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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的

CMJ1-14

掘进台车在

5510

采场作业。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

19

个“安全生产月 ”，公司通过 “中色大冶 ”微信公众号 ，开展安全生产知识有

奖竞答活动，活动形式新颖有趣，吸引了公司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答题。

该活动由公司安全监督管理部 、党委宣传部联合主办 ，旨在向广大干部职工普及安全生产知识 。

参与者可通过登录 “中色大冶 ”微信公众号 ，点击 “学习———有奖竞答 ”栏目进行答题 ，每答对

1

题得

10

分，答对

9

个则可参与抽奖，分享（朋友圈）后可增加两次参与抽奖机会。 竞答活动共设四期，每期

20

个中奖名额，中奖者可获得纪念品一份。

在“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 ，公司创新性地应用微信公众平台模式开展安全生产知识有奖竞答活

动，极大地增强了安全知识竞赛的趣味性，有力地激发了全员参与安全知识竞答活动的热情和

积极性，为公司安全生产营造了浓厚的安全文化氛围。 （占亚芬

)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采矿车间“对标再出发、改革再深化” 侧记

“老张， 我们上回做的那个管道在

槽下‘工作’的挺好的，这回可省下了一

大笔成本。 ”

5

月

13

日中午，冶炼厂电

解车间维修班的郑伟鹏拿着工具刚走

进工具间，对不远处正在焊接作业的张

永平高兴地报喜。张永平看着笑开花的

郑伟鹏说：“老郑， 还是你会 ‘过紧日

子’，以后得向你学。 ”

说起这件事还得从车间 “过紧日

子”动员会说起。上个月，全车间吹起了

一阵“过紧日子”的春风，吹进了维修师

傅的心中。 在维修班的动员会上，维修

岗位上的骨干们纷纷立下“军令状”，将

“过紧日子”提上了日程。 “对于我们维

修来说，过紧日子不能光嘴上说 ，更要

踏踏实实地做。”班长董列刚的一句话，

说到了维修师傅们郑伟鹏的心坎上。

“喂，是维修班吗？ 我们

30

万吨槽

下的循环泵的声音听着不大对劲，估计

是哪出毛病了。 ”槽面班的徐志强给张

永平打来了求助电话。 “嗯，好，我现在

安排人过来看看，你在现场等着。”挂断

电话，张永平对着正在身边低头工作的

郑伟鹏说：“老郑，有活儿了，刚槽下打

电话来说循环泵声音不对，生产设备不

能出问题，我们赶紧去现场看看 ，检查

哈是什么原因。 ”听着张永平那焦急的

声音，他知道，设备安全马虎不得。

赶到现场，他们一边了解设备运行

情况，一边对循环泵望闻问切 ，最后把

目光放在了循环泵的出口管道上。经检

查确认， 泵体声音不对是因为震动大，

而震动大是因泵出口管道和法兰因长

期在酸液环境中被腐蚀，与法兰脱落造

成。 郑伟鹏对徐志强说：“先不要急，我

马上回去想办法。 ”看着直径

200

毫米

的管径，老郑犯难了。这么大的管道，成

本可不低， 更换一个新的得花上上万

元。这天下午，老郑少了往日的笑容，在

下午的班会上，循环泵震动问题搬上了

会议议程。

“换个出口管道有点违背过紧日

子的原则啊，得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可我们也没现成的旧管道能替代

的啊！ ”

“我们维修不光要会修设备， 还要

学会做设备的零部件， 如果有材料，做

个管道应该不成问题。 ”

“做一个多麻烦啊 ， 还要时间做

啊！ ”

“生产不能停， 设备安全必须跟

上，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做个管道难不

倒我们维修人。 ”

