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间琐谈

特别的生日给特别的你

8 月 18 日，冶炼厂保全车间为

新进厂大学生精心准备的生日会

在该车间会议室举行，厂长万黎明

受邀参加生日会。

7 月初，17 名大学生被厂分配

到保全车间实习。 大学生们到岗

后，保全车间班子和班组长骨干与

大学生进行师徒结对，在技术业务

上进行传帮带，在生活方面对给予

细致的关心和帮助。 大学生们很快

适应了在车间的学习生活。

8 月中旬，车间了解到 17 名大

学生中有 5 人即将迎来自己的生

日。 大学生们告别学校，告别父母

来到公司工作，冶炼厂就是他们的

“家”，车间就得像家人一样的关心

和呵护他们。 于是车间悄悄开始收

集他们的学习、工作资料，秘密地

筹划给 5 位“寿星”过生日。

经过悉心准备， 大学生们收到

了车间精心准备的“意外惊喜”。 18

日，车间在小会议室为大学生们举

行了生日会。

“祝你生日快乐 !” 会议内大学

生与厂、 车间领导围坐一堂， 为 5

名大学生唱响了生日歌。 会议桌上

的蛋糕飘出奶油的香甜味，代表 17

名大学生的 17 支蜡烛被点燃。所有

人为生日的“寿星”送上了温馨的

祝福。

吹完蜡烛， 吃过蛋糕， 大学生

们发表了自己的感言。“来公司是

人生正确的选择，愿与企业同舟共

济，共创辉煌！ ”

浓烈的青春气息， 感染了万黎

明。 他详细询问了大学生们工作生

活情况，对大学生们提出的问题给

予了解答。 他既兴奋又语重心长地

嘱咐大学们，“你们很幸运，在最美

的年华，来到公司工作，企业的改

革发展必将为你们的成长成才提

供广阔的舞台，让我们一起为了心

中的梦想努力拼搏。 ”

生日会场响起如春雷般清脆而

热烈的掌声……

（青辰 陈维）

三季度既是企业稳产高产的时节 ，也是天

气最为炎热的季节， 怎样组织高温酷暑期间的

生产经营工作？与以往不同的是，公司不再号召

职工开展“战高温、夺高产”活动，而且主动调整

生产计划 ，避开高温作业时间 ，重点放在 “保安

全 、保健康 、稳产量 、降消耗 ”上 ，做好人员和设

备的防暑降温工作， 以保持生产安全平稳运行

为目标，让职工舒心、安全度夏。

“战高温、夺高产”是流行多年的一句口号，

它反映了一种时代精神、 是不怕困难、 不怕牺

牲、人定胜天的象征。 直至今日，许多单位还把

“战高温、夺高产”当成大干快上的举措，当成无

私奉献的体现。 经常是战晴天、斗雨天，是夏战

三伏，冬战三九，晴天拼命干，雨天抢着干，雪天

不休息。 应该说，“战高温、夺高产”在特定的时

期 、特定的情况下 ，对于鼓舞人的斗志 、振奋人

的精神、 敢于拼搏、 敢于胜利确有其积极一面

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战高温、夺高

产 ”则是违背科学规律 、违背自然现象的 ，是以

透支人的健康，损害人的身体为基础的。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推动科学

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为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指明了方向。 以人为本已成为推动我国经

