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冶工程技术公司 KM 项目部

加强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

3 月 1 日，大冶工程技术公司负

责人带队到 KM 项目部检查，进一步

抓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

当天，检查组分别到采场、尾砂

作业现场、堆矿场等重点要害部位，

采取听汇报、现场查看、查阅相关资

料等方式对 KM 项目部进行了检查，

重点检查了交接班记录、 安全教育

培训、隐患整改落实情况、门检制度

落实情况、设备运行情况、疫情防控

工作记录等方面工作。

在采剥作业现场， 大冶工程技

术公司主要负责人要求， 一是要在

抓实上下功夫，认清形势，提高思想

认识， 深入贯彻落实中色大冶公司

三会精神， 坚持疫情防控和安全生

产“两手抓、两手硬”。 二是要在抓细

上下功夫，一方面应对刚果（金）第

二波新冠疫情高峰， 着力细化日常

防控措施。 另一方面对照业主方下

达的安全生产工作目标，分解到月、

落实到周、明确到个人，确保各项任

务目标顺利实现。 三是要在抓严上

下功夫， 各级党员干部要强化责任

担当，全体职工要严守工作纪律，全

力构筑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和保障

安全生产态势平稳。

（图 余汉吕 文 陈少云）

矿业分公司

到丰山铜矿开展安全专项检查

3 月 3 日， 矿业分公司到丰山

铜矿开展安全专项检查， 确保实现

全年安全生产开好头、起好步。

当天， 该矿相关负责人向检查

组一行汇报了职工及外用工安全教

育培训、安全检查等安全管理情况。

随后，检查组一行分别到井下负 314

米采场、 南缘负 272 米等重点区域

仔细检查采场顶板安全、 工程安全

质量、 安全防护设施、 现场安全标

识、现场安全管理等安全生产情况，

并对现场带班管理人员履行安全职

责等情况进行了抽查。 检查组对从

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相关资料、安全

活动开展情况进行了检查。

反馈会上，检查组对该矿近期安

全生产工作给予肯定，并就做好 2021

年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工作要求。

（刘鑫涛）

电解车间职工捆扎阴极铜。

稀贵车间职工生产银锭产品。

矿业分公司部署全年重点工作

3

月

2

日， 矿业分公司召开一届二次职代会

及工作会 ， 对该分公司改革发展前景进行了规

划 ，围绕

2021

年效益目标 、矿山铜产量目标和环

保工作目标，部署全年各项工作。

职代会上 ，

120

名代表参会会议介绍了职代

会筹备工作情况 ，该分公司负责人作了题为 《向

难而进 ，共克时艰 ，为打造专业化的矿业公司而

持续奋斗》的工作报告 。 大会通过了关于该分公

司工作报告、教育培训计划 、业务招待费的决议 ，

宣读并表彰先进单位、先进集体 、矿业标兵 、先进

生产（工作）者。

工作会上 ， 该分公司党委负责人作了题为

《党建引领发展，创新驱动改革 ，奋力开启矿业公

司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的党委工作报告 。 领导班

子与各下属矿山层层签订绩效责任书 、党建工作

责任书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 ，作了

2021

年绩效

考核办法说明 ， 表彰了

2020

年度创建四好领导

班子活动先进集体。

矿业分公司 “两会 ”要求 ，各单位 、部门认清

形势谋生产 、转变观念谋突破 、改进作风谋提升 ，

安排落实好各项工作 ，确保一季度生产经营 “开

门红”。 （梅晓艳）

——— 冶炼厂安全生产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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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辆井然有序的行车来回穿梭、一个个忙

碌的身影坚守在岗位上，一台台高速运转的设备

轰鸣声不断……冶炼厂区处处呈现着“不负春光

起好步，追梦出彩开好局”的美丽生产图景。

安全是稳定高效生产的基础和前提。 如何打

好开局仗， 为夺取全年胜利打基础？ 在冶炼厂

2021 年安全环保工作会上，该厂提出了“6033”年

度安全工作目标，以安全为舵，把稳方向，全力确

保生产经营目标实现。

上好安全宣教课

“公司、厂今年安全环保工作目标是什么？ ”

