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漏电保护器漏电电流显示数
值超过 100 毫安，这是能致人死亡
的电流！在未查出原因前，千万不能
开动电铲作业！”5 月 11 日晚班，
冬瓜山铜矿井下负 790 米中段 9
号出矿电动铲运机千伏电气移动柜
旁，采矿工区值班副区长苏青边指
挥维修人员全力降服这只 “电老
虎”，边叮嘱道。

晚上 9 时，故障排查已紧张进
行了三个多小时，但漏电电流数值
不降反升。此时，副区长苏青额头上
渗出了汗水，他不仅知道“安全第
一，生产第二”的道理，而且 9 号电
铲还承担着负 790 米 46 线 11 号
采场的出矿任务，每小时出矿量有
100 吨，停产一个班次损失矿量
800 吨，如果再拖延时间，肯定会影
响全矿生产。

“赶快联系维修班长童晓锋和
电气技术员周卫忠，叫他们火速到
现场处理故障。”苏青当机立断做
出决定。

10时 30分，家住市区的童晓
锋得知井下主力出矿电铲的重大隐
患未排除时，立即开车和周卫忠一
同赶往离市区 10 多公里外的矿
区。在路上，两人对隐患产生的原因
进行分析、判断，并讨论出处理办
法。

40 分钟后，在井下负 790 米
51 线配电所，周卫忠和童晓锋开
始查找漏电源头，查到电铲专用电
气控制柜接地装置时，周卫忠通过
检测发现接地线虚接、未可靠接
地。随即，他们打开虚接包扎处，重
新接牢线路并包扎好。然后，周卫
忠又沿着 1000 伏电源电缆的走
向，仔细给配电所到电铲移动柜之
间长 300 米的电缆和移动柜、电铲
做全面体检，在确认安全的前提
下，出矿电铲通电，漏电保护器恢
复正常工作。

“老周，还是你行！故障处理好
了，你们回家休息一会儿吧！”12
日凌晨 1 时许，上早班的铲运机工
劝说着周卫忠和童晓锋。

“这‘电老虎’的脾气不好
惹，你们先出矿，我和童晓锋在现
场观察 1 小时。” 周卫忠谨慎地
说。

半小时后，周卫忠担心的事
还是发生了，漏电保护器跳电“罢
工”。“更换漏电保护器。”这次周
卫忠马上给出“诊断”意见。

凌晨 3 时 10 分，9 号电铲电气
移动柜更换漏电保护器后，工作已
有 1 个多小时，周卫忠和童晓锋在
离开出矿作业现场前，嘱咐出矿铲
运机工：“非电气维修人员，不要私
自接触‘电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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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山矿业公司技术主办陈金平
陈金平现任铜山矿业公司技

术主办。自 2011 年 7 月参加工作
以来，他刻苦钻研业务，将理论与
生产实践相结合，先后提出实施
应用了变孔底距布孔方式、VCR
法揭顶爆破方法和降低矿石损失
贫化等多项新技术，多次荣获集
团公司 QC 成果奖，并在核心期
刊上发表专业论文 6 篇。

2013 年，他负责的 QC 小组
攻关编制 DCL 与 LISP 语言组合
程序，经过一年多数百次的调试
和完善，成功将绘图模块加载到
CAD 中，在保障出图质量的前提
下，原来至少一两天完成的绘图
量，现在只要几分钟就能完成。该
QC 小组被评为 “2013-2014 年
度有色金属工业优秀质量管理小
组”荣誉称号。

面临 4 号采场斜孔落矿、存
留矿体薄且稳定性差、先期布孔
掏槽效果不佳等复杂情况，他主
动申请攻关难题。他经过缜密推
断先期岩体爆落情况，大胆提出
了在侧边硐室补打斜孔的方案。
这样既减少凿孔量，施工区域又
稳定安全，还能给二次处理提供
机会。

“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铜山矿业公司员工
阮奎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干好本职工
作的同时，在家庭用真心孝顺、善待父
母。他真情孝心感人的事迹，十里矿区
广为传颂，在铜山矿业公司全员创星
评选活动中，荣获“友爱之星”。