济发展不可动摇的目标， 那种违背人文关怀的

旧观念已从人们的意识中渐行渐远……

诚然，三季度是企业生产的“黄金期”，开足

马力、 大干快上的生产线和许多重点工程建设

项目都将在这一期间至关重要。 怎样处理好高

温和高产的关系呢？ 因此，如何科学合理安排好

工作，做到既保护好员工的身体健康，又完成好

工作任务，提高劳动效率，就不仅体现了领导者

高超的管理水平，还体现了其深厚的人文情怀。

在公司年初工作会上， 公司领导已提出明确要

求 ：各级管理人员要重心下移 ，服务基层 、服务

职工群众， 扎扎实实解决好职工最关心、 最直

接、最现实的问题。 尤其是当前要认真做好防暑

降温工作、防汛防雷和安全环保工作，确保职工

的职业健康。

一直以来 ，公司坚持开展 “春送技能 、夏送

清凉、秋送助学、冬送温暖”“四季送”活动。尤其

在 “夏送清凉 ”活动中 ，公司以人为本 、关心职

工，合理组织生产，多措并举做好人员和设备的

防暑降温工作，确保安全生产的顺利进行。 入伏

以来， 面对持续

35

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公

司各单位从关爱职工身心健康入手， 积极采取

多项措施，扎实做好职工高温劳动保护工作，着

实让职工处处感受人文关怀，清凉一夏。 首先，

通过报纸、电视、网站、企业微信公众号、学习资

料、板报等宣传载体，积极做好防暑降温基本知

识、 中暑预防措施、 中暑症状及处理方法的宣

传；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严禁不顾气候条件

和作业环境冒险蛮干的行为， 以致危及自身和

企业的安全生产和职工的职业健康。 其次，向职

工发放人丹、 风油精、 清凉油等防暑药品和绿

豆、冰糖等防暑降温物资，还为特殊岗位的职工

配备了空调、电扇、饮水机等降温设备。 不仅如

此，公司各单位单位“送清凉”活动迅速展开，在

40

万吨重点项目建设现场 、 在冶炼厂高温炉

台、在矿山防汛一线，处处可见“送清凉”小分队

的身影。 每到一处，“送清凉”小分队将西瓜、冰

棒 、绿豆汤 、盐汽水等递送到职工手中 ，并对一

线职工的艰苦付出表示感谢， 还叮嘱他们在应

对紧张生产作业的同时， 要特别注意做好自身

的防暑降温工作确保人员健康和生产安全 。 同

时，还结合“安康杯”活动，与安环部门协同开展

专项安全检查 ，重点检查高温作业 、露天施工 、

危化品储运等作业场所， 查看关键设备运行情

况，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

从“战高温”想到的不仅是管理者思想观念

的转变，更是企业彰显人文关怀、服务职工的具

体体现， 企业把阵阵凉意和浓浓关爱送到职工

的心坎上，鼓励广大职工弘扬爱岗敬业、克服困

难的精神，在“对标再出发、改革再深化”征程中

争创佳绩，奋力实现全年生产目标任务，为公司

高质量发展贡献积极力量。 （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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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多星”勇擒“拦路虎”

