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故事

“槽面岗位主要风险和防控

措施有哪些？ ”近日，在冶炼厂电

解车间大板岗位现场， 大板班班

长杨鹏问操作工袁为民， 旁边的

大伙儿也赶紧思考着。 岗位现场

“闯关答题”，让现场一下“热闹”

起来。

原来，在“安全生产月”期间，

该车间开展“现场安全考问”活

动，随机考问作业人员安全知识、

安全措施、注意事项等，引导岗位

人员懂安全、会安全。唱响安全主

旋律， 营造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

氛围。

“安全生产来不得半点马

虎， 大家要增强安全责任心，不

给事故隐患留空子，守好安全每

道防线。这会就检验一下实际安

全应知应会的掌握。 ”杨鹏开门

见山地说。

“我可早有准备，不管是‘知

识问答’还是‘实操抽考’都不敢马虎。 我们岗位

存在的主要风险有高处坠落、酸液泄漏、起重伤

害。 ”袁为民想了几秒就流利地回答。

“袁师傅很有安全意识，给你点赞！比如槽面

有各种配电高压设备，存在有触电风险，应针对

性的采取防范措施。”听完袁为民的答案，杨鹏立

即作出评价并补充。

“天天念‘安全经’，在耳边敲警钟。不重视安

全觉得对不起班组，我记住啦！ ”得到杨鹏的肯

定，袁为民心里美滋滋的。

“第二题， 电解生产中的槽压过高现象会对

生产有什么影响， 有什么具体的应急解决措施？

班长杨鹏继续向大伙发问。“槽压过高会使阴极

铜表面生长粗糙， 电能损耗加大， 生产成本增

加。 ”站在一旁的职工周旋抢先回答，

“哈哈，回答完毕，这个可难不住我。 ”说完，

还露出一副等待表扬的样子。“主要防范解决措

施回答得不完整。 ”班长杨鹏认真地说。“少了应

急解决措施？是啥呢？”职工周旋皱着眉头挠了挠

头，脑海中不停地搜索答案，可一时没了思路，把

目光投向其他同事。 大家有的说没少，有的说少

了，一时间人声鼎沸，但谁也没说到底少了什么。

“发生槽压过高现象时， 应急措施是及时泼

酸晒水，清洁槽面，保持好导电效率。 ”看周旋一

脸疑问，班长杨鹏点破题抛出答案，休息室里顿

时安静下来。“练就一身过硬的基本功，工作中及

时总结经验，严格掌握安全控制措施，才能打好

复工复产创效战！”听了他的一席话，大伙儿顿时

领悟过来， 都不由自主地正了正自己的安全帽，

紧了紧下颚带。

“以后，我还需多给自己充电，提高自己的安

全素养。 下次你再到现场， 我们的表现一定更

棒。 ”周旋快人快语，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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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0

日，湖北省应急管理厅、黄石市、大

冶市应急管理局组织专家组到矿业分公司铜山

口矿开展井下安全许可证变更核查工作。

当天， 专家组对井下

-220

米中段、

-280

米中段、水泵房、配电室、北沿各分段生产作业

现场等地进行了认真的安全核查，专家组在高

度认可该矿井下安全工作的同时，现场指出了

对核查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并强

调要及时进行整改。 经过核查，该矿顺利通过

了安全许可证变更核查，为该矿井下安全生产

许可证变更办理新证提供了保障，保证了井下

工作的顺利运行。 （熊化 毕小河）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到

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

开展井下安全许可证

变更核查工作

公司民兵应急救援队开展应急抢险集结演练

6

月

12

日， 公司民兵应急救援队在内保

中心训练场举行防汛应急抢险集结演练，旨在

提高公司民兵队伍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受领应

急救援任务时，能够齐装满员、快速响应。 冶

炼厂、 金格公司等下陆片区

9

个直属单位的

125

名民兵和应急队员参加了集结演练。

当天下午

3

点，内保中心 （武装部 ）负责

人按照公司应急救援队应急抢险预案要求下

达了应急抢险指令，公司监控指挥中心值班人

员接到指令后，立即通知相关单位、部门应急

救援队负责人，参加演练的应急队员接到通知

后携带救援物品 、装备分别从厂

(

园

)

