矿广泛收集基层职工对

安全工作的意见及建议， 推进

各单位安全工作的持续改善。

通过开展大讨论活动， 共收到

全矿各单位职工反映的意见建

议 50 余条，其中需整改项已经

得到解决。

强化安全意识

“怎么又要搞背诵默写？ 刚

刚不是还搞过安全知识测试

吗？ 搞那么多麻不麻烦？ ”铜山口矿坑采

车间的职工小刘在接到参加背诵默写岗

位规程考试的通知后，发起了牢骚来，坑

采车间的安全员李德中循循善导：“刘师

傅啊！ 我们做安全工作的最希望得到职

工的理解，人的不安全行为是导致事故的

主要因素， 为了加强大家自身的安全意

识，我们举办了各种记安全知识、背操作

规程的活动，目的不是烦你们，而是让你

们把安全知识和预防意识牢固地记在心

里，工作时就可以时时注意，保证自身安

全呀！ ”小刘的脸上这才有些缓和并给李

德中赔了个不是，心平气和地参加了考试

并成功通过。

该矿从强化主观防范处着手，组织了

一场安全专业知识考试、一次全员背诵默

写岗位规程活动，各单位还进行了不定期

的生产现场抽查岗位背规程、每日下井人

员安全宣誓等活动，使人人知安全、人人

守安全。

铜山口矿通过“百日安全无事故”活

动，干部职工的安全知识掌握程度得到了

提升，主动防范的安全意识得到了显著的

提高，全矿上下形成了查找问题、整改隐

患、自我监督的良好风气，从源头上保证

了安全生产良好态势。

（汪纯）

“快看，这个班我们的精矿处理量比

上个班高了 20 吨。 ”

“再看，煤耗却降了 0.03，保持下去我

们这个月的竞赛指标应该还不错！ ”

