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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在改善后的平台上捅矿。

在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选矿车间

中细碎厂房， 生产一班职工付志忠握

着钎杆在 CS440 破碎机东、 西两侧的

平台上来回捅矿， 安全便捷， 方便自

如。 付志忠和同事评价 CS440 破碎机

捅矿平台改善后“安全可靠， 深得我

心”。

什么样的改善， 让职工如此“心

仪”？

原来的 CS440 破碎机只有靠破碎

腔南面的捅矿平台。 这一个捅矿平台

像英文字母“I”，连着 CS440 破碎机。

破碎腔呈圆形，当矿石含泥较多、黏性

变重时，破碎腔内壁均粘满矿石，需要

人工捅矿作业。每到此时，职工只能站

在破碎机唯一的捅矿平台前， 清理破

碎腔内壁矿石。 复工复产后，3 月 24

日一早， 由于矿石较粘、 水分较大，

CS440 破碎机开车时破碎腔频繁被矿

石堵塞。大家铆足了劲赶产补产，却碰

上矿石性质不佳这一拦路虎。 为防止

流程不畅，岗位职工不得不频繁捅矿。

可这破碎腔南面短短的一截平台，对

东、 西两侧的矿石堵塞使不上多大劲

儿。要将东、西两侧破碎腔内粘矿彻底

清理干净， 只怕要冒险坐在破碎腔体

边缘上捅矿才行。 有职工眼瞅着捅矿

效果不佳，急得跳脚，就想着蛮干。 但

很快就被班组长和安全员断然否决：

“不行！ 太危险！ ”“破碎腔离地面有 3

米来高，周边没有系安全带的位置，怎

么能冒险蛮干！ ”

产量任务再紧也不能冒险蛮干，

但，这困扰生产的捅矿平台问题，该怎

么解决？

发现隐患就要及时整改。 生产一

班班组长立即组织部分班组长与班组

骨干讨论制定捅矿平台整改方案。 既

然矿石性质不能左右， 最彻底的解决

方案是，在需要捅矿的破碎腔东、西两

侧，做平台。“捅矿平台，我们自己做！”

大家豪气冲天。

大家提出平台改造方案：在原“I”

型平台的基础上，分向左右两侧延伸，

形成“Y”字形，把破碎机破碎腔的东、

西两侧均围起来。 班长皱着眉头思索

了一下， 提出改进建议：“我们既要保

障岗位人员捅矿作业安全性， 还要考

虑到不能影响 CS440 破碎机拆机检

修。 ”

“对对对，我怎么忘了，捅矿平台

焊死的话， 破碎机拆机检修就没有活

动余地了……”

“这好办，平台不焊死，做活动的，

用螺丝坚固。 需要拆机检修，取螺丝就

行。 ”班组分管安全副班长张俊提出改

进建议。

“破碎腔东侧靠近楼梯，破碎机拆

机了也不会从这里下放到地面。 我建

议把活动平台放在西侧。 ”职工韦红武

的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最终形成的方案是： 改碎碎机“I”

型平台为“Y”型，破碎机腔体东侧平台

固定，西侧建成可拆卸的活动平台，便

于破碎机维修。“副班长张俊负责制作

捅矿平台，石教标、徐林配合。 制作过

程中注意安全。 ”班长作出安排。

当天下午开始， 张俊和班组骨干

量尺寸、下料、焊接……其他职工看守

岗位，生产和捅矿平台改造两不误。

经过 18 小时的奋战，3 月 26 日，Y

型捅矿平台制作完成。 破碎腔西侧的

活动平台经现场检验，方便灵活。 在平

台南侧的栏杆上， 他们还制作了一个

钎杆插放处。 职工付志忠从栏杆上顺

手取出钎杆，在破碎腔东、西两侧进行

捅破，捅矿作业不受限制，全程安安稳

稳。 且改造后的平台更便于多角度检

查破矿腔腔体内的情况。 付志志捅完

矿，将钎杆插回原处，伸出大拇指：“我

们自己做的，安全！ 方便！ ”

（梅晓艳 熊波）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选矿车间生产一班

捅矿平台安全“变身”记

CS440

破碎机捅矿平台改善前。

4

月

10

日，新疆汇祥永金公司党委负责人带队到

丰山铜矿开展工作对标交流。 新疆汇祥永金公司工作

对标交流共分为安全管理 、综合管理 、财务管理 、选矿

及生产调度四个小组， 他们分别深入该矿采掘车间井

下负

380

米南北缘、选矿车间、生产调度、财务科、仓储

库房以及职工食堂等工作现场查看井下现场安全管

理、选矿生产组织、生产用电、人员配置、主要经济技术

指标、成本与仓储管理、劳务费管理以及职工食堂运营

管理，双方就工作特色亮点工作进行互相交流，特别是

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 、稳定外用工队伍 、挖潜节支以及

“过紧日子”的工作措施等工作情况交流，互相学习，取

长补短，促进矿山单位又好又快发展。 （刘鑫涛）

矿业分公司两家矿山单位开展工作对标交流

4

月

15

日，矿业分公司召开一季度经济运行分析

会，要求该分公司上下坚定信心，努力实现“任务不减、

目标不降”奋斗目标，把疫情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会上， 矿业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该分公司一季度

