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现场人员排查漏点。

17

时

30

分，职工将漏点部位喷射出的水引出锅炉。

抢修人员一层层扒开隔热层，探查问题管线。

抢修人员有条不紊地进行抢修施工。

现场人员对锅炉爆管问题进行分析。

凌晨

2

时

56

分，排管正在进行紧张地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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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

“参与抢修的党员立即集合，前往

澳炉锅炉现场抢修……”

6

月

12

日

14

时

47

分， 冶炼厂澳炉锅炉出现故

障 ，澳炉停止放料进入保温状态 。 故

障就是命令 ，该厂熔炼党总支 、保全

党支部立即组织党员突击队 ，在厂统

一调度指挥下迅速投入了锅炉抢修

战斗 ，打响了澳炉之上又一场艰苦卓

绝、撼人心魄的战斗。

截至

6

月中旬， 冶炼厂澳炉系统

已经运行了

20

个月 ， 创造了世界同

类炉型炉寿的最高纪录。 澳炉每生产

一天 ， 都在刷新自己创造的世界纪

录 。 该厂通过炉寿攻关等措施 ，全力

守护澳炉平稳运行 ，但澳炉的附属设

施已越来越难以接受长周期运行的

严峻考验 ，尤其是锅炉系统的故障率

显著上升 。 此次发现锅炉运行异常

后 ， 该厂迅速采取了停炉保温措施 。

该厂主要领导第一时间出现在澳炉

9

楼平台 ， 与现场党员一道排查漏点 ，

要求党员发挥先锋作用 ，带领职工完

成好澳炉抢修任务。 在爆管部位在炉

体深处 ，维修党员顶着炉体数百度的

高温辐射 ， 通过手机录像的方式 ，代

替眼睛对漏点部位进行探查。

在抢修现场， 保全党支部党员对

爆管部位迅速实施 ”外科手术 ”，一层

层扒开隔热层 ，探查问题管线 。 楼下

就是澳炉炉口 ，高温热流透过隔板挟

带着雪花般的烟尘冲刷着检修现场 ，

维修党员克服艰苦检修环境的影响 ，

有条不紊地进行抢修施工。

17

时

40

分 ， 公司副总经理张叙

鹏来到现场察看锅炉抢修情况 ，并与

该厂值班带班领导和车间负责人就

澳炉锅炉运行状况改善进行现场探

讨和交流。

凌晨

2

时

56

分，维修党员战胜疲

惫，紧张地进行焊接。

凌晨

4

时

21

分，修复的排管进行

打压测试。 测试达到恢复生产要求。

6

时

25

分 ，澳炉开炉生产 。 运行

中的转炉随即恢复快节奏生产状态 。

历经近

19

小时的艰苦战斗 ， 澳炉抢

修战斗结束。

（叶建国）

6

月

11

日，公司职教中心负责人和相

关培训教师， 到冶炼厂等基层单位开展大

学生入职培训工作调研， 为今年即将举办

的大批入职大学生培训工作做好准备。

在冶炼厂电解车间， 该车间党总支书

记对近两年入职的大学生工作、 学习及成

长培养情况进行了介绍。 职教中心负责人

与车间

10

余名大学生职工座谈交流。 主要

了解大学生职工对入职培训的建议、 学习

培训方面的需求以及生活、婚恋情况。

大学生职工就公司开展生产工艺全

流程培训 、工艺流程实地学习 、技术书籍

资料学习查询 、线上学习 、公寓生活环境

建设、文化生活等提出建议 。 并表示将勤

奋学习 ，努力工作 ，为公司打造现代化铜

企业贡献力量。

职教中心负责人对大学生职工提出的

建议，做好详细记录。 会后，对有关事项与

有关单位、部室进行协调解决；对入职大学

生培训工作方案进行完善。

（徐芳玲）

职教中心开展大学生入职培训工作调研

6

月

17

日，内保中心护卫一大队党支

部与电解车间第二党支部开展治安防范

法制宣传教育主题党日共建活动 ，两个支

部的

50

余名党员参加了活动。

活动中 ，内保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了

厂区治安防控管理体系及公司相关治安

保卫规章制度 ，宣讲了 《国家治安管理条

例》及《刑法》等法律知识，并且以案说法 ，

讲解了近年厂区发生的系列治安案件 ，警

示大家遵纪守法 ， 增强群防群治意识 ，堵

塞治安防控漏洞 ，共同保护公司财产物资

安全 ，守护厂区平安 ，同时两个支部党员

围绕车间重点要害部位治安防范工作进

行了交流。

（黄玉琳 杨友清）

内保中心与冶炼厂电解车间两党组织开展主题党日共建活动

6

月

14

日，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维修

车间机运维修班党支部与机运车间提升生

产一班党支部开展党组织共建活动，完成盲

主井稳绳更换及主井提升与溜破流程计划

检修项目，保障“咽喉”设备安全生产。

该矿机运维修班直接服务于提升生产

一班设备维修任务，针对此次

3

天计划检修

项目多、时间紧、任务重，机运与维修车间前

期进行了充分准备，制订了《铜绿山矿盲主

井稳绳更换施工方案》 及

14

个检修项目施

工计划进度表。 在

-365

米中段盲主井稳绳

更换检修过程中， 两个班组党支部实行共

建， 参与设备检修。 按进度完成了主井与

