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研公司接受国家认可实验室复评审。

职工为铜精矿

样品称样。

新闻故事

设研公司开展“揭榜

攻关”项目实验。

一次安全点检后……

“陈师傅，你来看看，这个轴承安装的没问题吧？ ”近日，冶炼厂电解

车间维修班张俊楠跟其他师傅一起更换完残极机组洗涤链尾轮轴承座

轴承和洗涤链尾轮轴承后，为了安全起见 ，特地喊来了师傅陈锋来进行

“技术鉴定”。 陈锋说：“小张啊，你可是我们的高才生，相信你们安装这

个肯定没问题 ，有安全意识是好事 ，我来给看看 ，确保设备安全是我们

共同的责任。 ”

说起这次更换轴承 ，陈峰可算是立了一次大功 ，有效避免了一起设

备安全事故的发生，事情缘起一次点检。 一天，小张像平常一样，跟随着

师傅一起来到电解老系统大板机组作业现场 ， 开始每日的设备日常点

检， 他们俩对检查内容进行了简单分工 ， 就各自拿着工具认真忙活起

来 。 刚开始 ，点检很顺利 ，所检之处均在正常范围内 ，陈峰本想松一口

气 ，可转念一想 ，点检虽然是日常巡检 ，但也是发现设备隐患的一个重

要渠道，设备安全是生产能否正常进行的关键 ，可不能因为设备问题让

生产受到影响。 想到这，他继续细心地检查着各个部位。

当他检查到残极机组洗涤链时 ，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发现洗涤

链尾轮轴承座压盖与尾轮轴之间的缝隙不均匀 ， 于是他下意识地用手

晃动洗涤链尾轮，发现有些松动。 根据他多年工作经验 ，轴承座与轴缝

隙不均匀且松动，说明里面的轴承磨损严重 ，表面上看好像没有什么问

题，但存在安全隐患，过不了多久就会垮落 。 他向不远处正在点检的小

张挥了挥手，正好小张抬头的瞬间看到了师傅在召唤自己 ，立即停下手

中的工作，来到师傅身边。 陈峰指着眼前的洗涤链问小张 ：“小张 ，你来

看看，这里你能看出什么问题没？ ”小张顺着陈锋手指的方向，看到了洗

涤链尾轮轴承座压盖与尾轮轴，他一边看一边想：“这不是好好的嘛 ，能

有什么问题。 ”他再仔细一看，感觉轴心有点小小的偏离。 “师傅，这个轴

好像有点不对劲，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 ”“小张啊 ，你是我们这里的人

才 ，你学的专业知识比我们这些老师傅要多得多 ，要学以致用才行 ，今

天师傅教你一招，怎么查找设备隐患。 ”“师傅说的对 ，我得多实践多学

习才能让自己更快的成长。 ”陈锋指着洗涤链尾轮，说：“你看，轴承座压

盖与尾轮轴之间的缝隙不均匀，你再看这里，是不是有些松动？ ”他用手

摇着洗涤链尾轮。 “师傅，这里看着好像是有问题，可是还可以用啊 ？ ”

“可以用 ，但用不久 ，你知道呗 ，这是因为里面的轴承磨损严重 ，如果继

续使用，再多磨损一点，就会垮掉的，再把它恢复可就是个大工程了哦 ，

如果在运行中垮掉， 大量的残极板会卡在冲洗箱内 ， 生产就会被迫停

止，那损失可就大啦！ 我们每天对设备进行点检 ，就是为了做好预防性

检查 ，发现设备存在的隐患 ，在问题刚萌芽的时候就要解决 ，如等问题

扩大了再去解决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还会耽误生产。 ”陈师傅给小张

仔细地讲解着……

当天下午，陈锋利用残极机组停机时，带着徒弟小张和班组骨干，拆

卸了残极机组洗涤链尾轮轴承座轴承 ， 拆下的轴承果然如陈锋所预料

的，磨损严重，他们找来同型号的轴承进行更换。 当轴承回装，经他检查

一切指标正常后，陈锋语重心长地对徒弟小张说：“机组就像人一样 ，在

刚有生病迹象时就要进行治疗，不能等到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再去治 ，提

前防病治病， 既能预防故障还能节约成本 ， 更重要的保障了生产的正

常，可谓是一举三得。 ”“师傅，你的话我记住了，以后，我要跟着师傅学

习更多的实践技能。 ”

