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2

日， 在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井下

-

545

米中段， 该矿采矿车间采矿生产班职工和

负责本区域工作的管理人员，在各采场、作业点

忙碌着。

保安全、保产量、降库存、争利润、抓对标、

促改革，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该矿六项中心

工作难上加难。在复工复产之际，该矿党委发出

“起步即冲刺、开局即决战”动员令，吹响前进的

冲锋号。 采矿车间党总支迅速开展 “项目化党

建”主题活动，服务市场化大包和安全生产不偏

移。 井下

-545

米到

-605

米中段是该矿

2020

年

主要生产中段， 也是采矿工艺优化应用推进的

中段，中深孔采矿应用比例达到近

70%

。加上由

开采深度深，岩层地压活动频繁，采场基本实行

全断面锚网支护，保安全、保任务的双重压力凸

显。 负责井下

-545

米到

-605

米中段的采矿生

产班支部开展“市场大包我争先主题

+

”活动，

充分调动党员创先争优的积极性。

挂职干部讲担当

在

-545

米中段四分层，党员、采矿车间挂

职副主任熊国雄与生产管理科现场组两名技术

人员用全站仪对

5501

采场

4

月作业量进行验

收。

从普通技术员、 工程师到挂职采矿车间副

主任，一路走来，熊国雄的成长离不开党组织的

悉心栽培。 眼下，正是矿山最困难的时刻， 也正

是考验他的时刻。 作为采矿车间分管技术的挂

职副主任，熊国雄冲在技术服务生产的一线。这

个中段和

-605

米中段是他的分片区域，也是车

间全年最关键的作业区，他每天早早下井，协调

处理区域的各种问题， 忙到下午四、 五点才升

井。

5501

采场已完成前期安排的作业任务，按

车间市场化大包方案， 需要及时对作业量进行

核算，将职工的劳动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收入，激

励职工想方设法提高产量。 早上

8

：

30

，熊国雄

已经和生产管理科的夏天池、 陈庆华背着全站

仪到了四分层分段平巷口。

“进去要注意安全。 我们测图时，先从分段

平巷导点至采场口，再测采场轮廓，保证测图的

准确性。 ”熊国雄，在安全上提醒夏天池和陈庆

华，对接下来的测量工作也作出了安排。小夏和

小陈仔细观察环境后，点点头，架好全站仪，一

人导点，一人测量。 激光从全站仪射向定位点，

在二者之间画出一道红线。 每完成一个点的测

量，做好记录，熊国雄和小夏、小陈进行简洁地

交流，换一个测量点。

完成

-545

米中段的工作，他和小夏、小陈

向

-605

米中段走去。 敦实的身影消失在通往

-

605

米中段的斜坡道。

劳模机台“我先上”