产品产量 、主要经济指标 、安全管理 、成本费用等生产

经营完成情况进行了分析说明。 该分公司主要负责人

对产品产量、开源项目、大集体改制、市场化对标、安全

环保、疫情防控、作风建设和能力建设等提出了八个方

面的明确要求，要求该分公司上下一门心思抓落实，加

快推进生产经营各项工作。 该分公司党委负责人就贯

彻落实会议精神 ，提出了充分认清当前形势 、树立 “过

紧日子 ”思想 、严守安全环保红线 、提升党建工作水平

等四点要求。

进入

2020

年以来 ， 该分公司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 ，主副产品产量大幅减少 ，成本控制异常紧张 ，利润

指标较全年预算进度目标存在较大缺口， 目前正全面

落实 “过紧日子 ”措施 ，全力推进补产增效 、成本管控

等，力争实现生产经营赶上进度目标。 （秦霄）

矿业分公司召开一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会

一季度， 金格物流铁运分公司面对疫情防控的严

峻形势，狠抓安全管理，认真组织装车发运，在新客户开

发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季度集装箱铝锭、粗铜及铜

杆类发运

18000

吨，顺利实现首季开门红，为走向市场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该分公司秉承“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的经

营理念，全力以赴拓市场。 一方面精心策划制定《铁运市

场化业务开展方案》，主动适应市场招标形式，抓好竞争

对手摸底与预测，积极主动投标，用市场方式获得、扩大

市场业务份额。 另一方面加快意向顾客走访、引入，进一

步扩大到发站集装箱业务量。发挥铁路运输

B

类资质和

优惠价政策，利用机车车辆、货车运输、人员技术等资源

优势，主动出击。

4

月初与大冶华鑫实业钢铁有限公司合

作制定公铁联运优化方案，优于原有运输方案，成本下

浮了

10%

，与湖南怀化、安徽合肥等客户就公路联运服

务方式发运钢材业务达成了合作协议。

目前，该公司承接了大冶华鑫实业有限公司销往湖

南怀化、安徽合肥地区的钢材发运业务，预计年发运量

3

万吨左右。 （祝丽琴）

金格物流铁运分公司

实现首季开门红

“节约达人” 的“降本经”

“咱们修复的

4

把手动打磨机已经派上了大

用场，可节支创效

4000

元。 ”

4

月

12

日，在冶炼厂

电解车间种板班，废旧打磨机被“节约达人”们修

复“上岗”，种板班人员满心欢喜，说起这事儿还得

从头说起。

种板手动打磨机是种板岗位人员修复钛板花

板的重要工具。由于钛板打磨的灰尘、矿物杂质经

常会钻入机身，影响电动传输轴的效果，造成制动

系统故障， 一台打磨机价格可不便宜， 价格在

1000

元，成本消耗大，这让大家有些着急。

“我们要把‘过

紧日子’ 的思想落

在实处，咱们试试，看看能不能省下这笔钱！ ”听完

班长李东的建议，大伙儿们马上行动起来，决心降

服这个“闹心事”。

“怎样攻克这一难题？ ”李东一遍遍跟踪工艺

制作流程，组织技术骨干在工作之余开起了“诸葛

会”。 “这样吧，姜飞、刘洪涛，带上工具，我们找个

旧打磨机进行拆卸一下， 看看能不能有新的发

现。 ”“诸葛会”会上，李东召集大家各抒己见想办

法。

说干就干， 大伙一有时间就在现场琢磨。 机

架、抛光轮盘、动力装置，几个人一步一步对打磨

机进行解剖，弄清设备结构。 “我们能否两套废旧

打磨机重新组装一下， 说不定能组装成一台完好

可用的打磨机呢！ ”李东灵机一动，快乐和兴奋又

洋溢在他的眉梢。

“对呀，这样咱们就不用换新的了，我这就去

拿，你们等着我！ ”刘洪涛

说完赶忙去了工具柜，将

废旧打磨机收拾出来。 有了思路，马上付诸行动。

在大伙的配合下， 小心翼翼地将两套废旧打磨机

进行拆卸，把内部电机的污垢进行清洁，将可用零

件组装成一台，对破损壳体进行互换、使用密封件

进行密封处理，就这样一个崭新的手动打磨机“横

空出世”了。

“班长，咱们赶快试一下它效果咋样？”望着他

们的成果，刘洪涛迫不及待地向班长李东说道。随

着电力线路链接启动， 打磨机又能轻快地运转起

来，钛板上的杂质被打磨的分外齐整光洁。 “欧了，

节约费用再进账！ ”看到一个个旧零件重新

"