“A 级铜产出率提升 0.17%，指标的提升在于大

家的团结协作，望再接再厉努力干，加油！ ”近日，冶

炼厂电解车间大板班微信群里，槽面攻关组兑现“军

令状”，引发围观、点赞，圈粉无数。

原来，由于近期大板采用高电流密度生产，再加

上供给紫杂铜阳极板化学成分波动较大， 诸多不利

因素影响了 A 级铜产出率的提升。“快发动‘智多

星’们的小‘马达’想想办法。 ”生产一线哪里遇到了

困难哪里就能见到槽面攻关组的身影， 总是能解决

困扰一线人员的生产难题。

“开足马力加油干， 确保生产更多优质的阴极

铜。 ”在“对标再出发、改革再深化”中，岗位上一股

股担当作为的热潮扑面而来， 擂响了全员增产增效

的战鼓。 槽面“智多星”们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难度不

小的目标———尽快制定改善方案，提升阴极铜质量，

实现连续稳定运行！ 性格倔强的他们开始向“拦路

虎”宣战了。

为了考出好成绩，槽面攻关小组早早进入了“战

斗”状态。 几个技术咖便夜以继日泡在槽面现场，对

照工艺流程系统图和控制系统仔细琢磨。“紧紧牵住

成本管控这个‘牛鼻子’，打好经营管理‘小算盘’，

让降本增效工作取得实效。”大板班班长杨鹏胸有成

竹地说道。

“高电流密度生产，在出铜作业时还需加继续加

强岗位精细操作，控制好出

铜照缸质量，做精做细手头

的活儿。”“电解液成分控制

也需精准调节，添加剂配比

要动态跟踪。”工艺流程、工

序操作层层推敲，挖潜提效

的过程是艰辛的，尽管通向

成功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攻

关小组却并没有停下脚步。

很快， 槽面交接班制

度、 阴极铜质量数据采集、

设备安全操作规程相继完

善更新。 根据阳极成分变

化、 生产装置的各项参数，

重新调整添加剂配比与外

购阳极装槽量，加强岗位出

铜照缸， 实行零短路交接

班。 ，促进 A 级铜产出率的

提升。 两个多星期，二十多

次的反复尝试， 几十项优化指令……攻关小组基本

就没有离开过槽面现场。 在调试过程中遇到各类问

题，就不断尝试优化……

一份辛勤，一分收获。 在不间断的调试与修正

后， 大板 A 级铜产出率显著提升，A 级铜产出率达

99 23%以上。 实施后收效明显，至此，一场提指标保

质量的“攻坚”战役初战告捷。“大家齐动脑，同力可

断金 !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探索，不断提升系统各

项经济指标。 ”谈及下一步攻关小组的工作目标，大

板班班长杨鹏信心满满。

（晨曦）

8

月

18

日，晟祥公司召开生产

质量调度例会，会上总结了

8

月份第

一轮次铜杆生产与质量完成情况，本

轮生产铜杆

8469

吨，其中

A

级品率

6359

吨，达到

75%

，首次达到对标目

标。

在公司开展“对标再出发，改革

再深化”研讨过程中，晟祥公司边研

讨边实践，结合公司实际开展对标工

作，确定将

A

级品率、故障停机率、

劳动生产率、 制造成本作为对标指

标。 该公司成立对标工作小组，多次

组织管理人员讨论，将对标指标与行

业先进、历史最好水平相对比，研究

改进措施与实施方案。

铜杆的

A

级品率是衡量产品质

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检验产品在

市场中高端客户认可度的指标。今年

疫情以来， 晟祥公司

A

级品率一直

徘徊在

50%

左右，市场占有率没有得

到提升。 开展对标大讨论以来，该公

司先后开展铸轮寿命攻关、铜杆夹皮

攻关、 铜杆氧化层铜粉攻关等项目，

加强工艺纪律检查考核、 维护与巡

检，员工的质量意识得到提高。 本轮

生产在操作、设备、工艺人员的共同

努力下，

A

级品率首次达到对标指标

要求。 （沈韶峰）

晟祥公司 8 月份

第一轮生产铜杆 A 级品率达标

8

月

10

日、

14

日、

19

日，矿业分

公司铜绿山矿分别组织凿岩爆破工、

磨矿工、浮选工技术比武。

10

日，该矿采矿车间

41

名凿岩

爆破工参加理论知识闭卷考试。 参考

人员积极思考、认真答题，监考人员

严格执行监考纪律要求，确保了考试

结果的公平、公正。 预计

8

月中旬，该

矿将举行凿岩爆破工现场实践操作

考试， 理论竞赛成绩占总成绩

30％

，

实际操作竞赛成绩占总成绩

70％

，对

取得前三名的优秀个人或机台，分别

给予

3000

元、

2000

元、

1500

元的奖

励，并对考试成绩优秀的凿岩爆破工

推荐参加

"

湖北工匠

"

技术比武。

14

日， 该矿参加磨矿工技术比

武的选手们赛前进行

30

分钟现场笔

试答题后，按照抽签排出参赛次序依

次进行实操考试。 比赛开始选手用快

速法检测矿浆浓度和细度，再根据经

验判定球磨排矿、分级沉沙、分级溢

流

1

、 分级溢流

2

四种矿浆样品浓度

和细度，最后根据现场实时球磨给矿

量估测

10

分钟时长内平均台时量数

据，填写《

2020

年球磨工技能竞赛实

际操作试卷》交于监考人员，由评委

对照评分细则逐项考核， 认真打分。

技术比武提升了磨矿工的操作能力

和实战能力，为今后生产实践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

19

日，该矿浮选工技术比武在选

矿车间磨浮厂房举行，选手们依次按

抽签顺序进行浮选实操考试。 选手对

矿浆浓度和细度进行快速检测，并进

行

120

分钟的现场浮选操作考核，通

过手摸、观察，凭直觉、手感及经验最

后估测原、精、尾铜品位。 评委们全程

跟踪，对照考核细则逐项打分，最后

将根据取样检测结果，对每名参赛人

员的综合铜精矿品位和选铜回收率

化验结果进行最终考核打分，评出名

次。 （周志刚 李从尧 姬振委）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举行

多工种技术比武

8

月

14

日，金格公司混凝土构

件厂

1-7

月最新报表出炉， 中标商

砼

13

万方。该厂在二季度全面发力，

访客户、多投标、控风险，用良好的品

质和优秀的服务不断取得市场订单。

混凝土构件厂面对一季度全面

停工的疫情影响， 主动调整部署，一

面与老客户做好沟通，与潜在客户保

持紧密联系，做好投标和复工前服务

工作，一面对全厂车辆和设备进行检

修，停产期间共对

27

辆泵车和两条

生产线进行了全面维护检修，保障了

设备运转率。 二季度复工以后，厂

领导班子带领全体管理人员在市

场开发工作上全力出击，逐家拜访

业主单位，主动上门联系本地周边

潜在客户，细致组织投标方案。 二

季度陆续参与地区大项目投标

10

余次，其中不乏多次与地区 “行业

大佬”同台竞标。 凭借优质的质量

口碑和良好的服务质量，先后成功

中标

6

个项目，为完成全年生产经

营任务打下基础。 （黄海波 李任）

金格公司混凝土构件厂

用品质和服务赢得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