在

5501

采场，余国富和郭怡修这对搭档今

天要打处理眼，保证采场顶板安全。

5501

采场矿石性质为含磁性铁的火成岩。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井下停钻，该采场一直

处于停滞状态，采场顶板岩石风化，形成裂缝。

不及时处理，易发生冒顶。 生产进度虽然急，但

这种情况，绝不能冒险蛮干。 中色集团劳模、采

矿生产班的余国富带着他的机台打处理眼，解

决顶板裂缝问题。

打采场片处理眼，基本上没收入。 “为了安

全，没收入也要打。 顶板安全了才能作业，才有

效益。 ”余国富想得很简单，这种“亏”必须要吃。

装好

2

根临时支护的液压柱后，郭怡修打开风、

水管路进行检查，确认无误后，和余国富一起为

钻机连接风、水管。接好后，余国富架好钻机，郭

怡修将钎杆头以

30

度的低角度，抵在顶板的某

一点上。 余国富开动钻机，钎杆飞旋，不断往岩

石里“钻”。近乎平行的角度，可有效控制顶板造

型，避免处理“过”了。 郭怡修待钻杆稳定好后，

退到余国富身后，一只脚帮他顶着气腿，稳定钻

机，一边抬头观察采场顶板、两帮的情况。 任何

时候，安全都不能掉以轻心。 打好一个眼，两人

合力拖动钻机，将钻杆从打好的孔内退出，按技

术要求，定好第二个眼位，重复打前一个眼的动

作和过程。默契的配合不需要太多语言的交流，

采场内，只听得钻机的轰鸣。

这次要打

4

、

5

个处理眼，下午爆破，为明天

上午进行锚杆锚网联合支护做好准备。届时，这

个

200

平方米的采场可采

2000

吨左右的矿石。

青年党员练“智”功

在

-545

米中段四分层的

5510

采场， 设备

组党员张砂和采矿生产班陈年丰、方贵成一起，

加强对新进设备

CMJ1-14

型掘进液压凿岩台

车的操作学习。

该矿不断优化井下采矿方法， 通过机械化

作业提高采矿安全性和效率。 这台掘进凿岩台

车在去年底进入井下试用， 为后期推广应用做

准备。像张砂和陈年丰这样的年青党员，是学习

探索井下机械化、智能化作业的生力军。

头一天，陈年丰向张砂反映，掘进台车遥控

器操作几分钟后电源断电。张砂带着问题，一早

就和维修工杨勇来到

5510

采场，排除遥控器电

源断电故障，以及调节凿岩机脉冲油的流量。

解决问题后，张砂站在作业面前，一边回头

喊：“进！ ”一边打手势示意陈年丰操作掘进台车

前进。陈年丰脖子上挂着遥控器，眼睛盯着张砂

指挥的方向，两手操纵着遥控器上的各个按键。

这个像游戏机手柄一样遥控器， 是他现在进行

技术水平“升级”的“道具”。在他的操作下，掘进

台车前进至作业面，钻杆带着水流，向岩层深处

探索。

“及时关注台车脉冲油的流量……”“要关

注脉冲油壶的油位， 脉冲油没有给台车进行润

滑， 坚决不能作业……” 在掘进台车作业过程

中，张砂一边关注台车的状况，一边向陈年丰提

醒注意事项。

一上午就在不断的探索中结束。 下午升井

时， 张砂还提醒陈年丰：“遥控器要跟人同上同

下，放在井下容易受潮。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

里。年青党员以推进井下机械化、智能化作业为

己任，为矿山的发展一步步努力前行。

（梅晓艳）

4

月

16

日清晨

7

点 ，在

40

万吨项目建设工地上 ，

浅浅的水洼里映着天光云影还有钻机笔挺的身影 ，设

研公司承担的详勘工作也随着“突突”的钻机打钻的声

音，进入了新的一天。 许玲燕提上厚厚一摞《岩土工程

钻探编录表 》，来到了工地上 ，今天 ，她有几十个钻孔

要进行编录。

为了抓紧

40

万吨项目建设进度， 在

3

月

16

日全

面复工复产的第一天 ， 设研公司地勘测绘的

12

名管

理、技术人员就收拾行装，住在了

40

万吨项目现场。他

们每人负责

5

、

6

台钻机的数据编录 ， 钻机每次换钻 ，

就必须马上记录钻孔岩土层情况，确保数据准确。一个

钻孔

20

余米深，钻机钻探

2

米就会提钻一次，而

40

万

吨工地上，要打

1000

多个钻孔。钻机开到哪里，他们就

跟到哪里。在这个队伍里，有

10

名党员，许玲燕就是其

中之一。 工地空旷风大， 又顶着太阳晒， 为了避免晒

伤 ，她从头到脚包裹得很严实 ，可即使是全副武装 ，她

手上和脸上也难免被晒得通红，工地上没有卫生间，她

只能尽量少喝水。 许玲燕和参加详勘的同事们心中都

有一个想法：自己辛苦一点不要紧，但是工作进度不能

落下。

“

640

号钻孔 ， 回尺深度 ：

8

—

10

米 ， 换层深度 ：

8

米 ，岩土及贯标样描述 ：中风化页岩 ，深灰色 ，岩芯较

破碎 ，多呈碎块状 ，局部短柱状 。 ”许玲燕赶在钻机刚

起钻的时候， 来到了位于工地东南边的

640

号钻孔这

里，分析观察钻机带上来的岩土层性状，做好记录。

“许姐，我在西北角的

241

号钻孔，请你来一下，钻

机刚打上来的岩土层和平时的有些不一样。 ”

