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冠冶化分公司硫酸车间原料班
值班长施敦红，身材壮实魁梧，说起话
来清晰洪亮，对原料班安全管理工作
追求完美，是大家公认的原料班安全
守护者。

硫酸车间原料工段是硫酸两套系
统的源头，担负着系统稳定生产的重
任。施敦红则是现场组织协调和安全
监督的关键人物，从原料入库到以合
理配比投入沸腾炉内，每一个环节他
都会过问到。原料工段任务量大，皮带
跨度长，涉及到天车等大型移动吊装
设备，安全管理难度较大，他却从不知
疲倦，一心一意念着如何将工作做得
更好。

该公司原料库桥式起重机原来对
钢丝绳的固定方式为楔块连接，钢丝
绳损坏较快, 平均每个月就要更换 3
次。由于更换钢丝绳时大车不能移动,
阻碍了其他天车的运行, 对原料库的
正常生产造成影响。且钢丝绳寿命短、
易损坏,既耗费人力物力,增加成本,
还对生产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善于
观察，肯动脑经的施敦红留意到这一
问题后，就通过摸索实践，提炼出一项
天车操作法，即将新的钢丝绳和旧的
钢丝绳一头用铁丝固定，由旧的钢丝
绳将新钢丝绳带上滚筒直接更换。这
样更换钢丝绳的方法，只需要两个人
和一名天车工，用时短，不出现钢丝绳
“编花”现象，节约了更换时间，为生
产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操作法运用
之后，延长了钢丝绳的使用寿命，降低
了生产成本，平均每月可节省生产成
本约 1 万元，同时提高了天车的运行
率。该操作法获得安徽省职工先进操
作法。其他车间也先后借鉴并采用了
此种方法，取得良好效果。

施敦红家住铜山，2006 年应聘到
铜冠冶化分公司，妻子仍留在铜山矿，
夫妻两地分居。多年来，照护父母子女
的重任压在妻子一个人的肩上。年年
月月的，累极时，也难免在电话那头抱
怨：“你只是个值班长，怎么整天忙得
连家都顾不了？”施敦红心中愧疚，但
当下一次遇到突发情况时，他仍然是
义无反顾的赶到现场。去年冬至，施敦
红回家看望生病中的母亲，九时许，他
收到短信，原料 0 号皮带运行异常，
故障原因未知，极有可能损坏皮带。施
敦红收到短信后，开始坐立不安，向妻
子说明了情况后，便立即折返单位。到
达现场后，施敦红凭借多年的工作经
验，很快找到故障所在，在同事们的协
助下，直到 13 时许，故障才得以排
除，0 号皮带正常运作起来，这时候，
施敦红才安心的离开。

在日常安全管理中，施敦红严格
按照执行安全规章制度，强化班组安
全管理，针对一线岗位安全隐患和死
角多，习惯性违章较普遍的现象，他率
先垂范，敢抓敢管。他严格执行公司各
项安全规定，奖罚分明，敢于同身边的
不安全行为较真，还组织动员大家相
互监督、相互提醒，使全员都参与，为
安全生产筑起防洪大堤。

陈 潇 倪泽发

原料班的安全守护者
———记铜冠冶化分公司安全环保先进个人施敦红

日前，冬瓜山铜矿运输区维修班班长正在负 875 米井下作业场所风险告知牌
前向组员们讲解安全风险主要防范措施（如图）。该区为加强现场作业管理，保障
职工在作业过程中的人身安全，提升安全风险识别管控能力，除在井下作业场所
制作悬挂各种安全标识牌外，还结合当前开展学习兄弟单位制定的“两表一卡”
等活动，严格落实现场作业各项规定，增强职工自我保护意识，有力地促进了安全
生产。 左 勇 摄

2015年 5月 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窦 华
综 合 新 闻

本报讯 “今年开拓工程综合费
用（包括掘进、支护、浇灰）控制在
800 元 / 立方米以内，民房和工业用
房维修费用控制在 38 万元以内，其
他已立项的严格按照项目预算操作，
未立项的未经矿业公司许可不得开工
建设。”近日，铜山矿业公司为提升矿
业公司整体经营管理水平，全面加强
预算管理，控制成本支出，努力完成考
核目标和年度方针目标。