阮奎是无为县人，1963 年 5 月出
生，1982 年 8月参加工作，是铜山矿
业公司资源回收区露天推土机司机。
露天推土机司机是资源回收区的生产
一线，作业条件极为艰苦，是一项很多
人不愿意干的苦差事，而他一干就是
多年。日常工作中，不仅负责露天排土
场的推土，还兼顾着露天运输道路的
修整等工作。雨天露天工作人员休息
时，他要继续为晴好天气的正常安全
生产积极做准备。在平凡的岗位上，他

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 “老黄牛”精神，
为矿业公司的生产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
献。

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阮奎，背后也有
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生活中的阮奎
用“憨实敦厚、仁孝友善”来形容一点不
为过。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父亲去世多
年，母亲身体不好，妻子一直在江西省工
作，弟弟长年在外打工，家庭经济条件十
分拮据。十年前，母亲不幸中风、瘫痪在
床，老人的吃喝拉撒全靠他独自一人承
担。每天凌晨 5点就要起床，晚上 10点
多钟才能休息，不仅买菜、做饭、洗衣，还
要帮助母亲擦洗身子、端屎接尿。有时夜
间老人患病，还得请医生到家里就诊。为
使长期瘫痪在床的母亲肢体不出现肌肉
萎缩现象，他总是在精心呵护、照顾好老
母亲的衣食起居，定时帮助母亲翻身、按
摩，晴天经常将母亲背出去晒太阳。为了
减轻常年卧床的母亲独自在家的寂寞，
他自学种植花卉和盆景，院落里的花卉
品种和数量日趋增多，整个庭院四季长
青、花团锦簇，吸引了不少邻居朋友前来

观赏，同时也缓解了母亲独处时的无聊
和孤独。下班后，他很少出去和同事朋友
闲聊，尽量在家陪母亲说说话、谈谈心。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老人开心快乐地
度过晚年。

有人说，孝顺老人最大的挑战是
“脸色”。千难万难难不过给老人个好脸
色，若在照顾老人时流露出半点不耐烦，
就会让老人很不安心，这样的情况在阮
奎身上是看不到的。尽管有时候阮奎也
会遇到烦心事，但他从不在母亲面前表
现出来；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有时候会
无缘无故地耍脾气，还给阮奎脸色看，而
他总是面带笑容，想尽一切办法把老人
哄开心，让老人开心快乐度过每一天。在
他的悉心照料下，患病十年母亲的病情
得到有效地控制，体质得以好转。

对母亲尽孝，对邻里关心。街坊之间
都夸小阮“是一个不图回报的好义工”。
阮奎家住在郊区铜山镇竹园东村的一栋
平房，他所在的一栋房总共有五户人家，
有两户是老两口，一户带个弱智的女孩，
还有一户住着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奶奶。

由于他们家的儿女平时都不在身边，生
活中总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麻烦事”，阮
奎总是像他们的儿女一样主动上前帮
忙，随叫随到。如邻里家的平房如果漏
雨，他总是在雨后帮助老人们上房顶换
瓦修缮。

多年来，虽然阮奎精神、生活压力负
荷大，但这些并没有压倒坚强乐观的他，
无论什么困难，他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
工作、生活状态。在家中，没有在病榻前
的母亲面前表现出一丝埋怨；在单位从
不因家庭特殊情况找理由而耽误工作。
难能可贵的是，和同事友爱相处，无论谁
家有困难，只要他是力所能及，总是不遗
余力地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家的事尽力办
好；单位组织各项捐款活动，他总是积极
响应，带头捐款。

阮奎多年如一日，悉心照料瘫痪多
年的母亲，他用爱和行动诠释了孝道。他
这种仁义孝心，不仅深受家人、同事、邻
里的赞誉，还以无言的行动，感染激励着
周围的人，他成了铜山这片热土上敬老
爱老的典型。 王松林 方咸达

十里矿区传颂他孝道仁爱
———记集团公司好员工阮奎

降“虎”记

24 人，一个班，肩负着阴极铜、阳极
板、残极板加工处理生产任务。自金冠铜
业分公司试生产以来，他们在创建优秀
标准化班组中实现了安全、产量、创新的
屡屡突破。一年来，他们生产的电铜合格
率、优质品率分别超过设计能力，每两组
电铜作业平均作业时间由原来的 6.2 小
时缩短至 4.8 小时。他们就是金冠铜业
分公司电解车间机组班。