“马上到！ ”

许玲燕接到同事的电话 ，转身

朝西北边走去。 此时已近晌午，日

头正烈， 热气笼罩了整个工地，全

没了清晨时分的凉爽 。 从

640

到

241

号钻孔 ， 直线距离最少一千

米，许玲燕一路赶，口干舌燥，只打

开水壶小小抿了一口。

“这层岩土比工地上常见的页

岩颜色更深，纹理也不一样。”到了

241

号钻孔，许玲燕一眼看出了不同 ，又把样品放在手

里摩挲掂量 ，“硬度也比页岩更大 ， 岩芯可见溶蚀孔

穴，应该是灰岩。 ”

“这里周围都是页岩，怎么会突然出现灰岩？”同事

不解。

“

40

万吨工地的东北角有灰岩分布 ，我做过编录 ，

241

号钻孔处于精矿仓东北区域地段 ， 也可能有灰岩

存在。 ”

说罢 ，许玲燕拿出盐酸 ，滴在样品上 ，岩石表面剧

烈起泡。 是灰岩无疑了。

“谢谢许姐，你真棒，是我们的表率哇！辛苦啦！”同

事道谢。

“我也只是看得多一些。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岩土层

并不是单一的，要相信自己的判断。 ”许玲燕笑着鼓励

他。

“下一个钻孔是———东边的

781

号。 ”许玲燕又向

目标赶去，她准备编录好这一个再去吃饭喝水，不能落

下上午的计划进度。汗水从她的额头又冒了出来，正午

的阳光照得周遭的景物发白，“希望工期顺利， 我也能

早点白回来。 ”

“你在

40

万吨详勘的样子，最美！ ”在大家心里，认

真工作的她，晒黑了也美。 （刘飞 刘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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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