该公司成本控制分为采切工程、
开拓工程、地表工程及劳务、内部劳
务、能源、材料、备品备件及维修和非
生产性费用等方面，并分解到责任部
门进行管理考核，由分管领导亲自把
关。根据今年生产衔接需要和预算控
制费用，该公司对采切成本构成进行
细化分析，制定了更为详细的降本措
施，把握好工程造价、进度、质量、验收
等环节，通过科学、严格的管理，使 3
万方采切量工程费用控制在 800 万
元以内。在内部劳务上，要求与生产有
关事务发生的费用原则上不允许从劳
务费用中列支，特殊情况确实需要的，
由专业部门提出申请，经分管领导同
意，报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能源、材

料、备品备件及维修费用严格控制在本
年度经营预算范围内，并加强重要设备、
关键指标的实时检测分析，注重对采购
计划进行认真审核，减少不必要的库存
和浪费，提高资金利用率。加大对库存旧
材料、旧备品备件的调剂使用，大力盘活
存量资产。

为确保此项活动扎实有效开展，该
公司成立了党政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督查
小组，将对工程质量进行不定期抽查，掌
握第一手资料，通过强化过程监控来加
强现场监督指导，对项目资源配置、进
度、质量、安全、效益进行分析，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避免因二次施工造成的成本
浪费。对在采切和开拓工程中，完成年初
计划量，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的，对领
导小组成员增加全年绩效奖的 20%，另
提取节约费用的 10%作为领导小组的
奖励；对超预算费用的，扣除领导小组成
员全年绩效奖的 20%，另按超额费用的
5%至 10%扣除全年绩效奖。督查小组
抽查发现与项目设计要求不相符或工程
存在质量问题的，对施工单位给予扣除
10%工程结算款之处罚，并对相关责任
部门和责任人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
罚。 夏富青 陈幸欣

铜山矿业公司强化全面预算管理控制成本支出

4 月 25 日，“五一” 劳动节前的
一个周六，铜冠机械公司矿冶分厂党
支部组织党员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义务劳动———搬运砖块，以此庆祝劳
动者自己的节日。

2013 年底，集团公司撤销原矿业
设备公司，将其优良资产及高素质人
员成建制的划归铜冠机械公司。基于

此，铜冠机械公司成立了矿冶设备分厂。
由于新厂房基建有一个较长的过程，矿
冶分厂留在原址生产和办公。而其中锻
造厂房因地理位置所限，并未纳入矿冶
分厂厂区范围，不但增加了夜间安全巡
查难度，更不利于设备和资产的安全管
理。为确保设备和资产的安全，矿冶分厂
拟定扩大修砌分厂院墙，将原锻造厂房
一并纳入矿冶分厂厂区集中管理。

通过跟原矿冶设备公司拆迁方多次
沟通，最终同意矿冶分厂从拆迁工地无
偿回收旧砖，用以扩砌分厂院墙。说干就
干。4月 25日是周六，一大早，矿冶分厂

叫来了运砖块的四轮汽车，梅峰、吕达志
等厂领导早早地换上了工作服，来到了
劳动现场，其他党员及管理人员纷纷加
到此次义务劳动的“大军”中。劳动现场
异常火热，有人主动爬上旧围墙奋力找
砖，有人打开车厢上了汽车接砖，其余的
人则来回穿梭运砖，很快就装满了一车
旧砖头。

“有的人花钱健身，有的人花钱减
肥，我们在这里搬砖，不但健身，还为分
厂节约了成本，保障了厂房和设备的安
全，可算是一举三得啊！”休息间隙，有人
“调侃”的一席话，更是让劳动现场发出