-

425

米中段卸载站溜槽、 箕斗衬板与闸门油

缸等更换检修； 同步完成了

-452

米与

-812

米中段装载站计量斗、矿石斗及皮带运输机

等主要生产流程的设备维修，确保了矿山提

升生产设备安全运行。 （吴兵）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基层党组织共建保流程

6

月

16

日， 矿业分公司丰山铜矿工会

负责人带着慰问物资送到采掘车间、选矿车

间以及维修车间等一线职工班组，看望慰问

一线职工。

开展“心系职工，真情关爱”慰问活动，

是该矿认真落实公司工会“三百”活动要求，

积极为基层班组解难题， 办实事的一个缩

影。 为切实将好事办实，实事办好，该矿工会

深入基层班组调研，多次召开职工代表和班

组长座谈会，了解生产一线班组生活所需所

求。 此次送去的冰柜

2

台、洗衣机

4

台、微波

炉

5

台、饮水机

8

台以及酸梅膏

100

件等防

暑降温物资，改善了一线班组的生产生活条

件，解决了一线职工的实际困难，鼓舞了矿

山广大一线员工。 （刘鑫涛）

矿业分公司丰山铜矿开展“心系职工，真情关爱”慰问活动

6

月

12

日，金石黄金公司党委组织全体

党员干部召开专题纪律警示教育学习会。

会议围绕 “以学促廉筑牢思想防线，警

钟长鸣践行初心使命”活动主题，聚焦党章

党规党纪，广大党员干部重温了《准则》《条

例》； 开展了以近期查处的冶炼厂稀贵车间

典型违纪案以及湖北省纪委通报

5

起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的学习，并再次

观看了湖北省反腐警示教育片 《重整行装，

利剑反腐》。 该公司党委负责人讲授了题为

《坚定理想信念， 强化责任担当》 的廉洁党

课。 通过专题纪律警示教育学习会，进一步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使命，带头

严守党章党规党纪，不触红线、不越底线。

（张惠琪 冯文杰）

金石黄金公司开展专题纪律警示教育活动

“现场短路减少了 ， 阴极铜质量也提升

了 ！ ”近日 ，冶炼厂电解车间党员徐振脱下满

是酸渍的手套 ，扶一扶安全帽 ，自信的面庞露

出一丝笑意。 “党员骨干就是好样的！ ”在历经

多日的 “连轴转 ”后 ，改善取得了成效 ，大家向

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原来 ， 这一切源于他们前期合力提出的

“阴极铜质量改善”措施实施取得成效。 在“

30

万吨 ”系统使用紫杂铜阳极板生产过程中 ，阴

极板面结粒较多 ，现场短路增加 ，致使部分生

长的阴极铜质量提升不佳 。 “我是党员 ，解决

难题就是我的责任 ， 再硬的骨头也要啃下

来！ ”“犟 ”脾气的二支部党员们开始向 “拦路

虎”宣战。

“生产上的难题，就是党员攻关的重点。我

们要做的就是将挖潜增效做到更细更实。 ”槽

面班班长徐振撸一撸充满汗味的工作服袖口

说道 。 把难题变成课题 ，把想法变成现实 ，提

高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 ，是车间各个岗位

上 “行家能手 ”的最大目标 。 大伙活跃在提质

增效的前沿阵地上 ，自觉寻找 、积极攻关问题

点已成为一种常态。

随后的几天 ，在现场 “连轴转 ”的日子里 ，

大伙天天泡在岗位现场 ，智慧 “火花 ”在岗位

迸发闪烁。 加强阳极板的上槽合格率，消除板

面毛刺、鼓包现象。 优化母板修复流程及相应

的操作平台 ，及时对弯曲母板进行人工校正 。

优化系统工艺调试 ，制定槽面现场管理 、电解

液成分控制等工序改进措施 ， 重新调整添加

剂配比与紫杂铜阳极板装槽量。

尽管是初夏， 岗位现场却宛若一个闷罐，

汗水不断地涌出 ，湿了发根 ，顺着脸庞流淌下

来。 大伙忙碌在槽面与流程之间，继续享受着

“桑拿”待遇。 付出就有回报，采取一系列措施

后，

5

月份，各项指标持续提升，

A

铜产出率均

稳定在

99%

以上。 那一刻，欣慰的笑容绽放在

一张张布满汗水的脸庞上。

“党员先锋都有创效绝活， 有他们的带头

示范，大家各司其职，定能让指标‘节节高’！ ”

职工陈昊佩服不已。 得到大家的认可，党员骨

干们顿时觉得劳累的疲惫消失了 ， 心头热乎

乎的 。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 ，累是累点 ，但是相

对于岗位效益的提升，这点辛苦不算什么！

现如今 ，车间党员主动 “亮身份 ”，带头进

行岗位改善， “废旧阳极板回收利用”“母板导

电棒维护 ”等小改善在岗位上得到推广应用 ，

一项项小妙招的应用已成为优化系统的 “金

钥匙”。 “咱们要把这些建议逐一落到实处，让

生产操作更加高效 、低碳 ，岗位上挖潜的空间

大着呢 。 ”支部的 “技术大咖 ”们信心满满地

说。

（晨曦）

党员职工用高压水枪冲洗表面铜水，改善阳极质量。

1

2

3

4

5

6

6

时

25

分，澳炉开炉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