这一次的安全点检 ，有效避免了一次设备故障 ，也给小张上了一堂

生动的点检课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小张也会成为一名合格的 “点检师

傅”。 （芳草）

10月 25日， 从湖北省第八届全省

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传回好消息，金格公

司焊工代表队获得了团体第七名，其中

黄晓龙荣获省个人第十五名的成绩。

作为本市焊工组唯一参赛队伍，金格公

司提前一个月开始筹备，从近 200人焊

工队伍中精选了 3 名青年技术能手进

行封闭训练，在 21日前往武汉大赛基地

参加比赛，比赛分为理论和实操两部分，

其中实操更是细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焊

接工艺。

本次“湖北工匠杯”技能大赛暨湖北

省第八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是省总工

会联合多部门组织的省级一类大赛，比

赛设焊工、电工、数控机床等五大工种。

全省有 16 个市州共 115 支代表队，332

位选手参赛。

图为赛前集结。

（程诚 黄海波）

金格公司参加省职业技能大赛创佳绩

10

月

23

日， 矿业分公司丰山

铜矿召开三季度经济活动暨成本

管控推进会，宣贯了公司总会计师

陈峙淼在公司成本管控督促会上

的讲话精神，通报了丰山铜矿三季

度生产经营情况和车间成本费用

考核情况，并对该矿下一步成本管

控工作进行具体安排。

会上， 矿财务科负责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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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成本费用情况分析报告，通报

各车间 （科室 ）三季度成本费用考

核情况。 该矿采掘车间、选矿车间、

采运车间、维修车间分别在会上对

今年

1-9

月及三季度成本费用情况

分析进行了汇报。 该矿相关负责人

就落实好会议精神提出要求： 一是

抓好疫情防控与安全生产， 努力完

成好今年生产经营任务； 二是要统

筹安排，精益求精，多措并举降低成

本单耗； 三是要齐抓共管， 落实责

任，千方百计确保安全环保工作；四

是要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创新发

展，谋划好未来；五是各级管理人员

要深入基层， 了解基层职工思想动

态，确保职工队伍稳定。

图为职工修旧利废降低生产成

本。 （刘鑫涛 马翠英）

矿业分公司丰山铜矿

加强成本管控冲刺全年目标

10月 27日，矿业分公司铜

绿山矿采矿车间兵分二路对井

下六个区域重点设备进行专项

检查，及时消除各类隐患，强化

现场设备管理。

该车间开展设备管理能力、

操作技能、维修技术培训，重点

提高智能化设备的管理、操作和

维护水平。一是对井下 4立方米

矿车进行全面排查，对损坏的矿

车进行大修；加强中深孔设备电

路和凿岩机的维护，提高台班工

效。 二是开展井下深部矿石漏

斗、长溜井的使用和维护，更换

负 425米、负 485米中段卸载站

的曲轨， 保证供矿生产安全正

常。三是严格要求岗位操作人员

加强设备日常检查、 维护和保

养， 认真落实包机到人制度，发

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理。

图为职工在抢修井下设备

故障。

（周志刚）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采矿车间

开展井下设备专项检查

———设研公司生产经营工作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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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冲刺全年目标