活络

"

起来，拼装而成的四把打磨机“上岗”了。大家的心

情喜悦得像喝了蜜似的。

姜飞拍了拍脑门笑着说：“只要肯动脑， 就没

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节约无小事，积少成多、聚

沙成塔，时间长了算下来就是一笔可观的费用

!

”

见难题迎刃而解，李东再一次鼓励大家，他的话也

赢得了班组人员的阵阵掌声。 （晨曦）

线上线下形式多 国家安全心中记

公司开展“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

4月 15日是第五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今

年的主题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传统安

全和非传统安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

坚强保障”。为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使

公司广大职工更多地了解国家安全相关知识，增

强国家安全意识，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安全，保守

国家秘密的义务， 公司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

采取线上与线下宣传相结合的方式， 多措并举，

在全公司掀起“4·15”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

的热潮。

线上发挥网络优势

公司普法办转发了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关

于开展 2020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普法宣传活

动的通知》， 要求各单位通过微信公众号、 微信

群、QQ工作群等各类线上平台，积极推送与人民

群众相关的《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反恐怖主

义法》《网络安全法》， 以及《安全生产法》《消防

法》《交通法》等法律法规。 同时，公司充分利用

“中色大冶”微信公众号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

发布“国以安为宁，业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人

人维护国家安全， 家家享受幸福生活”“居安思

危，共筑国家安全防线”等宣传标语。公司还通过

公司电视、 微信公众号播放国家安全公益宣传

片，刊登“防控疫情，法治同行”挂图，汇总整理当

前防控工作有关的法律规定，形成了有关法律知

识问答二十三问等，向广大职工宣传国家安全教

育知识，通过开展线上学习宣传教育，增强广大

职工的国家安全意识。

4月 15日，公司普法办工作人员通过普法工

作 QQ群，分享制作好的“防控疫情、法治同行”挂

图和国家安全知识题库。她说，为切实增强公司广

大职工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和能力， 公司普法办

结合现阶段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在“中色大

冶”微信公众号平台推出国家安全知识题，鼓励大

家通过学习掌握并巩固国家安全的基本知识。 大

家在学习之余纷纷通过转发朋友圈、 分享好友等

方式，积极宣传普及国家安全知识，营造了浓厚的

“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氛围。

线下注重活动实效

在做好个人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公司各

单位线下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宣传活动正在稳步

开展中。 4月 15日，矿业分公司丰山铜矿开展主

题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传统安全和非

传统安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

障”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 该矿一方

面组织职工学习观看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

片；一方面通过悬挂国家安全宣传横幅、利用显

示屏、板报橱窗等宣传阵地进行线下宣传，教育

引导职工不断增强国家安全意识，营造良好的法

治环境。 在金格物流汽运分公司，该分公司联合

交警部门向广大职工普及交通安全法规和文明

驾驶知识。 在一辆硫酸运输车旁，驾驶员向大家

介绍起了危化品运输车的特点和特征，向大家普

及了车上各种标志和提示牌的具体含义等有关

知识。交警则向大家介绍了安全文明驾驶应该注

意的事项，对相应违反交通法的现象和处罚规定

一并进行了细致讲解。

如何防范新冠病毒衍生的安全风险？在冶炼

厂电解车间，大板班班长高玉利每天早早来到岗

位，主动当起了“体温检测员”和“防疫督导员”。

虽然疫情防控形势趋向好转， 但在高玉利看来，

这次新冠病毒就是危及生物安全因素，而应对疫

情涉及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响应行动。他仍坚持做

好公共卫生区域的消杀工作，每周都要配满一大

壶消毒液，穿梭在走廊、操作室、卫生间、操作岗

位等各个区域，一个死角都不放过，守护大家的

健康。他说，大家要继续保持疫情防控的警惕性，

不麻痹，不放松，不信谣，不传谣。 继续保持出门

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注意社交距离、不聚集

的好习惯。 高度重视安全问题，做到疫情防控和

生产经营两手抓，为实现全年生产经营目标贡献

一分力量。

公司普法办负责人说， 通过线上线下开展

“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把总体国家安

全观融入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让公司广大职工

以高度的思想觉悟和自觉行动担负起维护企业

安全的使命，为公司生产经营筑起一道牢不可破

的安全防线。

（占亚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