在熔炼车间电炉四班排班室，“安全小课堂”正在

进行中，在传达学习公司、厂安全环保工作会精

神的同时，班长针对重点内容进行提问，加深职

工学习效果， 让安全意

识入脑入心，紧绷“安全

弦”。

随着公司、 厂安全

环保工作会相继召开，

该厂将传达好、学习好、

宣传好、 贯彻落实好会

议精神， 作为当前重要

任务， 通过厂领导班子

成员到车间， 开展形势

任务宣讲活动， 面对面

将会议精神讲透、 面临

形势讲清， 凝聚合力。

充分利用宣传橱窗、电

子屏、《冶炼熔炉》微信

公众号等宣传平台，宣

贯公司、 厂安全环保工

作会精神。

“报告， 动力波串酸管法兰接口出现泄漏，请

求支援！ ”在硫酸车间制酸净化现场正在进行一场

针对安全生产的应急预案演练。 现场巡检职工发

现安全隐患立即通知班长。 班长了解情况后，

一边向车间汇报情况， 一边启动应急预案措

施，指挥现场职工穿戴防护用品，对泄漏点做

简单遮挡，防止过度飞溅损伤设备。 随后车间

应急小组成员赶到现场， 利用白泥做成围堰，

开辟出引流通道， 将泄漏稀酸引入收集池，对

泄漏点进行紧急处理， 经过半个小时努力处

置，隐患成功排除。 硫酸车间以实地应急演练

为突破口，组织职工现场观摩，利用案例上了

一堂生动的“安全课”，进一步提升了职工应急

处置技能和安全生产意识。 各单位利用“安全

小课堂”、应急预案演练等载体，不断增强安全

宣贯效果和质量。

加固现场管控锁

过程管控是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点和难

点。 该厂在注重安全教育“软”提醒的同时，更

加注重安全措施“硬”杠杠，强化现场风险管

控。

澳炉生产工艺流程相对复杂，关键重要设

备设施点多面广，包括溜槽、喷枪和输矿系统

等重点设备设施，熔炼车间采取“三定”举措，即定

人、定岗、定时，针对现场重要设备、设施、区域等

进行重点监控， 时实数据和设备运行状况及时反

馈至主控中枢， 把收集的信息与 DCS 平台自动监

测数据链结合起来，保证相关数据的可靠性，为安

全生产提供保障。 澳炉溜槽外堰温度过高会对溜

槽造成“不可逆”伤害，温度超标严重时熔体甚至

将溜槽烧穿，直接导致停炉且修复难度异常困难。

因此针对这一问题，熔炼车间加强日常生产管控，

要求副操手每间隔 1 小时对堰口 9 节溜槽外壳逐

节进行实时温度和循环水系统、 降温风机等定时

检查和监测，发现异常及时反馈和处理，确保关键

设备完好率。 硫酸车间以危化品安全专项检查和

现场管理为主线，强化责任落实，紧盯风险源点，

全面摸排安全环保隐患和薄弱环节， 强化专业管

理，深化专项整治，并加大对外委施工队伍安全管

理力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职责，进一步明确

监管范围、责任、人员、岗位，切实堵塞安全环保监

管漏洞，形成分级监管、责任到人的安全生产责任

体系，确保车间生产的正常运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该厂以求

真务实、 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 筑牢安全生产堤

坝， 激发全厂干部职工为实现安全生产工作目标

不断奋斗。 (

文 初易 图 芬达）

把稳安全开好局

“欧了，节约费用再进账！ 咱们修复的阳极板

上槽又派上了大用场。”2 月 28 日，在冶炼厂电解

车间大板岗位现场，当大伙谈起修旧利废带来的

效益时，言语之间的自豪感油然而起。 说起这事

儿还得从头说起。

原来，大板班组织班组人员利用空余时间翻

“仓”倒“库”，把这两年积存的废旧阳极板全部清

理了出来， 前前后后共计整理出近 300 余块，由

于废旧阳极板身毛刺，鼓包较多，板身变形，无法

进阳极机组校正上槽， 而废旧阳极板直接回炉，

又浪费生产成本。

“班长，这灰头土脸的老‘古董’，还中用吗？ ”

望着一堆板身鼓包、耳部弯曲的阳极板，满脸汗、

全身灰、 一手脏的班员王波， 忍不住脱口而出：

“这可咋处理呢？ ”“公司‘三会’倡导咱们节能降

耗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咱们要让它变废为宝创造

更多效益。 ”大板班班长杨鹏拍着王波的肩膀鼓

励道。“修！ ”班长杨鹏人勤话不多。 在他的组织

下，杨鹏与“小伙伴们”立即投入到装吊挑拣、分

类摆放、板面修整的工作中。

对于能够继续使用的废旧阳极板， 大家用冷

凝水清洁表面积灰， 重新吊入阳极机组准备槽，

采用人工整阳极板方式进行阳极排板。 王波用撬

棒抵住阳极板的一端，班长杨鹏亲自操刀，操起

大锤一阵猛锤。 击打耳部上翘的阳极，将每块弯

曲的阳极板用大锤校正夯直，以有效保证阳极上

槽质量。 手锤校正阳极板面的敲击声、行车来往

的警笛此起彼伏。“班长，这块阳极板板身弯曲咋

办？ ”“吊过来，让我用大锤修理修理！ ”“那些毛刺

鼓包多的阳极板，都给您吊装过来？ ”“全吊装过

来， 我们一起努力一个一个修， 争取多出一槽

铜。 ”

“好的，收到。 ”大伙麻利的双手没有一刻停

顿，目光里透着坚定。 经过一番调整、修理矫正，

废旧阳极板又都焕发“青春”。 被吊运到了电解

槽，重新上岗履职做贡献了。“这一天过得可真充

实，跟您也学到的东西老多啦！ ”职工王波一边儿

擦拭脸上的汗， 一边儿将一大杯水递给班长杨

鹏，看着与先前大不一样的“新”阳极板，不由得

打心底涌起一种满满的成就感。

“学习贯彻好公司‘三会’精神，大家就得一起

努力， 精打细算过日子， 以实际行动降成本促生

产。 ”班长杨鹏接过水杯对大家说。 废旧阳极板得

到成功上槽， 班长用实际行动给大伙上了一堂名

为“变废为宝”的提质增效课程，公司“三会”精神

就这样也逐渐在大伙心中生了根、发了芽。

（邓小辉）

废旧阳极板“上岗”创效记

物流公司

安全考试人人“过关”

2 月 26 日， 物流公司开展春节

后第一场“反三违”专题闭卷考试，

旨在提醒干部职工时刻敲响安全警

钟，进一步增强安全环保意识。

为切实抓早、 抓实节后安全工

作， 该公司召开节后安全环保专题

例会，开展安全环保专题学习，组织

了“反三违”知识闭卷考试，并采取

先管理人员、后职工的考试方式，逐

步覆盖全体干部职工。 为确保考试

效果，该公司将对考试低于 80 分的

人员，组织再培训、再考试，达到人

人都过“安全关”。

（胡志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