10 月 27 日上午，设研公司化验大楼的

党员活动室，传来一阵阵朗朗的授课声。 这

是检测检验事业部试金班的小课堂，正在讲

授《试金分析原理：硝石法熔融中的物理变

化和化学变化》。 2020 年，只有 60 天时间，

设研公司上下拧紧发条，整装向前，朝着年

终目标发起冲刺。

合力攻关 提升攻关效率

今年，设研公司承担大冶有色公司 4 项

科研项目， 制定了 5 项公司内部科研项目，

申报了 5 个工会“揭榜攻关”项目，还制定了

“新增专利 3 项以上”的具体目标，科研任务

重。 该公司充分发挥国家认可实验室、国际

标准研制创新示范基地、湖北省研究生教育

创新基地等技术平台优势，选取课题，成立

团队，合力攻关。

该公司把科研的平台当作职工提升技

术水平能力的好机会，成立了“一对一互助

小组”技术帮扶机制，吸纳更多的职工参与

到技术攻关之中，促进全员在攻关中迅速提

升技能水平。

攻关项目《铜精矿中氟量和铬量的测定

方法改进》，就是大家智慧的结晶。 以前，职

工们按照国家标准《铜精矿化学分析方法中

氟含量的测定》 测定铜精矿中氟的含量，而

铬的含量却没有相关标准可参照执行。 今

年，为满足公司对铜精矿中铬含量进行测定

的要求， 大家将简化测定流程作为课题，组

织班组骨干和技术人员进行攻关。项目小组

通过实验和标样验证，成功制定了铜精矿中

铬含量的分析方法。并在积极思考和实验比

对后，将氟的测定方法进行改进，合并了两

个分析项目的前处理过程，简化化学检测流

程。 流程优化后，分析检测人员由 4 人减少

为 2 人，预计每年可以降低成本共 10 万元。

发挥优势 勇立市场潮头

全面复工复产之后，设研公司就紧紧抓

住湖北省疫后重振的机遇和政策， 在过好

“紧日子”的同时，开展业务拓展。设计咨询、

检测检验、地勘测绘等事业部，充分发挥自

己的技术优势，主动出击，自我加压，以行业

最优为标准，用更优服务努力开拓市场。

在全力确保 40 万吨等重点项目的设计

服务、工程勘察、施工勘察工作的同时，积极

寻找外部市场。 公司通过竞标等方式，拓展

目标客户范围，开发新的客户群，完成了包

头市一家公企业渣处理扩产项目工程，完成

了大冶市一家公司选矿厂技改工程初步设

计和磨浮改造和中冶南方一家公司委托设

计。

今年，标准起草工作也颇

有成绩。 完成了《金化学分析

方法》等国家标准的审定，《铜

冶炼分银渣化学分析方法》

《铅冶炼分银渣化学分析方

法》等 7 个行业标准的审定工

作，这些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

标准即将出台，对公司形象提

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学促干 激发学习劲头

作为科技型企业，设研公

司注重岗位任务与学习培训

的结合，学习成为每一名职工

的常态。 公司上下都秉持同一

个学习目标：在对标世界一流

的市场化大潮中，一定要让自己知识储

备的速度，追得上知识更新的速度。

2020 年，公司国家认可实验室通过

复评审、通过测绘资质省厅“双随机一

公开”检查，成功延续工程勘察（乙级）

资质、建筑工程（乙级）资质，这些工作

的推进， 与公司全体职工的不断学习、

不断提升是分不开的。

有能力训练。 检测检验事业部为了

保证达到化验数据准确率 99.5％、及时

率 99％， 复检合格率大于 85％等关键

技术指标，对化验岗位所有职工进行了

轮训。 事业部开展“每周一题”“每月一

讲”“每季一赛”， 组织技术骨干深入到

岗位，进行化验理论知识授课。 不仅如

此， 针对化验技术水平的薄弱部分，量

身打造提出施教的侧重点。 锌精矿中锌

量的测定比较复杂，耗时长，今年 5 月，

检测检验分工会邀请资深技术人员出

镜，制作了操作全流程短片，并组织专

门的培训，实实在在地提高了岗位职工

的操作水平。

更有好课分享。7 月，地勘测绘事业

部和设计咨询事业部的技术人员，共同

观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

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和《建筑工程抗

浮技术标准》宣讲及“现代地基设计理

论新发展在实践中的应用”网络直播培训讲

座，拓宽业务范围，共同学习提高。

学习有劲头，科研有势头，开拓创新立

潮头。 设研公司干部职工共同努力，冲刺目

标，共同为这个极不平凡的 2020 年，交上满

意的答卷。

（刘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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