熊国雄（左）和夏天池

在使用全站仪测量。

▲

▲

劳模余国富机台在

打

5501

采场处理眼。

▲

张砂 （左 ）和陈年丰

（右 ）在

5510

采场进行

掘进台车的操作探索。

“复盘， 就是对已经完成的工作进行分

析和推演， 让过去告诉未来做事的方法，在

工作中，善于应用复盘的方法，能够有效地

把事情琢磨透、做成功。 ”这是

4

月

13

日，职

教中心王顺老师为公司第三期管训班学员

用复盘思维进行课题研究讲课时的一幕 。

“复盘”这个新鲜工具，顿时引起了学员们的

热议和学习兴趣。

职教中心周密安排课题研究学习计划，

4

月

13

日至

24

日，管训班开展了为期两周

的党建管理、安全环保等课题研究。 管训班

认真学习了公司党委书记翟保金在公司党

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会暨一季度

党建工作例会上的讲话 。 结合公司党委

2020

年党建及安全环保工作要求， 深入基

层、针对实际，开展融入式课题调研。在班主

任老师的精心辅导下，各小组学员采用了新

学习的“复盘”工具等方法开展课题研究。

部分学员到冶炼厂转炉车间 、 电解车

间，设研公司，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公司宣

传部等单位，开展了党建和安全环保主题调

研访谈、面对面座谈、问卷调查，实地观摩。

学员还围绕主题在本单位开展了调研。两个

班级

12

个小组在完成课题研究初步成果

后，开始了课题复盘，按照标准复盘的回顾

目标、评估结果、个人陈述、众人设问、分析

原因、总结规律、案例佐证、复盘归档八个流

程开展。 “这起氨气泄漏事故案例，该类应急

救援预案中人员紧急疏散、撤离应包括哪些

内容？ 应急准备要素的要求是什么？ 在预案

编制和预案管理中存在哪些问题？学员夏磊

明在课题复盘陈述危险源事故案例时，向小

组学员进行了设问。 ”如何提升支部党建水

平，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上发挥党建

的最大价值？ ”学员袁欢在党建课题复盘中

回顾目标。 “党内活动载体如何创新，让党员

作用发挥到极致？ ”学员刘建新进行了案例

佐证。

管训班学员利用学习到的 “复盘 ”管理

新思维方式，开展课题调研，形成了《创新基

层党建载体，争当示范党支部》《推动“学习

型、服务型、效能型”机关党支部建设》《管理

人员的安全管理思维研究 》 等一批管理成

果。

根据管训班学习安排

,4

月

26

日起将开

展为期两周的生产质量、企业文化等课题研

究。

（管训一班 徐芳玲 ）

▲

管训班学员到冶炼厂学习观摩党建文化。

▲

管训班班主任老师现场指导学员开展课题调研。

4

月

20

日，经过职工投票和专家评审

两个环节的评比，冶炼厂组织开展的“最佳

墙绘”比赛活动落下帷幕，标志着该厂主干

道

65

米围墙美化工作圆满完成，为厂区增

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该厂为做好厂公共区域视觉形象的优

化美化工作， 充分调动厂干部职工参与厂

容厂貌提升工作的积极性，营造昂扬向上、

团结和谐的文化氛围，开展了“最佳墙绘”比

赛活动。 墙绘主要由熔炼、转炉、电解、稀贵

等

8

个党支部（总支）结合车间工作特色亮

点或历史文化，展示标志物、产品、党建、企

业文化、精神文明、先进人物等方面的内容。

绘制前， 各单位紧扣公司企业文化形

成书面设计稿， 在广泛征求和听取职工意

见作出修订后形成定稿，报厂相关科室，统

一审核实施。 墙绘作品完成后，该厂在“冶

炼熔炉”微信公众号上进行集中展示，并组

织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 对优秀作品给予

奖励。 （鲁方昆）

冶炼厂文化墙绘妆点绿色厂区

4

月

9

日至

17

日，后勤中心党委运用

“小程序”开展党支部共建活动，为该中心

锦鑫物业园林绿化公司对外承接的铜花小

区绿化项目进行现场维护。

此次绿化项目旨在为铜花小区

850

棵

大樟树及部分银杏树、 合欢树进行绿化修

整。活动作为线上主题党日的延伸，运用了

新媒体形式，组织党员线上共建，运用“小

程序”组织党员“抢占”活动名额，党员们可

根据自己本岗工作任务及时间安排灵活选

择值守时间点，信息准确，方便快捷，合理

利用人力资源，工作效率大幅提升。

本次该中心参与“小程序”线上共建的

党员达到

20

余人， 为该项目顺利完成施

工、消除现场隐患提供了多项支持，获得了

小区居民的好评。 （刘姗姗 魏琴）

后勤中心运用“小程序”开展党支部共建活动

4

月

17

日，矿业分公司萨热克铜矿人

员一行到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采矿车间、

选矿车间开展共建交流暨采选工艺提升专

题研讨。

当天，萨热克铜矿人员一行分为两组，

一组深入该矿采矿车间井下实地考察了

-

545

米中段

5510

采场小型凿岩台车、

5516

中深孔施工和

5502

中深孔一次爆破成井

的作业现场， 就提高中深孔采矿方法进行

了探讨交流；升井后，结合公司内审标准，

围绕创建“三型”党组织、市场化大包、采矿

技术、充填工艺等进行共建交流。另一组来

到该矿选矿车间参观磨浮厂房， 了解该车

间的工艺流程、生产组织、设备设施情况。

在交流现场， 双方就党建工作如何与生产

经营进行高度融合、 选矿工艺纪律执行过

程的考核、优化班组绩效考核的具体办法、

市场化对标分解落实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

讨。此次共建活动，进一步加强了两家矿山

学习交流，达到了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

同提高、共同成长的目的。

（李从尧 周志刚）

矿业分公司两家矿山开展结对共建促发展

许玲燕及时

录入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