了阵阵欢笑，也将此次活动推向了高潮。
有趣的是，为了获取拆迁现场深处

“成色”更好的整砖，因为汽车开不到围
墙边，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我们不如
排队运砖！”于是，大家自发排起了几条
“长龙”，开始了接力传砖，不但大大提
升了劳动效率，而且通过传递配合，也真
正使大家体会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统计战果：一上午时间，矿冶分厂收
获了整整三大车旧砖，不仅满足了新建
院墙的需要，确保了厂区安全，多余的旧
砖还可以修补破损院墙。

王征社 高金海

他们用劳动庆祝自己的节日

“五一”劳动节，本是休假的日子，在
凤凰山矿业公司，从机关后勤到地表区队，
从露天采矿到数百米深的井下中段，呈现
的是井然有序而碎杂的一片忙碌，他们用
节假日的奉献，为矿山安全与连续生产勤
勉地工作。

该公司机运车间承担着矿区生产各类
设备维护的重任。早在“五一”假期之前，
该车间就安排好日常各个班次运转，在节
日当日，该车间利用备矿间隙，组织电车工
对该矿井下负 40 米中段进行巷道清理和
整理架空线，车间的维修人员则对井下电
机车进行维护和保养，为下一轮该中段运
矿做好准备。不甘闲暇做一些生产准备工
作成为这个车间一个亮点。

而在百米井下，这个车间又安排维修
人员兵分两路，利用设备例行检查的时
机，更换井下负 283 米、负 312 米老虎口
静鄂衬板、计量斗衬板，为设备安全运行
“保驾护航”。

“五一”当天，露采车间一大早就组
织了反铲司机、运矿车司机等一线生产员
工，集中开始在小露天作业现场，加大剥
离力度，将废旧的矸石“变废为宝”，这些
采剥的废石运至大露天坑下，用于底流坝
体加固和压实，然而同样因为晴好天气，
当日露天采矿场气温倏然升起，没到 11
点，露天工作的十多名职工无一不是汗水
满脸。

在地表，选矿车间的碎矿工段正在加
强对厂房周围残矿进行回收。为提高作业
量，处理量，该车间的磨浮工段生产一线职
工与辅助工段、电气工段维修人员联合，当
天进行了节日期间设备设施的大检查，狠
抓隐患整改；该车间安全环保管理小组则
结合该公司不久之前开展的“4·22”安全
活动和“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在劳
动节当天对各工段防洪防汛、现场环境卫
生、优化整改工程等工作的落实进行督查。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吴美娜

“五一”劳动节，矿山角落碎杂的忙碌

4 月 30 日，铜冠机械公司无轨分厂职工正在装配井下服务车。“五一”前夕，铜冠机械公司与中铝集团某分公司签订 8
台服务车制造的订单，为保证交货工期，该公司取得订单后立即组织技术骨干全力开展了 8 台服务车的同步生产。

王红平 王征社 摄

为丰富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庆祝“五一”劳动节，矿产资源中心举办了庆“五
一”职工羽毛球比赛。比赛采取单打形式，角逐产生男子组前三名和女子组前三
名。图为男子组比赛现场。 傅大伟 刘 刚 摄

工作三十多年来，陈荣始终以一
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他多次被厂部评为优秀员工，多次
得到集团公司的嘉奖，也赢得广大员
工的一致好评，他是金昌冶炼厂硫酸
车间生产班副班长。

硫酸生产工艺流程较长，且技术含
量高，生产操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成品
酸的产量和质量。在生产组织中，陈荣
积极动脑筋、想办法，尽力做好节能降
耗，挖潜增效。他坚守制酸工序主要岗
位，加强前后工序联系，督促和带领大
家精细操作，勤调节、细观察，尽最大努
力保持生产稳定，尽力多产酸和做好节
能节水工作。他认真总结摸索，结合自
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合理调节系统烟气
平衡生产，精细控制各项工艺指标，较

