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强化井下顶板管理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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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万吨”项目是公

司推进高质量发展， 打造

现代化铜企业的“压舱

石”。 而刚刚走出学校，来

厂学习培训的“40 万吨”

新入职大学生是支撑公司

“压舱石”行稳致远的基础

和希望。 自新入职大学生

进厂以来， 厂积极采取措

施， 做好新入职大学生教

育培训工作，通过“熔炉”

锤炼、锻造，为公司改革发

展育出新希望。

炎炎夏日，骄阳似火。

70 余名“40 万吨”新入职

大学生经过公司集中培训

后， 进厂进行第二阶段学

习培训。 厂长万黎明对新

入职大学生培训工作高度

重视， 在厂务会上专门就

实习生培训工作向与会的

车间、科室提出多项要求。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 伴随

着松弛有度的培训安排，

理论结合实践的培训方

式， 实现新入职大学生从

校园到职场的平稳过渡。

8 月 28 日， 在厂电教

室里， 讲师孜孜不倦地讲

解专业知识，新入职大学生聚精会神地听课，偶尔

针对某个问题，讲师与学员进行交流互动，其乐融

融，成为最励志的“风景线”。

“一个月前，大家都是刚踏出校园的学子，通过

培训、 跟班实习， 让我们迅速完成职场身份的转

变，每次学习对于刚刚参加工作的我来说是一种突

破，常思常学，才能收获更多。 ”新入职大学生小陈

说道。为了帮助实习生完成从学生到职工角色的转

变，厂充分发挥技术、技能人才的“传帮带”作用，

为实习生准备了丰富多彩、 系统全面的培训“套

餐”。 70 名实习生在厂统一组织下，每周五集中在

厂电教室，由一位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工程师担任

培训讲师，为新入职大学生“传经送宝”。 针对新入

职大学生在实习中所遇到的“疑难杂症”， 授课讲

师除了“规定动作”外，还进行

“自选动作”， 常常在课余时间

与他们就一些专业课题进行探

讨、交流工作经验，分享工作中

的苦与乐。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

事要躬行。“这个澳炉工作原理

是什么，构造是什么？ 为什么矿

料要进行配比？ ”……在熔炼车

间澳炉主控室，带着“十万个为

什么”的新入职大学生，紧紧围

绕在“师傅”周围，抢着让师傅

解答困惑。

如何帮助新入职大学生快

速找到职业发展定位， 了解自

己所学专业优势所在？ 车间根

据培养对象的技术技能水平、

个人能力、综合素质等情况，实

行下基层跟班实习、深入岗位实践，并指派经验丰

富、专业素质高、工作责任心强的老师傅为师傅，给

予新入职大学生理论和实践的指导，帮助他们深入

学习和了解各个岗位的工作职责、工作特性等。 同

时，针对实习中遇到的难点问题，车间每天利用上

午时间， 邀请车间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结合工作实

际，为新入职大学生释疑解惑，帮助他们尽快将理

论知识与实践相融合，为新入职大学生更快熟悉各

工序流程，全身心参与到工作中去，打下坚实基础。

为了丰富新入职大学生员工课余时间，车间不

定期组织他们参观车间党员活动室、职工创新工作

室，开阔他们的视野，为他们讲述车间党员在抗疫

保产、防汛抢险中的先进事迹，让他们了解工作中

的创新方法和创新创效案例，引导他们在工作中创

新创效，实现自身价值。

新入职大学生表示：“作为公司一员，我愿把所

学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解决好生产中的实

际问题，为公司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

(

冶炼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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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牢井下安全“保护伞”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把井下顶板管理作为矿

