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选矿车间职工“五一”期间坚守岗位。 梅晓艳 摄

演

练

圆

满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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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迅速集结。 刘鑫涛 摄

5

月

6

日， 后勤中心相关负责人在该中心会议

室与湖北嘉瑞新能源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举行大冶

有色液化气业务退出合作协议签字仪式。 本次签约

标志着有着

40

余年历史的公司液化气业务即将退

出市场。

据悉， 公司液化气业务从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

至今， 为公司广大下陆地区及矿山职工家属提供液

化气服务

40

余年。 随着公司职工生活区即将全面开

通天然气，根据“聚焦实业、突出主业、专注专业”的发

展思路及大冶公司“两主两辅”产业格局要求，液化

气业务将在今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退出。

为了做好液化气业务退出市场衔接工作， 按时

间进度要求实现退出， 该中心在保证液化气供应稳

定和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成立专班，周密计划，经过多

轮商谈， 与湖北嘉瑞新能源有限公司达成过渡期合

作事宜， 按市场化原则为公司职工家属区继续保障

液化气供应。

根据协议，嘉瑞公司为了保证职工用气安全，将

提供全新智能化钢瓶投入市场， 后勤中心也为该项

举措进行了广泛宣传。

（王开顺 魏琴）

公司液化气业务即将退出市场

4

月

30

日，在冶炼厂熔炼车间会议室，该厂举

办熔炼车间关键岗位技能培训班暨铜冶炼系统知识

培训班开班仪式，鼓励青年职工勤奋好学，加快岗位

成长成才步伐，为公司、厂改革发展增添动力。 该厂

相关负责人参加开班仪式，并做动员。

由于公司非洲项目和

40

万吨项目的陆续开工

建设，熔炼车间主操、副操、堰口、放铜、放渣等关键

岗位技能人才成了“香馍馍”，为公司输出了不少技

能人才。随着人才的输出，该车间关键岗位操作人员

新老交替出现断层，为提高青年职工操作技能水平，

该车间结合生产实际， 开展关键岗位技能培训和铜

冶炼系统知识培训班，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和课程，

同时为每名学员准备一本铜冶炼技术教材。 此次培

训是利用周末一天时间进行，培训期为

6

个月，参加

培训的职工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进行。

开班仪式上，该厂相关负责人结合工作实际介

绍了自己在冶炼炉台上成长经历， 鼓励参加培训的

50

名青年职工主动学习岗位知识，虚心求教，将理

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多实践，多思考，求真务

实，争取早日成为炉台操作能手。 （刘燕平 鲁方昆）

冶炼厂推进岗位技能培训强化发展支撑

4

月

29

日，阳新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

黄锡钢一行到矿业分公司丰山铜矿调研复工复产暨

节前安全生产检查。

调研活动中， 该矿负责人向黄锡钢介绍了该矿

一季度生产经营、疫情防控、职工返岗、现场安全管

理和外包队伍管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隐患排查

治理情况以及防汛备汛等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切实

做到“六个到位、五个坚持”，并表示严格接受属地管

理与安全生产监督， 切实抓好矿山安全生产与防疫

工作。

黄锡钢现场实地查看了解矿区环境卫生、 工作

场所消毒记录、职工口罩佩戴、人员体温监测、防疫物

资储备，以及安全生产设施后，对该矿复工复产与疫

情防控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充分肯定。 黄锡钢指出，

广大干部职工要做好疫情防控，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制，做到“两手抓、两手硬”，尤其是要进一步加强外包