好地保证了系统稳定生产。
身为副班长的陈荣以身作则，始

终把工作的压力当作前进的动力，把
领导和职工的信任作为检验自己工作
的助动器。他团结带领全班成员认真
落实各项工作管理制度，不讲私情。对
自己，他更是严格要求，将班组管理得
井井有条。他每天上班除了组织好生
产外，还积极深入现场加强设备巡查，
观察分析各工艺指标，及时发现和处
理生产故障与隐患，主动配合维修处
理故障，尽量减少非正常生产时间。为
组织好班组生产，陈荣充分发动并依
靠班组骨干，从加强前后岗位联系入
手，严抓烟气平衡生产，合理分配各系
统烟气量，控制硫酸生产条件，为稳产
创造条件。

在历年检修中，陈荣总是想在先，
干在前。长期工作在生产一线，他掌握
了系统在日常生产中暴露出来的薄弱
环节和制约因素。他利用自己平时工作

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在编制检修项目时，
积极献言献策，提出检修建议。在检修前，
他组织人员对制酸系统进行全面检查，为
车间决策提供了详实的参考依据，真正做
到重点项目无遗漏。在检修过程中，他身
先士卒，保质保量保安全。制酸系统设备
陈旧老化，工作量大，交叉作业多，现场作
业环境恶劣，历来是硫酸检修工作的重点
和难点。为了确保检修工作安全有序地展
开，陈荣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
行的施工方案，对一些重点难点的工程组
织经验丰富、技术过硬的维修人员进行施
工，既保证施工质量又保证了施工进度。
对一些脏活累活，他总是带头冲在前面，
每次从电收尘和管道内出来都是一身的
灰尘，在遇到施工难点时他总能想出解决
问题的办法。

陈荣，一个普普通通的员工。可他以
不甘平庸的钻劲，默默奉献的精神，在平
凡的岗位上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朱 莉 齐宏明

陈荣：想在先 干在前

本报讯 “牢记安全、按标操作、
爱惜生命、珍视家庭、恪尽职守、杜绝
‘三违’”。这是 5 月 1 日早班，铜冠
物流金铁分公司车务段举行安全环保
宣誓活动的内容。为认真落实“安全
环保，意识先行”活动的要求，该分公
司积极筹划，及时制定出符合铁路运
输特色的活动方案，以扎实开展职工
教育培训、创新多项活动内容为依托，
按时间节点逐步推进，建立全员参与、
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格局。

该分公司结合铁路行业特点，分
别在所属的车务段、工务段、机务段张
贴内容为“一生安危系全家，全家幸
福在一人；夯实综合治理基础，确保铁
路安全畅通；为了家人幸福，注意安全
生产” 的横幅标语悬挂在醒目位置，
广泛宣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同
时，根据作业特点统一设计安全环保
誓言和安全环保宣誓口号，每周轮流
在各段开展班前安全环保宣誓活动。

大力开展安全环保自主创新活
动。该分公司组织开展了适合本单位
的安全环保自主创新活动，对活动具

有特色的内容将大力宣传推广，掀起安
环活动热潮。加大综合治理力度，确保贵
重物资运输安全。在铜精砂到达期间，组
织管理人员分批轮流跟车监护，以及调
车组人员，治安队员蹲守现场看护的三
级防护体系，有效地遏制了清扫偷盗事
件的发生，确保铜精砂铁路运输安全，营
造了良好的安全运输态势。创新“查违
章、查隐患”曝光形式，对一些安全隐
患、重复性安全隐患及违章行为进行拍
照，并在内部曝光栏张贴曝光。组织一线
调车人员和乘务人员开展“联防互保”
活动，相互督促、协同作业、共同完成好
当班的运输生产任务，确保人身安全和
设备安全。开展创建“平安道口”活动，
确保 16 处道口安全畅通。开展“一日一
查”活动，严格落实岗前领导带班制度。
针对当班人员精神状态、劳保品穿戴、作
业设备状况等进行岗前检查，发现不符
合要求的绝对不能上岗，并建立记录台
账。创新开展“安全一家亲”活动。机务
段张贴全家福照片，工务段组织员工开
展安全环保横幅签名，车务段开展调车
人员家属见面座谈会活动，通过家属的
积极引导和亲情提醒，增强员工的安全
防范意识和责任意识。创新“三违”管理
形式，按分公司级、段级、班组级划分，实
行分级管理模式。牢固树立安环工作新
常态，开创一个全员重视、关心、支持和
参与安环工作的新局面。 邹卫东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全员参与

