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解车间阴极铜堆场。 占亚芬 摄

徐新红（中）与职工交流焊接技术。 刘鑫涛摄

12

月

24

日下午，新疆克州、乌恰县安监局

检查组到矿业分公司萨热克铜矿进行岁末年初

安全环保工作检查，并就全国开展安全生产集中

整治工作进行调研。

检查组一行实地调研并仔细听取汇报后，新

疆克州、乌恰县安监局相关专家就尾矿库的安全

运行、井下顶板管理、开展全国安全生产集中整治

等工作进行详细了解， 该矿负责人就专家组提出

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答。 克州安监局主要负责人

希望萨热克铜矿要针对安全问题， 扎实开展集中

整治各项工作，确保生产安全。 （杜初民）

新疆克州乌恰县安监局检查组

到萨热克铜矿检查指导工作

12

月

23

日，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维修车间

采矿维修班针对影响井下供矿生产关键设备、重

点线路，组织维修精干力量加强维修，保障供矿

顺利进行。

此次维修工作重点放在负

485

米和负

605

米两个出矿量最多的中段，分为道路维修、机车

维护、漏斗侧板整改三个项目。负

485

米中段主

要检修四匹道铁轨接头夹板松动问题， 联合采

矿车间供矿生产班职工，切割夹板螺丝，更换新

螺丝固定，确保机车通行无颠簸，不跨车。 在负

485

米中段维修硐室，另一组维修人员加紧对退

换下来的机车进行维护，修复损坏受电弓，更换

矿车轮对轴承，给齿轮箱加油，保障机车正常使

用。 在负

605

米中段，针对南沿

4

穿

4

号漏斗小

侧板经常脱落情况，采矿维修班细致分析原因，

制定焊接加螺丝压接整改维修方案， 解决以往

单一焊接强度不够问题， 解决漏斗上方毛石翻

斗的问题。 （潘韧）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加强设备维修保供矿

12

月

24

日， 在冶炼厂转炉车间生产现场，

当班职工正指挥行车进行生产。 在年底生产任务

冲刺阶段，该车间不断优化生产组织，进一步确保

产量目标按期完成。

该车间以班产保月产，要求当班职工合理运

用“

4H3B

”生产模式组织生产，加强转炉、电炉和

精炼炉生产之间沟通协调，通过增加电炉冰铜包

更换频次，加大转炉冷料、冷铜处理量，合理提高

配氧量和增加氧浓等举措， 保证该车间日处理冰

铜达到规定包数。同时，该车间通过加强转炉放渣

及筛炉管控和充分消化利用稀氧燃烧技术， 控制

精炼炉氧化还原时间等措施，确保转炉、精炼炉操

作时间控制在规定范围以内， 保证火法生产全流

程顺畅，为提高产量创造条件。 （黄琨）

冶炼厂转炉车间优化生产组织提产量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通报设备巡检强责任

“负

785

米破碎站更换重板机链板一块，

液压站更换电磁闸， 管缆井制作两根木罐道

……”

12

月

23

日，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维修

车间机运班通过微信群通报当班各作业点设

备巡检情况，以此强化巡检人员岗位责任。

该车间机运班把班组微信群设为工作进

度竞赛平台，每日“晒”班组维修进度，营造良

好的竞赛氛围。 机运班设备巡检人员在负

785

米破碎站发现重板机部分链板弯曲变形等故

障影响生产， 维修人员利用

50T

机械顶将链

板平面校正 ，割除损坏的加强筋板 ，重新用槽

钢进行焊接加强筋板，修复后安装到重板机试

运行恢复了正常生产。 巡检中，维修人员在压

风机房巡检时发现

2

号水泵电机异常响声，诊

断为电机的传动轴承有故障。 维修人员拆除磨

损的轴承 ，更换新轴承 ，重装水泵叶轮及电机

后，开机试车保障了压风机水泵正常。 在压风

机房巡检时发现压风

1

号机油冷油器工作异

常 ，经维修人员处理 ，试车压风机冷油器恢复

正常。 （吴兵）

———冶炼厂电解车间年终生产冲刺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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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兵秣马创高效