该机组班紧紧围绕安全生产中心，
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和班组管理工作，严
格落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成为一支
吃苦耐劳、能征善战的职工队伍。他们在
机组调试速度、设备改造、加工质量等多
方面创造了行业先进水平，班组开展的
各项工作走在其他班组前列。

2013 年，该公司在试生产中实际运
行效率尚未达到设计水平。2014 年，该
机组班全面投入到技术攻关活动中，有
效提升机组加工速度，顺利完成了年度
各项生产任务，并且各项生产经济技术
指标不仅优于设计值，达到了行业先进

水平。全年累计加工阴极铜 35.9 万
吨，电解铜合格率 100%，优质品率
97.89%，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生产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安全。
该机组班 4 台机组全部为 A 级危险
源。自第一批电解铜下线以来，该机组
班始终把安全生产当做首要任务来
抓，坚持安全管理不松懈，抓安全教育
不松懈。工作中，班组要求职工按章作
业，杜绝违章操作，不断改进现场存在
的隐患。2014 年，该机组班累计发现
隐患 15 项全部整改落实，有效促进安
全生产管理。还先后制定了《机组班
检修试车规定》、《机组班二十五不开
机》等安全管理制度，从意识上、责任
上培养员工规范操作习惯。

新企业，新班组，建立只有一年多
时间的机组班，在面临超负荷生产任
务的同时，整个班组管理及建设也是
从零开始。班组明确了班组建设目标，
制定标准化班组建设规划。从班组管
理制度制定着手，通过建立班组管理

制度台账，定期组织学习企业、班组管理制
度，遵章办事。完善班组结构建设，经民主
推选出“五大员”，制定对应工作职责，做
到职责清晰，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推进班
组建设。此外，科学制定班组考核制度，在
绩效考核、奖金分配、文明生产等方面严格
按照规章制度执行，每月对班组工作进行
公示。班组还注重加强职工队伍培养，通过
开展导师带徒活动，并“以考代学”的方式
有效地提升了员工知识水平，保证设备安
全操作。

在岗位练兵、合理化建议等活动中，该
机组班进一步激励了员工工作热情，大家
积极开展自修活动，在改进质量、降低消
耗、提高安全性和经济效益等方面取得了
良好效果。先后组织参与《提升机组作业
效率课题攻关》、《出铜作业效率提升》课
题攻关活动。一年多时间的课题攻关，完成
20 多项单元设备的改进改造。如今，该机
组班电铜作业平均作业时间大幅缩短，有
效降低了设备电耗，促进了产量提升。

朱莉 刘萍

在创新中突破
———记集团公司优秀标准化班组金冠铜业分公司电解车间机组班

本报讯 “讲党性、知荣辱、慎
言行，亲群众、守纪律、塑形象”；“自
警、自省、自重、自律”；“立身修心当
以‘德’为先，清正自律当以‘廉’为
本”；“洁己才不失己，正心方能正
形”。近日，矿产资源中心的廉政警示
桌牌正式“上岗”，机关副科以上管理
人员、关键岗位人员、基层单位党政主
要负责人等共 30 余人的办公桌上都
摆放了这样的廉政警示桌牌，旨在时
刻提醒每一名党员干部、员工牢记职
责、自警自律、爱岗敬业、清正廉洁。

为了更好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
今年以来，该中心以完善苗头性问题
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的防腐预警机
制为重点，从廉洁从业教育、廉洁从业
制度、廉洁从业监督和廉洁从业惩戒
四个方面牢固构筑防腐堤坝。启用廉
政警示桌牌就是该中心党风廉政建设

的又一举措，根据不同岗位的工作特点
和工作性质，此次的桌牌一共设计了三
个版本，分正反两面，有针对性地放置不
同的廉政警示语，起到了自敲、长敲警钟
的作用。“桌牌虽小，但是每天到办公室
第一眼就能看到，常看看这些警示语，也
就一直提醒自己在行使权力的同时，也
肩负着一份责任。”提起廉政警示桌牌，
很多领导干部都表示将以此为座右铭，
时刻自省。

