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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

举办应急知识培训

11月 25日，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工会

联合矿安全科， 特邀黄石有色医院医务人

员，为全矿班组长、安全员举办了一场安全

生产应急知识培训。

课堂上， 黄石有色医院医务人员结合

临床，根据职工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实际，有

针对性地对岗位应急处置措施、触电急救、

包扎止血、骨折固定、心肺复苏等实用性现

场应急知识进行了详细讲解，参训职工听得

兴致勃勃，还针对日常碰到的一些疑惑问题

进行现场提问。 理论培训后，医务人员还现

场进行心肺复苏模拟实践操作，认真耐心讲

解每个步骤和要领。 此次应急知识培训，是

该矿深化“百日安全无事故”活动，在班组职

工中开展“反三违、查隐患”群众性安全生产

活动的内容之一，不断提升职工医护应急处

理能力和安全技能，促进矿山安全生产。

（汪华松 童言）

11月 20日，矿业分公司铜绿山开展井

下顶板管理专项检查，这是该矿冲刺四季度

安全不松弦的一项举措。

在冲刺全年生产经营任务目标的关键

时期，该矿不断加强 11、12月份安全检查工

作，要求全矿扎实开展矿领导分片包保区域

专项检查、 专业安全管理领导小组专项检

查、 隐患大排查活动和井下专项检查活动。

在此次顶板管理专项中，检查组分别深入井

下各采场，检查各采场顶板采幅、采高及边

帮支护情况。 现场指导作业人员施工，采矿

作业要严格执行光面爆破；顶板孔网度要按

设计图纸要求施工； 要控制好采场采幅、采

高；按顶板分级管理制度搞好采场顶板锚网

支护；所有采掘作业面必须有可靠的临时液

压顶支护，防范顶板冒落事故，实现全年安

全生产目标。

（梅晓艳 刘亚发）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

扎实开展四项安全检查

11月 9日， 矿业分公司丰山铜

矿采掘车间维修大班的会议室里每

周一的安全学习正有条不紊地进行

着。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会议桌上除

了一本安全会议记录本以外， 再也

没有任何物品了！

“今天的安全学习不开展了么？ 怎么没有看到

学习资料啊？ ”职工韩辉问出了大家的疑惑。

“学，必须学！ 但我们今天不是照本宣科地读

文件。 ”大班长胡宗平的回答并没有让大家打消疑

惑， 反而让大家对今天的学习有了一种莫名的期

待。

“今天学习就不读报纸和文件了，我要和大家

一起来回忆一下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安全事故。 ”

胡宗平的声音不高。 他的话音刚落，会议室里窃窃

私语。

“大家安静一下，这也是我在犹豫了一晚上而

做出的决定， 我希望通过用自己发生的事情让大

家都能有所警醒，牢记安全第一，从思想源头上筑

牢安全防线。 ”胡宗平向大家解释道。“哦，希望大

家能够认真地听， 我还要和大家一起分析这起事

故的原因和责任。 ”胡宗平补充道。

“2020年 1月 16日， 按照车间给我们大班布

置的工作安排，对井下南缘负 392米 14线溜斗放

矿闸门进行安装。 在班前会上我对作业过程安全

注意事项进行交代后， 在没有向矿调度进行高危

作业汇报的情况下， 带领值班长唐军、 焊工李小

波、陶小红、钳工程红运、维修车间起重工方河国

安装溜斗放矿闸门。 下午 14时 30分左右，起重工

方河国将闸门台板起吊落位后，按照分工，唐军焊

接台板上方立柱， 程红运配合李小波焊接台板上

方小侧板。 我和陶小红在台板下方敷设安装震动

电机电缆。 因焊接电流过大，唐军叫陶小红对焊机

电流进行调整，陶小红将电缆捆扎好后，随即去对

焊机进行电流调整。此时我进入台板底部，将 1.2米

高的铁质人字梯打开，梯子脚两端顶住两帮，双脚

站梯子第二档两边对震动电机进行接线， 在接线

过程中，剥线刀掉落，我下梯子捡刀子时脚底打滑

从梯子上摔落，导致我右手手腕骨裂。 ”胡宗平心

情沉重地回忆了这次事故的完整经过。

大概沉寂了 1分钟左右，胡宗平和大家一起分

析这起事故的原因和责任。

“请大家分析一下这起事故的原因和责任。 ”

