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冠建安新型环保建材公司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运用。近日，该公司蒸压粉
煤灰标准砖生产线引进了机器人码垛机，该设备采用了国内先进的全电脑控制机
械手进行码垛，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避免了人工、机械混合码垛方式存在的安全
隐患。

图为全电脑控制的机器人码垛机正在进行全自动化施工。 高 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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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冠冶化分公司综合车间综合检
验工左进，十多年在自己的岗位上洒
下了太多的汗水，为了不出一点差错，
无论多繁琐多复杂的工作他都认真对
待，无论是再危险再艰辛的地方他都
会义无反顾地奔赴。

2011 年，左进从一名统计工作者
成为质检员。为尽快适应岗位的变化，
他虚心求教，向先来的工友学习。经过
勤学苦练，他很快便以规范的操作和
精准的技能投入到质检工作中。

质计工作性质不同一般产品在生

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检验，每一个采制
的样品、每一个计量的数据都直接关系
到企业经济效益，关系到企业年度经营
目标的实现, 一个小数的误差足以带来
上万元的经济损失。左进深知责任重大，
他严格遵守公司规定和质检规章，细心
操作，将样品的误差值尽量降到最低，对
每一个批样进行多次称重和筛分后，才
交付样品数据。他严格要求自己，取、制
样技术规范、标准，脏活、累活抢着干。

质检工作有时需要去外地出差到客
户单位现场检验，因为比较辛苦，很多人

便不太愿意去，每每遇到这种情况，左进
便会主动向班长提出自己去。从江苏、浙
江的外来铁精砂原料检测到江西铁球团
的监督检测，左进一直盯守在现场，寸步
不离。货场环境很差，晴天尘土飞扬，雨
天一身泥泞，他从无抱怨，每次出差都精
心操作，严格比对，保证了数据的准确和
样品的代表性。

铁球团的料斗秤称重系统关系到公
司的切身利益，左进每次上班都认真检
查设备的运行状况，仔细校准、核对料斗
秤数据，确保数据真实、准确。长时间的

运行和球团输送时的摩擦，称体钢板有
时会被磨破造成漏球，左进每次都穿戴
好劳保防护用品，打着手电筒把这套设
备从上到下好好检查一遍，发现有问题
就立即通知设备保障部门及时维修，防
止小洞不补而影响发货。在铁球团发货
检验时，每隔半小时，左进就跑一次现场
观察，若是发现粉率和大块不正常时，便
会立即通知码头换堆，并及时通知车间
协调组织对铁球团的筛分工作，确保出
厂产品的合格率。

陈 潇 潘国舜

“不能出一点差错！”
———记铜冠冶化分公司优秀员工左进

本报讯 金昌冶炼厂电解车间作
为用电大户，电耗约占车间总成本的
80%左右。围绕节电管理，该车间积极
采取有效措施，努力降低吨铜电耗成
本。

在生产过程中，该车间一方面通
过采取控制槽电压、酸浓比，适时调整
硅整流变压器档位，及时清理各路导

排及槽下瓷瓶、硫酸铜结晶物等一系列
措施，努力降低直流电回路电阻；另一方
面加强槽面精耕细作减少短路。在装出
槽作业时要求职工用钢丝刷清擦导电铜
排，确保阴阳极良好的导电性。值缸岗位
人员勤上槽，并用拖表勤查短路，从而提
高电效提升产量达到降本增利的目的。

付 蓉

金昌冶炼厂电解车间

积极采取措施降低吨铜电耗

田勇是金冠铜业分公司协力保全
部机械保全车间副主任，作为一名 80
后，在他身上有着“非典型性”的 80
后特征。研究生毕业的他，自 2011 年
毕业后来到该公司，从不以机械专业
“硕士研究生”自居，坚持和普通设备
维修人员一样，每日奋战在生产第一
线。

三年多的坚持不懈，田勇完成由
了“学生兵”到一线技术工程师的完
美蜕变。由于作风踏实、技术精湛，他
从 2013 年开始担任精炼区域、电解、

动力区域点检总负责人。而这时，恰逢该
公司试生产的关键时期，他无暇顾及怀
孕待产的妻子，一心扑在岗位上。由于试
生产期间设备尚处在磨合阶段，人对设
备的操作熟练程度、工艺流程的合理性、
设备负荷提升的适应性等都会给设备带
来不同的影响。针对这些难题，他坚持理
论联系实际，从实践中收获真知，完成了
诸多技术改进。