决战决胜忙攻坚

众志成城夺高产

“冬季低温天气， 更需要我们把好现场质

量关，加强岗位巡检。 ”冶炼厂电解车间为生

产出高质量产品， 大家上班都会围绕指标成

本转，算一下班组“盈利”账单，每道程序完成

情况、每吨阴极铜的生产成本是多少，及时优

化和调整每个人具体的生产指标， 整天都是

“忙并快乐着”。“现在在日常生产中操作更加

标准化，而且班组的成本账是越算越细。 ”职

工胡泽伟说。

降本增效主体在班组，重在全员参与。 为

实现高产、稳产的生产目标，该车间制定了一

系列举措。 强化工艺制度执行，优化完善岗位

控制措施， 要求班组在稳定各项工艺控制的

基础上，根据阳极成分变化、生产装置的各项

参数，重新调整添加剂配比，以提升阴极铜质

量。 严格操作管控，班组每日制定操作措施，

推进落实绩效考评“赛马”机制，充分调动全

员积极性。 狠抓设备作业率， 抓好“设备点

检”，在岗位现场落实“挂牌”制，督促当班职

工及时点检，做好设备的定检、润滑与保养工

作，并制定激励政策，对日常点检中发现并处

理重大隐患的行为给予重奖， 对设备故障影

响生产的严格落实事故分析制度， 考核落实

到责任人， 确保机组设备作业率达到 100%，

为电解稳产、高产保驾护航。

该车间全员发力， 降本增效点线面齐开

花， 车间各个系统上演着一场与指标争高下

的“擂台赛”。 每天都在演绎着精彩的“比拼”，

力争让效益“颗粒归仓”。 截至目前，该车间电

流效率提高至 97.5%，直流电单耗比去年下降

了 5�千瓦时 / 吨铜。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创最好

水平。“目前，我们班组所有人员齐心协力，誓

要再创指标的新高！ ”“30 万吨”槽面班班长徐

振坚定地说。

亮剑“三违”保安全

“行车作业时， 应注意作业期间的相互配

合，防止出现人身伤害事故。 ”大板班班前会

准时召开，会上气氛异常热烈。 该车间把规范

班前会管理作为安全的第一关口， 每天利用

班前会组织人员学习，开展“三违”职工面对

面的“现身说法”活动，提醒职工遵章守纪、远

离“三违”，给职工最安全的保障。

该车间从安全教育着手，结合“百日安全

无事故”活动载体，积极宣传、引导、渗透安全

文化理念，开展“三违”人员帮教活动，耐心帮

教，摆事实、讲道理，四季度以来，先后帮教 50

余人次，让职工真心接受，转变思

想。 增强做好安全工作的主动性

和自觉性，实现从“要我安全”向

“我要安全”的观念转变，营造浓

厚的安全生产氛围， 确保实现年

度安全目标。

进入 12 月以来，气温骤降，车

间迅速开启“冬季生产模式”，认

真做好岗位冬防工作， 扎实抓好

蒸汽、 电解液、 电解槽的保温措

施，及时制定防寒防冻预案，避免

低温影响系统工艺控制， 确保阴

极铜质量的稳定。 加强机组行车

等设备的日常点检、 维护及隐患

处理，落实第一责任人，完善落实

设备防寒防冻措施及时排查发现

安全隐患，提升设备运行效率，为

设备安全过冬、 能源高质高效利

用保驾护航。

攻关改善添动力

攻关改善蔚然成风，小改小革成效

明显。 电解效率、残极率、电解电耗等指

标，哪一个有点“风吹草动”，都会影响

指标的先进性。 职工立足岗位，集思广

益，努力发掘每一个增效点。 目前，“30

万吨”职工建议宣传展牌上，已经贴满了车间

职工提出的各类合理化建议。“延长阳极泡

洗，清洗表面氧化物。 ”“敲打阳极耳部，防止

外贸紫杂阳极板阳极钝化”等合理化建议，折

射出职工攻关改善的智慧和热情。

各项攻关、技改优化层出不穷，大家群策

群力提高生产效率， 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

好举措。 比如，在老系统逐步使用外购紫杂和

双耳机退板，减少返炉成本，通过优化完善槽

面交接班制度、阴极铜质量跟踪、电解液成分

控制等措施，截至 11 月份，共使用废旧阳极板

10000 吨。

目前，车间已经完成“30 万吨阴极导电棒

的自主修复”“富余种板槽生产合格阴极铜”