胡宗平的话音打破了现场的沉寂。

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没有人起头。“既然

大家都不敢开口， 那我就首先分析一下自己的原

因吧！ ”胡宗平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由于我的安

全意识不强，在无人监护时，上梯作业，下梯子时注

意力不集中，脚底打滑导致摔伤，是造成此次事故

的直接原因，应该对此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

看到当事人都开始“检讨”了，大家

都跃跃欲试，准备发表自己的意见。

“由于我没有严格落实安全互保制

度， 对胡宗平在作业过程中的监护不到

位，是造成此次事故的间接原因，应对此

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作为事故的当事人

之一，陶小红自责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不对，陶小红应该负次要责任。 ”张艳勇对责

任的划分有不同的意见。

“由于对高危作业汇报制度执行不严，导致现

场施工安全监护不到位， 是造成此次事故的间接

原因，对此次事故负管理责任。”冯胜祥从管理责任

上分析了这次事故的原因。

现场的讨论越来越激烈……

“我们不光要分析这次事故的原因和责任，还

要制定防范措施，今天的安全学习，我希望大家以

我为戒，反思自己是否按照作业规程、工作标准规

范作业，不断提升安全责任意识，提高自我约束力，

使不敢违章、不想违章、不能违章成为常态！ ”胡宗

平对这次安全学习做了总结性发言。

现场传来热烈的掌声， 这是对胡宗平的那份

勇气和创新的一种肯定。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

失。 ”胡宗平以“过来人”的身份“自揭伤疤”进行现

场说教，大家从心灵上都有所触动，让这堂特殊的

安全教育课有了特别的意义。

（周雄飞）

一堂生动的

“现身说法”安全课

小改小革

冶炼厂稀贵车间铂钯班

巧改设备提取金粉效率高

近日，冶炼厂稀贵车间铂钯班组职工集思

广益， 将铂钯系统生产设备抽风装置加以改

装，不仅方便职工提取酸浸后金粉，而且还降

低了劳动强度。

金还原岗位酸浸工序中，提取酸浸后的金

粉通常是一项体力活儿，职工一直采用的是双

手合力提取的方法。而且反应釜过滤桶和抽风

装置之间的空间非常狭小， 增加了提取的难

度， 导致整个提取金粉的过程劳动强度加大，

经常弄得大家身心疲惫。

这不，当班又要出金粉

了。“一，二，三，起！”“不行，

不行！使不上力。”职工小严

说道。“再来一次，大家一起

用劲哈!”组长小金说。

大家一起铆足了劲儿，一

个人站在过滤桶上面，这样

是不是要好使劲些了。 ”小

金说道。

“过滤桶上方有抽风挡

板挡着了， 空间这么小，容

易碰头损腰，不安全啊。 ”大

家有些犯愁。

“组长， 你看能不能将

过滤桶上方的抽风装置改

良成活动的抽风装置呢？就是用切割机把抽风

板切断，在两块抽风板上钻两个眼，用铜芯电

线连接。 过滤后液时，就把两块抽风板合二为

一，不影响抽风效果；在提取酸浸后的金粉时，

又将抽风板一分为二，我们就可以安全地站在

过滤桶上方提取金粉了。”这时，班员小秦建议

道。

“这个建议不错，可以采纳！ ”班长詹志刚

听了之后笑着说道。 于是，他立即向车间反映

改装抽风装置这个建议。

车间立即安排维修人员前来了解情况，制

定改装方案，并快速投入到改装工作中。 在维

修人员近一个小时的努力下，抽风装置改装成

功。

铂钯班组职工们一起来到过滤桶旁。“我

个头小，我上去。 ”职工小沈一边说，一边做好

安全防护措施，爬到过滤桶上方，猫着腰半蹲

着，双手做好提取的准备。