区 、家中

等处赶赴指定地点进行集结。 此次拉动演练，

未提前通知集结时间、集结地点，应急分队均

在

30

分钟内完成了集结， 演练结束后进行了

点评。

此次拉动演练是公司民兵组织每年一度

的集体军事行动，又是公司民兵应急救援工作

的一项重点内容，更是应对汛期抢险救援任务

的一次实战化拉动演习。

（黄玉琳 王忠奎）

工间琐谈

让安全成为一种习惯

时下，以“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为

主题的

2020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正在铜都大地

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公司各单位、部室相继开展了

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活动，有的学习宣传新《安

全生产法》，有的宣贯公司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会

议精神，还有的举行了安全应急演练、安全警示教

育、安全漫画展、安全“随手拍”、安全承诺签名

……各类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营造出十分浓厚

的活动氛围。

“安全生产月”活动犹如一记警钟，每年如期

重复地敲，极大地增强了职工的安全意识，提高了

安全管理水平，夯实了安全生产基础，起到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 但也存在“安全月没户口

,

六月来

七月走”的怪圈，“安全生产月”一过，部分干部职

工的思想开始松懈，安全意识开始淡化。 任何一

个单位都不可能通过一个月的宣传教育、安全学

习、排查隐患、整顿整改，就能取得一劳永逸的效

果。 笔者认为，不仅要在

6

月份开展好“安全生产

月”活动，还应该把今后的每一个月都当成是“安

全生产月”，让安全成为一种习惯。

人们常说：“习惯成自然”。 当一种生活的动

作重复了无数次后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这种自

然不需要别人来提醒也会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地

去完成。 那么，能不能让安全成为一种习惯呢？ 在

安全管理工作中，每当谈到习惯时，人们总会想到

习惯性违章，很少有人会想到习惯性按章操作、习

惯性安全生产。 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于身边由于习

惯性违章而发生的事故太多， 由于习惯性动作而

付出的代价太大，留下的教训太深刻。

众所周知， 安全生产历来是公司各项工作的

重中之重， 更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和良好效益

的源泉。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翟保金在公司

2020

年安全环保工作会上讲话时强调： 安全工作责任

重于泰山，事关企业生死存亡。安全发展是公司推

进二次创业，打造现代化铜企业的支撑和保障。因

此，安全工作来不得丝毫的麻痹大意和弄虚作假。

任何一名干部职工，都必须时刻绷紧安全弦，要始

终如一地贯彻公司“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

理、以人为本”安全理念。唯此，才能做到防患于未

然，确保公司安全生产稳定、健康持续发展。

总之，要让安全成为一种习惯，必须做到安

全生产天天讲、时时讲、处处讲，思想上由被动

的“要我安全”变主动的“我要安全”，行动上做

到“我会安全”，从而在效果上达到“我保安全”

的目的。 （芬达）

公司

40

万吨施工现场。 张国平摄

———40 万吨高纯阴极铜清洁生产项目建设侧记

争分夺秒抢进度 干出项目加速度

5月 12日，40万吨高纯阴极铜清洁生产项目

开工，公司领导号召大家要把项目建成湖北省“智

能制造工程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的排头兵，

这样振奋人心的目标，对 40万吨项目组全体干部

职工来说，就是追赶进度、全力冲锋的号角，就是

对保进度、保质量的责任使命。

把 40万吨项目建设成为国内“成本最低、技

术最优、效率最高”的绿色工厂、效益工厂、智能工

厂，是每一名 40万吨人的心愿。 全面复工复产以

来，项目组在公司的领导下，直面时间紧、任务重

的严峻考验，迎难而上，以实际行动为 40万吨项

目建设奉献智慧和汗水。

五指成拳攻难关

一个新项目， 全新的生产工艺， 困难可想而

知，但是目标已定，纵使破千山万水，克艰难险阻，

也要想办法一步一步去实现。

工艺不懂就主动走出去学， 没经验就去学

习同行业的经验。 走进任何一间办公室，都可以

看到厚厚的专业书籍， 随手拿起一本上面都是

密密麻麻的笔记， 俨然像一个冲刺高考学生的

课本，只要稍微空闲下来一点点时间，指挥部领

导就带着技术员开始钻研新技术，大到熔炼、吹

炼、硫酸转化、电解、渣洗矿等主工艺方案的比

选，小到溜槽长度和坡度的讨论，这样的场景总

是热火朝天，只有以学增智、学以创新，才有可

能成为工作中的行家里手。

5月 18日，项目部送来三大箱编辑成册的初

设方案，初设方案共三大册每一本都有 600多页，

每一页都凝聚着指挥部干部职工的心血。 从最开

始地摸着石头过河到一次次的交流修改最后装订

成册，背后是每一个人无数次的加班和默默付出，

“白 +黑”“5+2”已经成为指挥部所有管理、技术人

员的工作常态， 终于抢在时间节点前完善了初设

方案，为项目的如期开工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争分夺秒马上办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对项目进度的推进是