队伍的安全监督管理，确保安全生产。

（李炼）

阳新县人大领导到

矿业分公司丰山铜矿调研复工复产

生产稳如磐

“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矿业分公司铜绿山

矿生产稳步推进，始终保持奋斗的前进姿态。 该

矿节日期间抓好作风建设，矿纪委对中层管理人

员到岗、公车封存和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进行

了检查，淡化节日气氛。狠抓安全不放松，在节前

开展了安全检查的基础上，强化现场管理，各分

区、各作业点，责任到人。 节日期间，该矿安全态

势平稳。 提前做好生产组织，采矿车间井下每天

50多台钻作业，以分区包保抓好现场管理，确保

台班工效，提高供矿量，降低矿石贫化损失。机运

车间协调好矿石提升，抓好重点咽喉部位设备正

常运转，保证流程畅通。 选矿车间在保证日处理

量的同时，错峰用电降成本，实行巡岗制保设备

安全、生产平稳。维修车间抓好采矿、机运车间设

备维护保养，为生产提供充分必要保障。 全矿上

下朝着生产经营目标，奋起直追。

“五一” 期间， 冶炼厂干部职工淡化节日气

氛，坚守岗位抓安全、保生产，争分夺秒夺产量、

齐心协力攻难关， 厂区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景

象。 为保证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平稳有序运

行，该厂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全面落

实安全责任，周密安排、精心部署，组织开展了节

前安全环保大检查，实行 24小时值领导班制度，

及时掌握本单位疫情防控、生产经营、安全环保

等信息，提前安排协调各项生产工作，狠抓各项

安全措施落实， 严密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确

保安全环保形势平稳。各单位抓紧当前生产有利

时机，精心组织生产，做好岗位挖潜等工作，同时

增加设备设施点巡检频率，保证设备高效稳定运

行，确保了产量不掉线，重点工作有序开展。

在“五一”前夕，金格物流汽运分公司得到通

知， 有两艘装载着公司铜精矿的船只将在 5月 1

日晚到达港口， 为了保障冶化生产的正常运行，

降低船只在港口停靠产生的费用。汽运分公司迅

速抽调部分普货驾驶员和管理人员组成突击小

队，放弃节日休假时间，以最短时间完成此次突

击运输业务。 为了遵守交通管制规定，运输只能

安排在晚上行驶规定的线路上， 汽运分公司 26

辆自卸车迎着夜幕向码头正式进发，车队排着长

队有序在码头装车，原路返回厂区卸货后马不停

蹄再次在码头装货， 每一趟来回需要一个多小

时。 为了合理安排好车辆的调度，汽运分公司值

班室两名调度员时刻紧盯车辆动态跟踪系统，随

时调动车辆和装卸两端秩序，最大限度做到衔接

顺畅。 截至 5 月 6 日，26 名驾驶员连夜奋战 6

天，每天工作都在 10 个小时左右，共来回码头和

冶炼厂精矿仓 500 多车次， 按期完成了总计

20709吨铜精矿运输任务。 确保了公司冶化生产

原料的供应，大大节约了船只和货物在码头的停

留时间，节省了运营成本。

安全不松懈

“天气炎热口罩还是要佩戴好。”“安全帽下颚

带未扣紧。 ”“请在此处设置警戒线，防止人员意外

进入造成伤害……” 5月 4日，在冶炼厂硫酸车间

制酸尾气脱硫提标工程项目施工现场， 车间安全

员和班长正在对外来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监管和防

疫检查， 确保节日期间外来施工人员安全规范作

业。 为加强“五一”期间的外包施工人员的疫情防

控和现场安全管理， 该车间对外包施工在车间属

地范围内的高空、动火、吊装等危险作业实行严格

审批并进行升级管理， 将施工作业现场作为督查

重点，重点检查施工现场环境卫生、测温、消毒等

措施和安全制度、技术措施的落实情况。 同时，建

立现场安全和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 每日安排安

全员或班长对现场施工人员体温检测、 操作室消

杀和安全环保进行督导检查， 对现场存在的违章

行为及时进行制止并拍照取证上传， 实现外包施

工安全 "可控、能控、在控 "，确保安全生产。

5月 2日， 在冶炼厂熔炼车间澳炉四班排班

室，职工正在抄写班组安全会安全学习内容，通过

日常被动“听”，到主动“写”，进一步增强职工对安

全知识的理解， 有利于职工对安全教训举一反

三。 以往， 该车间班组安全学习都是由挂点领

导、安全员、班长等，通过照本宣科或者讲述等方

式，对安全知识和事故案例进行教育，与会人员被

动的听，学习效果、理解内容“打折扣”。 为强化学

习效果，加强职工对安全学习内容的理解和运用，

该车间为职工定制、发放了安全学习记录本，让职

工在进行安全学习的过程中， 随时记录下重点内

容，有利于后期进行加深巩固学习效果。 会后，班

长通过 QQ群、 微信群等方式将每次安全学习内

容进行转发， 方便职工对部分安全知识和内容进

行记录，并简要写下安全学习心得体会。通过这种

学习方式，职工由“听”到“写”，达到二次教育的目

的，增强了安全学习效果，增强职工安全意识。

5月 1日，机电修造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前往大

冶铁矿深锥项目基地，对安全生产、项目复工和疫

情防控等工作进行检查督导。 该项目主要负责人

对安全生产等工作情况进行了详细

汇报。 该公司主要负责人要求高度

重视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 要层层

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预防为主，综合

治理，警钟长鸣，确保安全。 同时要

继续坚决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克