“小桌牌，起的确是大作用。”该中
心纪检监察负责人介绍道：“这些桌牌
放在每位领导干部和关键岗位人员办公
桌的显眼处，这一举措不仅提醒每一位
领导干部牢记自己的工作职责，提高拒
腐防变的自觉性，同时又丰富中心反腐
倡廉警示教育活动内容，也扩大了廉政
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收到了润物细
无声的效果。” 萨百灵 蒋 健

矿产资源中心廉政警示桌牌“上岗”

本报讯 为充分调动全体员工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日前，铜冠
冶化分公司在硫酸、球团、动力、综合
四个车间全面开展了劳动竞赛活动。

在硫酸车间开展硫酸系统处理量
和水处理（污水处理）竞赛。在硫酸两
套系统投料月平均作业率、日平均处
理量不低于规定值的前提下，高硫铁
日处理量和硫精砂日处理量超过规定
实物量，每超过 1 吨都给予相应奖
励；硫酸两套系统投料月平均作业率
超过 90%时，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累
加给予奖励；在保证该公司污水正常
处理达标的前提下，日处理量超过规
定值，在车间能保证达标排放的，超过
的部分按立方米进行奖励。

在球团车间开展球团系统处理量
和脱硫设备运行率竞赛。对于球团投
料运行正常率达到 87%且月产量、日
产量超过规定值的前提下，超过部分
进行奖励；在生产普通球团时，红粉配
比率达到规定值，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进行奖励，以此类推；在球团投料运行正
常率大于或等于 87%，球团脱硫设备运
行同步率达到 100%，所处理尾气在线
检测 100%达标后，给予规定的奖励；有
机胺脱硫系统月运行正常率超过 90%
时，运行正常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对球
团脱硫岗位员工人均奖励。

在动力车间开展供电可靠性竞赛。
对供电可靠性系数达到 99%，全员人均
奖励；在此基础上，达到 100%的全员再
进行奖励。

在综合车间开展铁精砂、球团、红粉
等铁品质分析准确率竞赛。每月对铁精
砂、球团、红粉结算样品各抽取 10 个，
送至中钢矿院进行检测比对，达到规定
要求的,对车间全员进行奖励；无超差样
品的，对全员再奖励。

为保证劳动竞赛真正落到实处，该
公司规定各车间出现安全、环保、消防、
重大设备事故等的进行一票否决，当月
考核利润超预算的不予奖励。

傅大伟 朱长华

铜冠冶化分公司奏响劳动竞赛“四重奏”

本报讯 5 月份以来，凤凰山矿
业公司针对环保水质监测化验这一环
保重头戏，持续开展了新一轮的“春
季培训”活动。

“对金属矿山外排水水质进行监
测与分析，控制污染物达标排放，服务
于矿山生产，同时根据需要对土壤、环
境水体、矿产品中某些元素开展检测
分析，更是为了保障水质的安全。”该
公司安全环保部负责人说。去年，该公
司开展环保培训活动收效明显，员工
的环保理论知识及实际操作技能得到
显著提高。今年，该公司继续在环保水
质监测化验室开展春季培训，也是对
不久前集团公司倡导的 “安全环保，
意识先行”活动的进一步深化。

今年，该公司春训活动以理论知识
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理论知
识培训重点为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保法》 及分析方法标准、排
放标准、化验室安全消防等方面，以讲
座、自学形式为主。实践操作部分重点放
在怎样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检测水样
中重金属含量的操作方法。这次培训将
环保分析的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原子
荧光光度计、可见光分光度计三台主要
精密检测仪器确定主操作手与副操作
手，再进行各检测仪器轮换操作并相互
之间进行培训，从而达到人人会操作，形
成比、学、赶、超的互学氛围。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美娜 海兵

凤凰山矿业公司开展春季环保水质监测培训

铜冠机械公司加工制造分厂职工日前正在车床前加工作业。铜冠机械公司针
对今年以来无轨设备和环保设备订单不足，而矿冶设备业务量充足的现状，为平
衡加工制造业务量，要求加工制造分厂在开展好无轨设备和环保设备制造加工的
同时，积极利用富余加工能力承担一部分矿冶设备备件的加工制作业务，既减轻
了矿冶设备制造分厂的加工压力，又提高了加工制造分厂设备利用率。

王红平 王征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