5 月 1 日，8 时 15 分，工程
技术分公司金昌项目部机械二班
的 9 名维修工就已身着工作服，
携带检修工具出现在业主单
位———金昌冶炼厂综合车间 3
号板框压滤机旁。根据业主金昌
冶炼厂综合车间要求，他们要在
一天内完成 3 号板框压滤机所
有滤板滤孔的清理疏通任务。

3号板框压滤机有 59 块滤
板，每块滤板上有 32 个直径 6
毫米的滤孔，连接着 2 至 3 个挤
压管或出水管。按照工作程序，
先要将滤板上连接的管路拆卸，
把滤板从 1 米多高的板框架上
抬放到地面上，才能进行滤孔清
理疏通工作。这是一个苦、脏、累
的重活，且时间紧迫。带班的机
械二班副班长强调了几点安全
注意事项后，大家立即动手拆卸

滤板上连接管路，再三人一组，把 1
米×1米，约 8 厘米厚的滤板小心
翼翼抬放到地面上，用自制的疏通
专用工具一个孔一个孔的逐孔细
心清理滤孔里的积垢物，并用高压
水流清洗疏通，一块滤板清理疏通
好后，抬上板框架，连接相应管路；
再抬放下一块，清理疏通，抬上板
框，连接管路，如此循环，一刻不停
……一上午的重体力活，大家都感
觉疲惫，臂膀、腿脚酸痛，但为赶时
间，9 名维修工仅用半小时吃完午
饭，又忍着疲倦返回现场，投入工
作。在大家紧张忙碌下，16 时，59
块滤板共 1888 个滤孔全部清理疏
通完毕，3 号板框压滤机重新组装
完成。

“五一”劳动节，维修工们在辛
勤的劳动中度过。

嵇家保

节日，他们在辛勤的劳动中度过

说到冬瓜山铜矿提升二区崔萍，
大伙都夸她：热心、能干，是工友们的
好大姐。

今年 30 多岁的崔萍在单位是一
名考勤员，兼任女工工作。提升二区现
有女工 60 多名，分布在全区不同岗
位，怎样发挥好她们在安全生产等方
面的半边天作用，崔萍出了许多主意，
想了很多办法。为使区里女工们整体
素质的提高，她针对不同层次女工的
不同需求，利用工余时间，组织开展多
种形式的学习教育活动和技术技能培
训，去年以来有七名女工取得初级技
能证书。为使女工们在各自的岗位上

真正起到“半边天”的作用，在她的组
织下，区里成立了 “矿嫂安全宣传
队”，她们把井口作为宣传安全法规、
讲解安全知识的“舞台”，利用安全演
讲、谈心等形式，坚持不懈地开展安全
宣传教育活动。组织女工家属协管员
对“三违”人员进行帮教活动，使职工
时刻绷紧安全弦，争做安全文明人，用
爱心和亲情筑起了矿工生命安全的第
二道防线。

她年纪不大却像“护犊”的母亲
般向全区职工，特别是矿工兄弟时刻
提醒安全工作的重要性，积极协助区
里搞好安全工作。今年 3 月，为给一

位因阻止丈夫酒后下井发生家庭不和的
女工“讨个说法”，她苦口婆心地向该女
工的丈夫酒后下井的危害和严重后果，
直到该女工的丈夫幡然醒悟，真心真意
地向她道歉并说自己错了。事后，这位工
友真诚地夸道：“崔萍真是一位热心肠
的人！”

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崔萍在忙里
忙外跑，份里分外干，是一位闲不住的
人。走访慰问困职工她跑在前，职工子婚
丧嫁娶她忙在里，处处可见热情的笑脸
和忙碌的身影。今年“三八”期间，崔萍
被评为矿“先进女工”。

胡敦华

说说咱们的热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