服麻痹松懈思想， 做细做实施工现

场消毒、 个人防护措施以及外来人

员的测温登记等工作， 要一手抓疫

情防控，一手抓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推进施工进度， 将疫情耽误的工期

抢回来。

攻坚进行时

5月 5日， 在设研公司分析检

测中心实验室，

职工正在练习

合质金分析，提

高黄金分析检

测的准确度，降

低黄金损耗，保

证黄金分析质

量。 设研公司上

下紧紧围绕“过

紧日子” 的思

路，立足本职岗位，制定详细计划，努力提高工作

效率，在保证高质量完成任务目标的同时，不断提

升技术水平和能力素质。 干部职工充分利用“五

一”小长假，完成了云锡压力管道项目共 540余张

图纸的出图、晒图工作，完成了铜山口碎石厂单体

钢结构部分的建筑结构设计，每日完成 1500个化

验数据，准确率达到 99.5％以上。 该公司工会还订

购了专业书籍，充实职工图书室，职工们抓紧时间

自学， 以更加过硬的专业技术， 为公司发展提供

“加速度”。

5月 3日，在冶炼厂硫酸车间四系现场，维修

人员正在维修、调试 3#冷却风扇，为战高温、夺高

产，设备稳定运行，平安度“暑”提供保障。 硫酸四

系有三台冷却风扇， 担负着制酸系统的冷却水散

热任务，随着气温日渐升高及产量压力增大，系统

散热负荷提升。 该车间一方面加强设备点检维护

力度，安排维修人员加班加点维护好降温设备，加

强外部冷却设备的管控；另一方面出台了《硫酸车

间循环水处理加药方案》，提供水质控制所需各项

参数和药剂投加频率及投加量， 规范循环水加药

操作， 以维护受循环水直接影响的阳极保护器的

使用效果，并对加药台账纳入工艺纪律检查，严格

考核，促进了设备设施的可开动率，为稳定高效生

产打下基础。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

最美丽。“五一”期间，公司各单位许许多多的干部

职工，依然坚守在岗位，他们以实际行动为奋力夺

取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双胜利贡献智慧和力量。

（综合报道）

编者按：

年年“五一”都相似，今年 “五一”不寻常。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造成的冲击和严峻的生产经营形势，

公司各单位分秒必争，以决战必胜的态度，把“五一”黄金周当作“抢产”黄金周。 “五一”小长假，公司上

下劲头不松，力度不减，接续奋斗，掀起了一场抢时间、赶进度，稳产量、抓安全、促发展的小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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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挥部：

尾矿库初期坝发现

管涌，跑浑现象‘严

重’，情况非常‘危

险’，需要立即进行

处置……”4 月 29

日早上 8 时， 矿业

分公司丰山铜矿尾

矿库值班长章正三

向矿防汛指挥部打

来紧急电话。

“你带领值班

人员做好现场准备工作，在初期坝西头入口

处设立警戒， 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尾矿库库

区，矿里将立即启动矿尾矿库防汛应急救援

预案， 实施救援抢险，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

全。 ”放下电话后，总指挥长叶世威拉响了警

报，启动了尾矿库应急预案，选矿车间停止

了生产，第一时间立即和当地驻村干部取得

联系，安排尾矿库周边群众撤离。

“险情”就是命令。 丰山铜矿抢险一队、

抢险二队、设备物资保障组、技术安全保障

组、 警戒协调组等各救援组 50 余名抢险突

击队员迅速集结，赶往尾矿库展开应急抢险

工作。 一场激烈而又艰巨的尾矿库“抢险会

战”应急救援演练悄然打响……

在技术安全保障组的指导下，抢险一队

在管涌处冒水孔周围， 用土袋围成低堰，往

孔内填反滤料与粗砂， 由于管涌处涌水量

大，粗砂装填去之后，立即被涌出，眼看管涌

水量越来越大，形势非常危急。

抢险二队迅速装填救援物质， 扛运砂

土，运送救援物资，技术安全保障组建议先

用土工布袋覆盖，然后再装填碎石、块石，控

制管涌向外高压喷水之势，再按级配填筑略

高于原地面。 然而未能达到理想效果，管涌

处的砂浆还是源源不断地向外喷射，为确保

尾矿库坝堤安全， 救援人员一边堵塞管涌，

一边努力思考更加完美的解决办法，技术安

全保障组现场勘察分析，通过采取清除部分

上层粗石块，再按级配填粗砂，装填瓜米石

与石块的有效方式。 各救援小组争分夺秒，

配合默契，协调有序，一次、两次、三次……

反复进行装填堵截管涌。 经过救援人员的不

懈努力，管涌得到有效控制。“我们胜利啦！ ”

大家高兴得欢呼起来。

经过救援人员 30 分钟的应急“抢险”演

练，确保了管涌处置符合技术要求，排除了

“险情”，提升了职工应急处置能力。

（李炼 刘鑫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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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争分夺秒扛运防汛物资。 刘鑫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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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研公司职工“五一”假期攻坚、充电“两不误”。 刘欣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