人心齐、 泰山移。 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

150 多公斤的金粉就这样轻松提取了，顺利地

放入盆中。此举不仅方便了职工巧提酸浸后金

粉，而且还减少了职工的作业劳动强度，大家

都对此夸赞不已。这种集思广益改革创新的故

事在车间广为传播……

（胡芳）

“完美！ ”经过了半个月的奋斗，公司 40 万

吨项目电解区三米平台设计图纸终于完成了。

11 月 23 日，透过屏幕前的 CAD 设计图，魏溢

仿佛看到了厂房建成后，机组三米平台上忙而

不乱的样子：机械臂欢快地挥舞，阴极铜剥笋

般新生， 调机组运转声与行车轰鸣声交相辉

映，这些都是智能化工厂的标配。

魏溢是设研公司设计咨询事业部建筑所

的土建设计人员，他所在的团队，负责 40 万吨

项目电解区的设计。 总结这几个月的心路历

程，他形容是“披荆斩棘，过关斩将”，但是“关

关难过，关关过”。

地基，是电解厂房的“筋骨”。 基础稳固，

是智能化工厂设计的第一充要条件。 在设计

之初，由于场地局部底端分布有松散填土，场

地部分土质松软，导致持力层分布不均匀，稳

定性差。 为了保证基础稳固，魏溢和团队一道

集思广益， 采用混凝土换填到设计基础标高

的方式，使地基达到强度和稳定性。 并且，进

行不同区域沉降计算， 保证了区域的沉降面

落差在规范范围之内。

防腐，是电解厂房的“皮肤”。 耐腐蚀的构

造是智能化工厂建设的前提。 从厂房的基础

垫层到表面，再到 0 米以下的混凝土，都要进

行防腐。 在与甲方充分沟通之后，大伙儿将基

础垫层混凝土强度由 C15 提升至 C20，增加结

构自身防腐， 再在表面使用不小于 500 微米

的环氧沥青进行涂刷的办法，既满足防腐要求

又满足施工进度。

三米平台，则是电解厂房的“眉眼”。 作为

机组和行车操作和运转的枢纽中转站，平台设

计得“好看”，可以让智能化工厂得到最直白的

展示。 在不到 400 平方米的范围内，平台上需

要按照阴极机组 - 阳极机组 - 残极机组 - 阴

极机组的顺序排列 4 组机组， 荷载 840 吨，需

要 11 排、每排 9 根承重柱进行支撑，并且，平

台必须避开主厂房承重的排架柱。在满足了以

上的基本条件之外，平台的设计还要根据各台

机组的工艺要求，做到路线不乱、秩序井然。

面对高要求，设计团队拿出了高质量。 大

家加班了好几个晚上，几易其稿，巧用悬挑梁

和井字梁，避开厂房排架柱，合理改变“造型”，

将平台设计为异边型，提高空间利用率，让机

械臂挥洒自如，同时，平台承重柱不再是“横平

竖直”地排列，而是根据机组位置进行分布，保

证荷载要求。

“下一关卡———电铜库。 ”三米平台设计难

关攻破，给大家增添了极大的信心。 电铜库要实

现智能化搬运，对设计的要求更是精益求精，再

难的难关，在信心和实力面前，都不是问题。

（刘欣杰）

——— 公司 40 万吨项目电解区设计攻关小记

攻关不怕难 设计愈求精

11

月

25

日，由公司规划发展部、企业

管理部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验收组到冶

炼厂开展重点环境治理项目实施情况评

审验收。

验收组前往该厂环保技改生产现场

实地察看了重点环境整治项目实施情况，

听取了相关技术人员对重点环境整治项

目实施进展情况的介绍。 现场检查结束

后，验收组对该厂重点整治项目台账资料

进行了查阅，分别对“烟气无组织排放解

决方案”“干燥窑技术升级”“污酸渣场验

收”等

3

个重点项目进行了评分。 验收组

认为， 冶炼厂认真落实公司工作部署，在

实施重点环境治理项目方面工作成效显

著。 验收组还就有关项目完善及治理效果

的巩固等工作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吕翔）

公司对冶炼厂

重点环保治理项目评审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