在同设备的“博弈”中，田勇先后改
进了竖炉上料装置天轮的布局形式，这
大大提高了竖炉钢丝绳的使用寿命，使
其寿命从 1 个月提高到 4 到 6 个月；发
现并改进了圆盘浇铸机中存在的设计缺
陷，大大降低了圆盘的故障率；配合完成
浇铸机热水泵改型改造工作，改造后的

浇铸机热水泵可靠性和可维护性大大提
高，为精炼生产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保障；
配合完成精炼阳极炉排渣形式的改造和
排渣小车的设计制造，使阳极炉的排渣、
渣破碎和渣清理工作大大简化。

利用生产的间隙，他完成了圆盘提
取机机头的测绘工作，并将其完全国产
化，在保障生产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备
件的成本。由他改进设计的新结构形式
的捞冰铜机链斗，其抗变形能力大大增
强，使用寿命大幅提高，试装的链斗从去
年 9月安装至今未发生明显变形。热衷
于同设备“打交道”的他，一门心思全都
用在设备的优化改进上。去年，他提交的
《部分进口设备国产化》合理化建议，因
成效显著，获得了该公司合理化建议一

等奖；他组织的《电解机组稳定运行》等
三项攻关课题研究也已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

2014 年 8月，技能日渐精湛的田勇
被该公司委以协力保全部机械保全车间
副主任的“重任”。在这个新的岗位上，
他在实施技术管理的同时，更加注重配
合车间班子加强对车间行政工作的管
理。他充分利用专业知识提升管理水平
和工作质量。在他的主导下，组织编写了
《全厂点修作业风险源应对措施表》，使
该车间点修作业人员对作业区域的风险
源有更加明确的了解。结合管理的需要，
他开发了检修人员工时管理软件，使该
车间的检修工时统计更加方便准确。

傅大伟 刘萍

每日奋战在生产第一线
———记金冠铜业分公司“十佳员工”田勇

本报讯 日前，铜陵市立医院医
学影像中心在示范教室进行了心肺复
苏的培训，近 40 名医务人员参加了
这次培训。

整个心肺复苏培训严格按照最新
指南，对所有无反应、无呼吸的成年患
者，应该立即启动急救反应系统，开始
胸部按压。

心肺复苏培训分批次进行，在讲
解完毕后每个医务人员都进行了实际
操作演练。参加培训的员工表示：“这
样的培训对于巩固和提高我们的抢救
能力有很大的作用，希望以后这样的
培训继续进行下去。” 童绪龙

铜陵市立医院医学影像中心

对医务人员进行心肺复苏培训

本报讯 日前，张家港联合铜业
公司举办了安全环保知识抢答赛。这
个公司的领导、各部门负责人及生产
中心值班长、班组长和员工代表共 60
余人观看了知识竞赛。

开展此次活动，旨在深入学习宣
传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和《环境
保护法》，进一步增强全员安全环保
意识，营造“安全发展、科学发展、和
谐发展”的良好氛围，不断提升公司
安全环保管理水平。

此次竞赛共有来自公司机关和生

产中心 7 支代表队的 21 名选手参加，
分必答题、共答题和抢答题及观众随机
答题四个环节，内容涵盖新修订实施的
安全环保法律法规、冶炼企业安全操作
规程、岗位应知应会等方面的知识。

在几个环节的比赛中，各参赛选手
或轮流站立必答，或你抢我答，或相互协
助共答，对安全知识的熟练掌握博得现
场观众的掌声。观众答题更是积极踊跃。
经过数轮激烈角逐，最终生产中心动力
车间、办公室（人力部）、生产中心精炼
车间分获前三名。 王松林 杨学文

张家港铜业公司

举办安全环保知识抢答赛

冬瓜山铜矿对学习贯彻国家新《安全生产法》高度重视，将相关内容发布于
矿 OA 系统，安排全员学习。日前，该矿又举办了一期新《安全生产法》培训班，邀
请安徽省安全生产培训专家授课（如图）。通过深入学习，使全矿管理人员进一步
增强了安全生产意识和责任意识，把安全工作抓出效果、抓出成绩。 汤 菁 摄