个巨大的考验， 指挥部不等不靠， 咬住工期不放

松，为了追赶工期，严格按照既定的时间、节点，倒

排工期，明确责任，拿出工作清单，追踪督办工作

进度，将技术员的日常工作进行量化，使人人身上

有任务、有担子。 指挥部还每周召开工作例会，参

会人员汇报工作完成情况、存

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不留问题过夜，大大提高团队

的执行力和工作效率。

指挥部干部职工全面转

入“战时状态”，加速推进各项

工作。 通过与多家软件公司开

展技术交流和专项讨论，智能

化工厂建设方案形成初稿即

将进入合作商竞争性谈判；主

要设备招标工作已经全面启

动；目前第一批施工车辆、机械

已经进场，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线路、电线杆、变压

器已经安装到位，9个试桩孔已全部完成，项目建

设从复工开工向冲刺工程进度全力迈进。

党建引领树标杆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临时党支部就是一面旗

帜、一座堡垒，带领党员干部总是冲在一线、服务

职工，把初心和使命落实到行动之中。党支部把项

目建设中遇到的重点和难点作为工作的切入点，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围绕项目建设切实发挥作用，

通过开展“每月一星”、党员亮承诺、党支部共建等

活动促进项目加速度推进。

以“每月一星”活动为契机，结合 40万吨指挥

部工作实际，党支部打造出党员争当标杆的舞台，

将专业小组职责内容和完成项目建设进度任务与

“每月一星”评比相结合，让党建工作促进项目建

设。在党员的带动下，指挥部的每一分子每一天都

在和时间赛跑，和困难较劲，大伙儿心齐劲足，向

着目标全力进发。

逆风的方向，最适合飞翔。 此时此刻，40万吨

指挥部全体干部职工正经历鏖战， 他们的自身能

力也在一次次考验中愈发出类拔萃，和 40万吨项

目共同成长、和 40万吨项目一样更加坚强，这就

是 40万吨建设者最生动的群像。

（杜莎）

6

月

11

日， 冶炼厂组织开展职业病防治和

新冠肺炎预防知识专题讲座，邀请了黄石和润有

色医院教授李顺兵和职业健康防疫专家尹承斌

为职工送健康“给养”。

李顺兵和尹承斌通过

PPT

形式， 向干部职

工生动形象地讲解了相关法律法规、职业病和新

冠肺炎基础知识、现场职业健康防护要求、职业

病和新冠肺炎预防的重要性等内容，并结合具体

事例来增强与会人员职业健康预防意识和法制

观念。 与会人员表示，通过专题培训进一步提高

了职业病和新冠肺炎防范能力。

据悉， 该厂高度重视职工职业健康安全，定

期聘请职业危害评价机构对生产现场进行现状

评价，建立职工职业病健康监护档案，为职工提

供健康保障。 同时，该厂每天组织专人对现场危

害因素、职工劳保用品穿戴、使用等情况进行专

项检查，加大职业健康危害控制过程的管理和监

督力度，保障职工身心健康。 （鲁方昆 黄冬来）

冶炼厂为职工送健康“给养”

技术人员在现场勘测。 张国平 摄

6

月

14

日，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处

理完成

6346.90

吨露天氧化矿， 增产矿山

铜

58.83

吨。

该矿落实“过紧日子”举措，对露天挂边

氧化矿进行回收，弥补产量缺口。 闲置四、五

年的碎矿老虎口破碎机链板、

1

号皮带，恢复

起来并不容易。选矿车间班子现场指挥，维修

班、生产一班通力合作，硬是让“沉睡”的老设

备重新“动起来”。

试车正常后，氧化矿正式进入流程选

别。 氧化矿运至碎矿老虎口，由老

1

号皮

带运送至

A3

皮带至新流程进行回收处

理。 为保流程畅通、指标稳定，选矿车间提

前进行了安排。

氧化矿含泥重、 黏性大， 特别是近期多

雨，矿石湿度大，很容易粘在破碎腔及矿仓壁

上。 选矿生产一班组织好职工，重点盯防，避

免流程卡堵。 老流程安排

2

名职工，分别在中

细碎和中控室；白班

4

名班长，夜班

2

名班长

挂帅，巡视协调生产。

凭着责任心，他们克服设备老化、矿石湿

黏的困难，随时处理矿石大块、粘破碎腔、皮带

跑偏漏矿问题，保障了流程的顺畅。

碎矿流程怕流程“淤堵”，浮选流程怕指

标“不稳”。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合理添加黄药、

松油和硫化钠，随时调整操作，确保指标稳定。

按下的是露天氧化矿“重启键”，也按下了矿山

补产“快进键”。 （梅晓艳 李从尧）

矿业分公司按下铜绿山矿补产增量“快进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