11 月 27 日早上 7 时 25 分，冶炼厂熔

炼车间澳炉主控室里，临下夜班的两个主

操作手正在就当班的生产指标议论道。这

样的场景经常出现在澳炉、电炉主控室与

班组里。 自 7 月份以来，熔炼车间党总支

一支部将支部“降本增效先锋赛”与厂党

委开展的“升级先锋赛”相结合，有意识培

养职工降本理念，将煤耗与电耗的分值加

大，将生产任务和成本管理层层分解层层

落实，改变了职工以前只管多加料，不顾

成本和流程顺畅的状况。 澳炉、电炉职工

对班组各项生产指标从原来的不甚关心，

变得异常关心，哪些指标高，哪些指标低，

只要打开生产报表就一目了然。

“班中生产还正常吧？ ”说话间，接班

的曹志方来了。“一切正常，你们班只要继

续保持，这个月又可以拿第一了！”交班的

黄磊说道。“你们班指标也不错，这个月还

有两天，咱们还能再拼一下！ ”曹志方边说

边看主操台的电脑， 加料量 220 吨 / 小

时，粉煤 5500 千克 / 小时，块煤 1.5 吨 / 小

时，温度和背压都在正常值，看来只要稳

定操作，今天又会是一个高产班。“你们昨

天煤耗控制那么低，炉况稳定吗？ ”曹志方

疑惑地向黄磊询问道。“你没看到我把块

煤减了 0.5 吨，粉煤加了 300 千克，算下来

炉内的反应热不变，煤耗还能低一点。 ”黄

磊笑着说道。“这种操作你们班中也没少

尝试吧！ 我们澳炉主操可从不藏私，有经

验都是大家一起分享！ ”几句话说得大家

都哈哈大笑起来。

在平时的生产中，澳炉主操作手会根

据实际生产通过增加粉煤补充热，减少块

煤用量，以此实现降低煤耗；而电炉主操

则根据炉况合理采用低温度控制，有效控

制电极过氧化， 减少电极消耗与电单耗。

现在，车间各主要岗位通过大力开展精细

化操作、合理调控、技术改造等措施，从而

实现能源降耗。

不一会儿的工夫，车间技术员小任也

来到主控室，他到电脑面前调出上班温度

控制曲线图， 澳炉生产最忌温度大起大

落，那样不论是对炉寿维护还是生产稳定

都百害而无一利。 车间为确保各项工艺指

标达标，安排技术人员每天下现场检查各

主要岗位操作参数。 车间班子成员每天在

现场快速协调与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

各种问题，各岗位的职工加强上下工序间

的沟通配合，为生产顺利排忧解难。

先锋赛既激发了车间班组职工的工

作热情，也促使各岗位间更加积极的相互

配合。 9 月份，因炉料成分复杂，堰口、放

渣溜槽粘结严重， 岗位劳动量大幅上升。

澳、电炉主控紧密配合，通过频繁的沟通、

反复的确认，制定了同时保障渣性和人员

劳动强度的炉温、渣性控制措施，在减少

岗位职工劳动强度的同时，还刷新了放铜

记录。 9 月份电炉平均放铜包数达到了

82.1 包 / 天，打破 2017 年 7 月份 80.4 包 /

天的历史纪录，同时澳炉开风率、处理量、

枪寿也创下历史新高，而煤耗、电耗却实

现了新低。

（李广霞）

“先锋赛”助力降本增效

“精准防范安全风险，有效杜绝生产事故”，“实现生产安全‘零事故’……”走在冬日的铜山口矿，机关办公楼、露天采场、选矿厂房，坑

采井塔，到处都张贴着这样一条条的横幅，时时提醒着来往的职工们安安全全上班，高高兴兴回家。 自矿开展“百日安全无事故”活动以

来，为全力防范和遏制事故发生，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以及安全生产工作目标的实现，该矿结合工作实际，想办法、上措施，使该矿

全年保持了良好的安全态势，为全年生产任务的完成打下了坚实基础。

12

月

14

日，由公司工程管理部、企业管理部等

部门负责人组成的验收小组到冶炼厂开展重点环境

治理项目实施情况评审验收。

验收小组前往生产现场实地察看了重点环境整

治项目实施情况，听取了该厂分管负责人对重点环境

整治项目实施进展情况的介绍。 现场检查结束后，验

收小组对该厂重点整治项目台账资料进行了查阅，分

别对 “烟气无组织排放解决方案”“环境集烟颗粒物治

理”“厂区粉尘治理”“厂区外排水控制” 等

8

个重点项

目进行了评分。验收小组认为，冶炼厂认真落实公司工

作部署，在实施重点环境治理项目方面工作成效突出，

除个别项目因政策原因出现调整外， 其余项目均完成

公司考核目标。 验收小组还就有关项目完善及成效的

巩固等工作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青辰）

公司对冶炼厂重点环境治理项目评审验收

12

月

12

日， 矿业分公司丰山铜矿召开拜师大

会，加快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充分发挥管理、技术、技

能人才“传、帮、带”作用，培养精干、高效复合型多技能

岗位能手，打造“一专多能”职工队伍，推进人才建设。

会上， 该矿主要负责人对本次

21

对师徒成功结

对表示祝贺，指出开展“导师带徒”活动，是为矿山今

后可持续发展培养专业技能人才提供智力保障， 并提

出尊师重教、严格履职、过程管控、共同提高等方面的

要求。

会上，宣读了《丰山铜矿导师带徒管理办法》。

21

对师徒签订了 《师徒协议书》，

5

名师徒代表进行了表

态发言。 （刘鑫涛）

矿业分公司丰山铜矿开展“导师带徒”推进人才建设

12

月

12

日，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采矿车间依据

安全管理奖惩制度，对

2

名管理人员因采场

"

安全确认

票

"

开具不到位，给予每人

300

元经济处罚，做到制度

硬、手腕硬，促进安全责任落到实处。

该车间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以“项目负责制”为

抓手，严格执行采场“双人双签”填票、“十项禁令”等

考核制度，提升现场安全环境的预测预知和预控管理

能力。 切实把管理重心下移到现场，安全督导员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轮流对现场薄弱地点、薄弱环节、重点

岗位进行监督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与职工签订

“安全承诺书”，切实增强职工安全意识。 严格执行《领

导干部下井带班管理规定》，坚持“一检查、一分析、一

追究、一通报”，对相关人员安全管理失职的严格问责

追究，进行约谈、曝光、挂牌督办、从严从重处罚通报，

限期督促整改。 （周志刚）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采矿车间安全管理“铁手腕”

坑采车间开展每日入井宣誓活动。

(

李德中 摄

)

职工在“百日安全无事故”活动横幅上签名。

(

汪纯 摄

)

矿开展百人安全操作规程默写活动。

(

熊化 摄

)

)

)

)

)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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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选矿车间

全力以赴冲刺生产目标

12

月

16

日，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选矿车

间开展设备专项检查， 确保设备安全、 稳定运

行，为完成全年生产任务提供可靠保障。

当天上午，该车间组织相关人员对碎矿、磨

浮、脱水等区域内的主机设备设施，各关键部位

设备“四级”维护点检标准的执行进行检查 ，对

行车、电葫芦等起重设备进行预防性综合检查。

该车间强化设备管理，完善设备目视化管理看板

及标识，方便职工设备点检、润滑时进行准确判

断。增加每班点巡检次数，确保设备运行正常；组

织维修技术骨干成立“抢修突击队”；强化生产组

织管理，确保流程畅通。 该车间全体上下撸起袖

子，下真功，使实劲，求实效，全力以赴确保完成

全年各项任务目标。 （黄绿 李从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