本报讯 为进一步维护企业利
益，日前，铜冠机械公司与 70 余名在
岗的营销售后人员签订了廉洁承诺
书。

承诺书既有硬性规定，也有违反
后的处罚措施。承诺书要求营销售后
人员本人及亲属，不得从事与该公司
设备或备件相关联的经济活动；不得
传递商务信息给该公司以外的企业或
个人；在招标活动中不得假投标；不得

转移本属于该公司的订单干私活、谋私
利；不得利用工作之便，截留销售货款或
侵占业务费等。

若营销售后人员违反上述承诺，限
定 3 个月的整改期，3 个月整改不到位，
调离原岗位，进入生产一线工作；或调离
原岗位进入待岗状态，待岗 3 个月后，
进入生产一线；严重者，公司将与其解除
劳动关系。

王征社 丁帮财

铜冠机械公司

与全体营销售后人员签订廉洁承诺书

本报讯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多
举措加强铜精砂运输安全保卫工作，
多次召开会议研究相关事宜，切实把
铜精砂运输安全保卫工作与安全生产
放在同等位置，同部署、同落实、同考
核，维护好平安运输的良好环境。

简化作业程序，缩短取送时间。该
分公司在铜精砂承运期间，采取“直
取直送”的作业方式进行组织。各站
调度不得擅自改变作业计划，“直取
直送”过程中不允许安排机车进行其
他作业，缩短车辆取送时间保证货物
安全，否则相关责任人按违反《金铁
分公司关于含铜物料运输安全保卫工

作规定》进行处罚。同时由该分公司、
车务段、机务段领导轮流跟车监护，负
责协调铜精砂运输安全保卫工作。

加强行车组织，杜绝安全隐患。该
分公司车务段横港站调度在编制调车
作业计划时，尽可能缩短铜精砂在站
内停留时间。重车取出存放横港站后，
当班调车员指派一名连结员与治安队
员一同在现场留守看护。货运员加强
与金城码头调度联系，不间断掌握装
车进度。在剩下最后 3车未装时向当
班站调汇报，站调尽快安排机车取送
作业。金城码头每批铜精砂最后一组
车辆装车时，站调安排一台机车在横

港站待令，装车结束 1小时之内调离码
头。

现场办理交接，保障运输安全。该分
公司调车人员到金城码头取车作业，首
先检查货物装载状况，确认无异常后与
金城码头调度办理交接签字手续。因作
业需要临时在横港站内存放的铜精砂车
辆，须存放在调度室对应股道位置，由站
调告知治安队员铜精砂辆数和停留位
置，经检查无疑后与当班调度办理交接
签字手续。当班治安队员全天候蹲守巡
查监护，制止盗窃行为，确保铜精砂运输
安全，全力维护集团公司经济利益。

邹卫东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

多举措确保铜精砂运输安全

金昌冶炼厂熔炼车间转炉生产日前正在有序进行。今年以来，该厂在加强形势任务宣传教育、稳定职工队伍、增强全员
信心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生产组织，狠抓各项安全管理及防范措施的落实，并以环保优先为前提，科学组织精细化生产，
大力开展技术攻关与创新，不断优化经济技术指标；积极做好年度停产检修准备、降库存、金属平衡等重点工作，保障了冶
炼生产相对稳定运行。 王红平 齐宏明 摄

本报讯 为适应有色金属工业建
设工程监理行业发展需要，规范监理
从业人员行为，提高监理从业人员工
作水平，促进企业管理水平和人员整
体素质的全面提高，3 月 28 日至 31
日，鑫铜监理公司组织 65 名人员参
加了由有色金属工业建设工程北海培
训中心在铜陵举办的 《2015 年第三
期有色金属工业建设工程监理人员培
训班》。

培训期间，学员们系统地学习了

《建设工程监理概论》、《建设工程监理
案例分析》、《建设工程监理相关法规文
件汇编》以及建设工程投资控制、质量
控制、进度控制、合同管理等专业知识。
培训在集中授课的同时，主讲人还针对
学员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疑
问进行了指导和解答。

培训结束后进行了考试，考试合格
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
总站核发“有色监理人员资格证书”。