大家各抒己见，为解决这个问题出

谋划策。 “我觉得我们自己做一个不成

问题，我们平时就喜欢收藏‘宝贝 ’，散

会了大伙儿一起淘宝去。 ”郑伟鹏自信

地说。

在宝贝收藏屋里 ， 大伙儿分工合

作，寻找着制作管道必须要的材料。 不

一会，张永平在废旧法兰中找到了内径

200

毫米的法兰，老郑找到了尺寸相同

的弯头。淘出的零部件，在他们的眼里，

成了名副其实的“宝贝”。为了确保管道

的使用寿命，选定不锈钢管作为管道的

制作材料。材料齐全，立即制作，经过下

料、焊接、安装，更换管道，在几个人的

共同努力，一个自制的管道稳稳地安装

在循环泵的出口上，那让人不安心的震

动声消失在空气中。

“开泵！ ”随着徐志强的一声令下，

槽下操作人员打开了循环泵的启动开

关，随着电解液被抽起，管道逐渐变热，

电解液从槽下送到了高位槽。生产又恢

复了往日的“宁静”。“这下好了，问题解

决了。”徐志强望着站在身旁的老郑，开

心地说：“维修师傅真不错，不但处理问

题及时， 过起紧日子也是一流的在行

啊！ ”老郑看着走上“工作岗位”的自制

管道，脸上露出了笑容……

（芳草）

———冶炼厂电解车间维修班“过紧日子”小记

“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花，还能用的

材料一件也不换， 对职工提出的创新创

效合理化建议要推广应用……” 自公司

专题部署推进市场化对标工作以来，矿

业分公司铜绿山矿采矿车间通过专项整

治“浪费源”、修旧利废挖潜、成本对标管

理等有力措施，吹响了“对标再出发、改革

再深化”的号角……

精细管理“控”字当头

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百胜。 近三年

来，采矿车间实行市场化“大包”自营部分

核心是抓产量和成本。

因此，“成本降不了，工资保不住”是职工

在实行计件工资的热议中达成的共识。

在近期的成本考核结果通报中， 采矿班

因材料消耗超出预算， 工资总额也相应

扣减。

职工的收入受到损失， 矿班值班长

马双燕感觉像被猛击一掌。 他下定决心

转变这一局面， 立即组织召开班组成本

专题分析会，查找管理存在的问题，认真

梳理人工、材料、能源、设备、管理等专业

线，共梳理出

13

条“浪费源”，制定责任人

及整改时间，并跟踪督导落实，真正将超

支浪费的病灶根除，把浪费控制在源头。

如何将成本管得细，首先要把所有“出血

点”掌握得细，把降本增效方案定得更细。

车间紧盯

36

元吨矿对标目标， 完善成本

大包考核机制，狠抓“过紧日子”措施落

实，对照梳理出的

12

个方面

36

条“过紧

日子”措施，制定了《材料回收复用及修旧

利废奖励办法》等一系列激励措施。 重点

抓住备品备件、尾砂充填、能源消耗、非定

额消耗、 外包劳务费等成本费用控制的

“牛鼻子”，建立和完善修旧利废、小改小

革、技术改造等激励办法，实行成本超节

支

100%

按时兑现， 用经济杠杆调动广大

职工参与降本增效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修旧利废“变”废为宝

“看看，这就是我们经过四个白班、三

个四点班的连续奋战，自主修复废弃四五

年的

4

立方米矿车，效果一点不比新设备

差。 ”采矿车间供矿班维修工潘韧指着旁

边修复的矿车向笔者介绍道。

进入

4

月份，供矿班担负着新老系统

五个中段的供矿产量任务，压力空前。 职

工凝成一股绳，开足马力“三班倒”作业，

争分夺秒奋起直追因疫情“欠”下的产量，

设备的“健康”关乎运输线路的安全畅通。

为此，该班维修、操作工齐上阵，成立技术

攻关小组，找图纸资料，算角度、找参数，

反复研究矿车修复问题，通过更换底板和

车轴，成功焊接了车厢开裂的部位，刨开

人工及材料费， 同比外委维修节约资金

1.2

万元。

修复矿车只是该班修旧利废的一个

缩影，今年

5

月份，维修人员回归车间后，

车间调整工资结算方式，实行全计件工资

模式与修旧利废挂钩。改革激活了一池春

水。 平时除了完成班组安排的检修任务

外，职工们像“拾荒者”一样，在废旧物资

堆里“淘宝”，对钢轨、夹板、轴承、管路等

进行回收再利用。 “下岗”的废旧物资，经

过修整改造，容光焕发，重新“上岗”，再次

为降本增效作贡献。

细微之处见真章。 台车班、充填班修

旧利废的台账上，记录着修旧利废的详细

情况，名称、规格、原价、修复数量、创造效

益……一串串数字让人眼前一亮。截至目

前，全车间共修复再用的电车、铲车、机电

配件等

64

件，回收电缆、轨道、风筒、设备

配件等

172

件， 为车间节约成本近

18

万

余元。

技术创新“挖”潜增效

“‘小气’过日子不仅是让大家‘勒紧

腰带过日子’，更意味着要点亮创新之光，

增强创新思维，用技术创新、小改小革带

动产能增效。 ”采矿车间设备副主任刘远

刚这样说道。

一直以来，“智能化减人、 机械化换

人”是采矿人追求的目标。 车间号召全体

员工从进口设备代替国产化，采用小改小

革创新手段，辅以正向激励和市场化结算

方式， 激发了职工参与创新创效的热潮。

车间设备专业线主体与北京宸控公司合

作，先后对

4

台遥控铲运机的遥控系统进

行了升级改造、

－725

米中段

8

台侧卸式

2

立方米矿车的车厢开闭装置进行设计改

造、

2

台进口凿岩台车液压系统优化，提

高了矿石运输和中深孔采矿效率；优化充

填工艺， 完成了

2#

、

4#

充填系统二级活

化搅拌的改造工作，提高充填质量。 大力

开展设备大中修和修旧利废， 修复闲置

10

年诺麦特服务台车、

3

台

3T

电机车等

15

项大中型设备， 总价值

13.86

万元，创

效

8.67

万元。 同时，完善计量体系建设，

通过安装超声波流量计、 水情监测点、空

压机等措施，使地面井下能源消耗费用控

制在预算范围。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采矿车间在生

产经营中既抱“西瓜”又捡“芝麻”，以降低

生产成本， 提升矿山经营效益为己任，正

乘着公司“对标再出发、改革再深化”的东

风，为公司推进二次创业，打造现代化铜

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作贡献。 （周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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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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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改小革