山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 通过落实好采场分级管

理、光面爆破、锚网联合支护、液压支护，以及孔网

参数、采幅参数、采供充循环安全确认、铲矿前联

合安全确认等管控措施。 实现顶板管理有对策，制

度执行有奖惩，全员上下一条心，支牢井下安全生

产“保护伞”。

分级管理抓落实

井下采场顶板分级，有利于有的放矢，针对不

同安全级别的采场采取相应的支护， 确保各级采

场安全。

年初，在制订好全年采掘计划后，该矿根据井

下地质构造， 重新评定采场级别。 并实行每月更

新，动态管理。 严格落实顶板分级管控要求，一级

采场强制推行锚杆网联合支护， 覆盖率

100%； 二级采场锚网支护要达到 60%；三

级采场根据现场状况， 采取必要的支护措

施。 对岩性较差的采场，实行“一炮一支”。

同时， 加大对井下锚杆网支护的投入，今

年锚杆网联合支护的支出在去年 207 万元

的基础上，增加 30%左右。 矿顶板管理活

动小组由分管技术和安全副矿长带队，每

月对一级采场现场开展一次专项管理活

动。 在 8 月 19 日的顶板管理活动中，顶板

管理活动小组对各采场重新分级， 并对存

在的问题， 现场进行撬检处理， 局部进行

锚网支护。 采矿车间为每个采场顶板建立

“档案”，根据采场实际情况，及时开展车

间顶板管理活动。 井下安全督察队队员每

班进行顶板分级管控措施的执行督导，每

周对问题通报， 每一项考核到分区包保主

任，一级抓一级，督促采场规范化、标准化

建设。

奖惩并举强激励

8 月的第一个周一安全会上， 兴安项

目部的郭国强、 朱封兵， 采矿生产班职工

朱荣华、 陈国庆等员工， 因 7 月份顶板造

型控制好，各获 200 元奖励。

光面爆破工艺以其顶板成型好、 安全

效益高， 在该矿井下得到广泛应用。 兴安

项目部的郭国强、 朱封兵师傅在光面爆破

技术上经验老到， 是大家学习的对象。 俩

人原先在井下 -365 米中段 1 号矿体作业， 两位师

傅在采场现有基础上，重新进行技术处理，爆破后

的顶板造型控制得当， 采场顶板撬检强度明显减

小，减少锚网支护，加快了采场采供循环频次。 俩

人继 2019 年因顶板控制好获 2000 元奖励后，这次

每人再次各获 200 元奖励。 他们用技术证明：安全

才能创造更多的效益。

采矿车间采矿生产班职工朱荣华、 陈国庆在

-545 米中段 5535 采场作业。7 月份，因采场顶板凹

凸不平，吊包较多，经支护增加难度，俩人各被扣

款 100 元，上了通报的“黑榜”。知耻而后勇，他们按

照之前车间开展的光面爆破培训所讲授的要领，

控制好钻孔角度、眼距和装药量。 爆破后，采场顶

板呈悬拱形，平整度高。 这个顶板造型让检查人员

挑不出毛病，时隔一周，他们上了通报的“红榜”，

并且还获得人均 200 元的奖励。这让他们用好光面

爆破工艺的劲头更足了。

此外，针对支柱工的《顶板管控奖》，激励支柱

工在顶板撬检中更加用心。 二季度，柯红军、李汉

泉等 13 名职工获得人均 600 元的顶板管控奖。

巡查督导严管控

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才能发挥

作用， 不然也是纸上谈兵。 该矿开展孔网参数、采

幅参数检查，采供充循环安全确认、铲矿前联合安

全确认，从过程上确保制度、工艺要求执行到位。

“8 月 7 日至 8 月 13 日，生产管理科、安全环

保科在日常现场安全巡查中，对照《采场顶板控制

巡查表》的要求，开展了采场顶板安全管理专项检

查。 检查发现：部分采场作业存在问题 5 项……对

相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给予处罚 1000

元，并予以通报；有 2 个采场顶板控制较

好， 奖励 800 元……” 这是该矿第 13 期

采场顶板管理专项巡查周通报。 该矿在

梳理好井下采场安全技术管理标准的基

础上， 对采场作业条件开展专项检查整

治。 督察队员每班检查问题，每周通报。

到目前为止， 采场顶板管理共出通报 14

期，问题 82 项、处罚责任人 1.6 万元，对

顶板控制好的采场作业人员及时奖励，

奖励 84 人次 1.68 万元。