洪方明

鑫铜监理公司

开展监理从业人员培训工作

本报讯 “弘扬沈浩精神，建设
模范部门”主题活动在铜冠电工党群
部门展开。此次活动的目的是：全面提
高党群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活动从
3月下旬开始到 7月底结束。

整个活动共分三个环节。第一环
节是集中学习教育。在本环节中，该公
司将重点开展好 5项具体活动。一是
组织党群部门及基层党支部全体党员
召开一次专题组织学习会，集中深入
学习中央、省委、省国资委党委、集团
公司有关文件精神，进一步明确新形
势新任务对组织工作、组工干部提出
的新要求；二是组织党群政工干部以
及基层党支部书记阅读《沈浩日记》、
《红手印的褒奖》，观看电影《第一书
记》等，通过重温沈浩事迹，掀起进一
步学习沈浩同志的可贵品质和高尚境
界的新高潮；三是在全体党群干部中，
组织他们阅读 “我和我的铜陵有色”
故事集，围绕如何弘扬沈浩精神，怎样
建设模范部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撰
写一篇读后感，深学、细照、笃行老领
导、老同志创业、创新和创造精神；四
是邀请市委党校教授给党群干部进行
一次专题辅导，引导党群干部争做
“沈浩”式的干部；五是组织党群政工
干部观看“反腐倡廉教育录像片”，利
用反面教材，让党群干部坚守底线不
触碰高压线。第二环节是深入查摆问
题。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对照沈浩精
神，紧密联系实际，认真梳理、深入查
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通过党群
工作例会和部委会、收集建议意见，同
时向基层发放意见征求表、利用内部
网站等灵活多样的方式，重点听取基
层党支部书记、党员和职工的意见和
建议。与此同时，在广泛收集意见与建
议的基础上召开一次作风建设剖析
会，按照“六对照六查看”要求，查找
问题，纠正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党群干
部围绕党建、政工管理及各自岗位工
作中存在的难点和薄弱环节，找准问
题，出实招，见实效。第三环节是整改
提高。制定整改任务书，细化整改任
务、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期限，确
保整改任务全部得到落实。芦广胜

开展“弘扬沈浩精神 建设模范部门 ”主题活动
铜冠电工公司

本报讯 近年来，铜山矿业公司
结合自身实际，本着“严、细、实”的工
作态度，紧绷安全弦，加大现场安全管
理和监督检查力度，不断强化安全防
范措施的落实，为安全生产工作“严
把关”，筑牢安全生产“防火墙”。

“严”字当头，强化现场管理，严
格落实责任意识。该公司充分发挥职
能部门的监督检查职能，建立健全安
全隐患排查制度，实现安全管理关口
前移，超前防范。着力加强重点部位、
关键环节的检查巡视，坚持定期检查
与动态抽查、全面检查与重点督查、查
处问题与指导规范相结合，查管理责
任、查规程措施、查教育培训，严抓倾
向性和苗头性问题，增强现场安全监

督检查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彻底消除
安全盲区、死角和隐患。

“细”字着力，加强安全生产管
理，明确职责和任务。通过各种会议形
式，使全体干部职工筑牢安全第一的
思想，坚守安全“红线、底线”，以对自
己负责和对他人负责的态度，做好各
项工作的安全预想和措施落实，提升
安全生产工作“责、权、利”的认识，不
断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做到层层落实
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形成一级抓一级
的责任体系。该公司还结合新形势下
矿业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中出现的
新特点，以及对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中
的新要求，重新修订完善《矿业公司
安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做到有章

可依，规范操作。
“实”字把关，加强安全教育宣传

和培训，扎实把好安全思想关。该公司
利用内部网络、有线电视新闻宣传栏、
电子显示屏、班班通等媒介及班前班后
会、安全学习日、集中培训等形式，多渠
道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活动，灌输安全理
念，使安全思想入脑入心。与此同时，该
公司还结合各类事故案例，深入开展全
员岗位培训，着重加强一线特殊工种和
班组长培训，突出规范操作和安全技
能，使员工及时了解掌握安全知识，提
高员工现场操作安全意识，增强职工的
自保互保意识，使安全警钟长鸣于耳，
事故教训铭刻于心，营造浓厚的安全生
产氛围。 张 霞

铜山矿业公司强化 “严、细、实” 安全三字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