连日来， 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维修

车间露采维修班的厂房里火花四溅 ，

作为该矿承载铺路养路、 矿石装载的

徐工装载机正在厂房内进行铲斗维修

改造。

改造原因：

为弥补因疫情影响导致严重欠产

的生产进度，该矿露采车间树立“过紧

日子” 思想， 自复工复产以来加足马

力，全力抓生产，由于装载机长期处于

满负荷运行状态导致铲斗、斗刃、侧板

与底板均有不同程度地磨损， 在铲矿

的过程中，铲斗漏矿现象严重。为及时

解决问题漏矿问题消除安全隐患 ，该

矿露采车间及时制定计划联合维修车

间对装载机铲斗进行维修。

改造过程：

由于铲斗多处损伤， 两车间最初

选择更换新铲斗， 需要产生将近两万

元成本，为了节约成本支出，两车间最

终采用维修的方法对铲斗进行改造 。

维修人员经过对设备进行详细检查发

现铲斗损坏最严重的地方在与矿石和

地面接触最多斗刃部分， 维修人员经

过研究决定， 将铲斗损坏部分进行切

割，再用上轻便和耐磨的

20

毫米厚的

锰钢板制作斗刃， 再根据装载机工作

性能将

8

毫米厚的钢板弯曲矫正成弧

形然后整体焊接到铲斗上， 修补工作

顺利完成。 但是在满负荷运行情况下

如何延长铲斗使用寿命成了一个难

题。 两个车间维修人员在一起商议改

进办法， 露采车间汽运大班的值班长

曹勇提出了一个建议： 我们买鞋的时

候喜欢买橡胶底的有弹性而且耐磨 ，

如果我们在铲斗底部内侧添加一个橡

胶垫不就可以减少铲斗的磨损了吗 ？

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 维

修车间露采维修大班的辛举国也提出

了给铲斗内加装链条以防止泥土等物

质粘连在铲斗内影响工作的效率的意

见。经过商议，维修工人完成了对装载

机铲斗的改造并迅速投入运行， 目前

使用状态良好。

改造效果：

经过此次改造， 相比原计划更换

新铲斗需要花费近

2

万元的成本 ，现

在改造用成本近

3000

元 ， 节省了近

15000

元，不仅极大地节省了该车间成

本开支， 经过改造后的转载机铲斗更

加耐用牢靠，使用时间更长，为该车间

实现全年降本增效、 完成任务目标提

供了坚实保障。

（张锋）

6

月

5

日，在设研公司“安全

生产月”启动仪式上，该公司党委

班子成员带头在“消除事故隐患，

筑牢安全防线”横幅上，郑重地签

下自己的名字， 对安全工作许下

郑重承诺。

设研公司“安全生产月”活动

丰富，安全签名、安全警示教育、

安全事故案例分析、 安全知识测

试等贯穿于

6

月安全生产工作之

中，使职工更加深入地了解“四不

伤害”要求，认识安全责任重于泰

山， 不断强化安全意识和安全技

能。 公司还将开展各岗位的安全

大排查， 督促职工严格按照安规

作业，决不逾越“安全红线”，真正

把安全生产工作落到实处。

（刘欣杰）

设研公司开展安全承诺签名活动

6

月

9

日， 矿业分公司铜山

口矿坑采车间维修酸水管道，这

是该车间围绕市场化对标， 加大

降本增效力度的一个镜头。

该车间围绕市场化对标工

作，节支成本为出入点，加强设备

巡查检修频率， 加大修旧利废力

度，以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当天

上午， 该车间通排班职工对

0

米

水泵管道进行巡查时发现通往尾

矿库排水管出现破损， 便立即停

止了水泵运行。 为尽快恢复

0

米

水泵正常运行保障酸水抽排正

常， 车间迅速组织维修人员对酸

性水腐蚀破损管道进行更换。 为

节约成本， 维修工人将废弃塑料

管道进行了拆除清理畅通， 并将

可使用的废弃管道代替破损管道

进行重新安装。 此次维修节省

3

根新塑料管， 节约材料费

0.6

万

元。

（徐晓军）

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坑采车间

围绕市场化对标加大降本增效力度

▲

技术攻关小组修理矿车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