采矿车间加强采场安全确认， 着重

抓好《采场安全管理制度》贯彻执行，对

凿岩、爆破、出矿、充填作业实行全过程

管控。 现场作业人员先按照《采场安全确

认执行标准》确认，值班长、队长到采场

作业点再确认，方可开始作业。 采矿车间

安全组则一人一把尺， 跟踪采场顶板控

制情况。 对井下锚网支护进行验收，凡锚

网支护不合格、 角度不佳等， 均不予通

过，有问题不算工作量并要求加固。 对光

面爆破的孔网参数等工艺不达标的，现

场要求整改。 严格的检查促进制度、标准

更好地落实。 每次检查情况都在安全组

组长舒鹏的记录本里，他切身感受是，管

控效果更好了。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支牢井下安全

“保护伞”，不断强化井下顶板管理，让井

下作业更安全。

（梅晓艳）

近日，后勤中心重点工作“大冶

有色南苑小区”办证工作已进入“不

动产登记”程序，该项工作的顺利推

进得到了黄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

支持，后勤中心部门相关负责人将一

面锦旗送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

人员手中，表达诚挚的谢意。

后勤中心组织相关人员形成专

班，定期召开专题项目推进会，将工作

中的疑点、难点作为突破点、逐一寻求

方案进行化解。 一年来，专班人员在及

时掌握新出台的惠民惠企相关政策文

件的同时，结合“双千”会议指示精神，

向不动产登记中心及其主管部门积极

争取“绿色通道”和“特事特办”等有效

应对措施。

预计今年

10

月中旬，“大冶有色南

苑小区” 不动产登记工作将圆满完成。

届时，困扰职工群众多时的历史遗留问

题将得到彻底解决。 （杨志钢）

后勤中心发扬“店小二”精神

服务职工群众

8

月

31

日，在冶炼厂熔炼车间澳

炉主控室，职工通过优化操作，控制好

炉腔负压，减少烟气量，降低烟道结焦

形成，促进生产顺畅，提高生产效率。

减少澳炉上升烟道结焦， 是该车

间重点攻关课题。该车间针对澳炉入炉

矿源成分复杂、上升烟道频繁掉焦等生

产实际，组织攻关团队，实地研究、现场

分析，多措并举，开展降低烟道结焦技

术攻关。 一是定时对烟道添加价格低、

效果好的新型化焦剂， 加强工作门清

理；二是优化入炉料配比，提高制粒成

团率；三是在操作过程中，充分利用富

氧、减少粉煤用量，减少烟气量；四是控

制好炉膛负压。 通过实施多项措施，取

得了预期效果， 有效减少了烟道结焦，

促进了澳炉生产高效顺畅。

（脚印）

冶炼厂熔炼车间开展澳炉烟道技术攻关

9

月

1

日，从矿业分公司铜绿山

矿传来好消息，该矿主井

8

月份提升

量

10.3

万吨，日均提升

3328

吨，创今

年新高。

面对疫情、 汛情等诸多因素影响，

该矿机运车间将困难抱在怀里解决。管

理人员增强责任意识，紧盯提升流程关

键点，轮流“蹲守”在重点岗位，快速处

理

-425

米卸载站放矿溜槽积矿， 避免

流程打结；

-785

米破碎站及时破矿，保

持矿仓仓位。 对设备实行“分片包保”，

结合岗位说明书开展设备维护，设备维

护情况每日微信群内“打卡”。

8

月计划

性检修

28

小时，实现设备“零”故障。 做

好设备防暑降温工作，提前备好工业电

扇、鼓风机，为每个机台准备测温仪，操

作工定时“量体温”。 除风扇、冷却循环

水降温外，当气温达到

35

度以上，托运

工业冰为设备“送清凉”。 一系列举措让

流程畅通无阻， 主井提升效率达到

13

斗每小时， 最高日提升量达到

313

斗，

每小班提升量达到

104

斗。

（梅晓艳 周静）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主井

8 月份提升量创新高

40

采矿车间安全组测孔网参数。 占剑锋 摄

凿岩爆破工在支好锚杆网的采场作业。 梅晓艳 摄

新入职大学生员工在冶炼厂实习。

保全车间组织新入职大学生员工在生产现场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