“硫酸镍产能提升”等 40 余项课题攻关项目，

实施有效的挖潜措施，破解岗位技术难题，促

进了电解生产作业效率的提升。

人心齐，泰山移。齐心的口号喊出团结，奋

战的身影映出拼搏。 目前，冶炼厂电解车间全

体人员正以饱满的热情、坚强的斗志，迈进新

年，追梦奋斗。

（晨曦）

初冬的清晨，矿山的一切都笼罩在一层

缥缈的轻纱里。 见到徐新红时，他正在维修

厂房里焊接几块钢板。 当笔者要采访他时，

忙碌中的他回头憨厚一笑：“先等我把这几

块钢板焊好吧！ ”再次见到徐新红，他手里揣

着印满锈迹的手套， 边走过来边放下手套

说：“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由于刚刚干完

活儿，他额头上还挂着汗珠，认真而敬业的

精神，憨厚而自信的表情，给人留下深刻的

印象。

勤思 + 巧干 练就多面手

在维修工种中， 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金

电工、银钳工，打死不干电焊工。 电焊工每天

要面对扑面而来的呛鼻烟尘和刺得人睁不

开眼睛的灼目焊光，其苦累程度可见一斑。

徐新红在 20 多年的焊工生涯里， 练就了一

身好本领，不但焊工技术过硬，在其他方面

也是努力勤思巧干，练就了“多面手”。

2019 年 7 月的一天，徐新红与点巡检人

员到井下负 440 米进行日常巡检，在进入水

泵房的那一刻， 听到一声刺耳的声音，2# 水

泵电动闸门丝杆严重变形，导致水泵无法正

常运行。 当即询问操作工怎么回事，为什么

不及时停车。 水泵操作工当时也愣住了，觉

得很委屈。 由于电动闸门没有限位装置，在

手动操作过程中，没有来得及停车，导致此

次事件的发生。 徐新红左右察看了电动闸门

受损部位， 发现里面的轴承已经全部受损，

铜螺母和丝杆报废， 这台电动闸门基本上报

废了。 想到这，他真心觉得很可惜，一台电动

闸门价值 1 万元左右， 就是因为操作失误导

致报废， 真的太可惜了。 能不能把轴承进行

更换？ 能不能加工一根丝杆？ 能不能加工一

套铜螺母？ 能不能加装一个限位装置？ 这些

问题在他脑海中一个个地闪现。 作为一名基

层管理人员， 他既当焊工又当钳工， 带领同

事通过测量尺寸、制作加工，利用 5 天时间，

重新组装了一台电动闸门， 在安装上去的那

一刻， 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当试车成功的

那一刻， 心才放下来， 脸上也露出了满意的

笑容。 随后， 又着手对已经报废的三台电动

闸门进行了修复， 共节约备件成本 4 万元，

创效价值 36680 元。

执着 + 苦干 攻关解难题

“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放弃一定失败，检

查修理好每一台设备， 认真处理好每一次故

障， 优质高效地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 这是

“憨班长”徐新红的人生格言。 怀着这样一种

信念， 他早已记不清为解决一个个生产难

题，多少次在生产现场勤思苦想。

2019 年 5 月， 随着防汛工作的临近，维

修车间接到的指令是将井下负 260 米已使用

长达 5 年的清仓压力过滤机整套系统搬运到

负 440 米配合水仓的清淤工作。 面对这项时

间紧、 任务重的工

作， 徐新红勇于承

担， 在接到任务的

那一刻， 话不多的

他就开始着手研究

如何才能将设备安

全地安装到现场。

针对主体部分长 6

米，宽 1.8 米，重约

9 吨 的 压 力 过 滤

机， 不到 2 天就制

定出包括解体、运

输、安装、试车在内

的整套方案， 并得

到领导的肯定。 此

次任务的难点在于

平衡解体、运输、安装三者之间关系，既要节

约时间又要利于运输。

为此，他每天都是两个现场往返，晚上再

根据当天的进度来制定第二天的作业内容和

细节， 小到包括一颗螺杆的大小长短都能在

他的工作笔记中找到， 熬到转点才休息是常

态。正是他这种敬业奉献的工作态度，此次清

仓压力过滤机解体安装任务仅用 10 天就圆

满完成，并一次性试车成功，比原计划提前 5

天，为该矿安全度汛打下了坚实基础。

“设备不出故障，生产任务能够安全顺利

完成，就是我最大的心愿。”采访结束，当笔者

问到他有什么心愿时，“憨班长” 徐新红没有

豪言壮语， 只用这句简单朴实的话语道出了

自己的心愿……

（占亚芬）

勤思巧干的“憨班长”

冶炼厂电解车间在全力跑好

2019

年最后的“百米冲刺”进程中，车间班组咬定目标不放松，各岗位层层落实责任，做到“班班有

任务，人人有指标”，呈现出你追我赶的良好局面，生产热潮可谓一浪高过一浪，奏响了一曲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火热之歌。

———矿业分公司丰山铜矿维修车间值班长徐新红二三事

岗位人员在槽面精心操作。 邓小辉 摄

人物档案：

“ 憨 班 长 ” 名

叫徐新红， 是矿业分公司丰山

铜矿维修车间的一名值班长 ，

也是矿里为数不多的焊工技

师， 由于他为人忠厚， 不善言

谈，对待工作有一股子“憨劲”，

平日里只知道累活、 脏活一马

当先地带头干 ，从

不叫苦喊累 ， 大家

都亲切地称呼他为

“憨班长”。

徐新红在巡检主

井设备。

占亚芬 摄

岗位人员严格出铜作业。 邓小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