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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技术中心一名高级工程师，
卜玉明 20 多年来走过的是一个典型
的设计型专家走过的路。20多年来，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摸索探路到成
绩斐然，卜玉明在机电工程设计上成
长为铜陵市、集团公司杰出的专业人
才。

当得知卜玉明今年被授予“集团
公司优秀科技工作者”时，他的几个
同事没有一点惊讶。原来，早在此前，
卜玉明就被授予了“铜陵市科技先进
个人”殊荣。“可以说，本市内从事智
能产品的研发和自动化工程设计咨
询工作的专家，大多知道他的成就
……”他的同事们介绍，“远的不用说
了，就是近两年，铜山矿深部开拓工程、
金翔公司废铜拆解资源综合利用、金隆
公司粗硫酸镍回收改造、安庆铜矿、铜山
铜矿采选系统节能优化改造、冬瓜山、凤
凰山、黄狮涝、天马山、铜山、仙人桥、月
山铜矿安全六大避险系统、九华冶炼厂、
上峰水泥公司、海螺集团各项设计咨询，
哪一个没有他的参与……”

前两年，国家安监总局要求所有
矿山实施六大安全避险系统，其中涉

及弱电工程的有三项。面对这一全新
的课题，既无前人的经验可借鉴，又无
现有的资料可参考。在这一情形下，卜
玉明反复阅读推敲国家安监总局颁布
的相关技术规范，最后成功完成了一
个又一个工程设计任务。

随后，我市一大批企业积极申报
国家工信部能源管理中心项目。卜玉
明先后多次被选拔为主持该项目的可
行性研究和资金申请报告工作并主持
担任该项目的总体设计及规划。在全
国同类项目中，他率先运用人工智能
技术，提出了能源预测、数据校正、平
衡分配、优化调度及能源结构多目标
优化模型，降低重要能源介质放散，提
高能源介质的回收和梯级利用水平，
实现多能源介质协同平衡与优化利
用。同时，他还承担了海螺集团各分公
司、六国化工等企业申报该项目，短短
一年多时间里，在承担的 9 家企业
中，他所主持的项目，有 8 家得到工
信部的批文，累计获得工信部和财政
部专项资金支持 4000 余万元，得到
了安徽省经信委的首肯，他个人也为
技术中心在科技经营赢得了较大的市
场和赞誉。

值得一提的是，卜玉明所主持设
计的铜山铜矿选矿自动化项目，近一
两年来，已成为同行业的其他公司不

断参观、不断取经的“亮点”。铜山铜矿
选矿自动化是继冬瓜山矿后，集团公司
近年第二个建设的选矿自动化项目。在
多次调研国内选矿自动化控制的不足
后，卜玉明提出了磨矿、浮选优化控制方
案，搭建生产综合自动化信息管理平台，
面向生产现场实现集中管理、合理调度、
精确指挥，实现管控一体化，构建选矿生
产联动指挥系统，充分发挥设备效率，优
化作业，平衡各工序作业能力和效率，保
证了最终产品的合格率及金属回收率。
而他结合沙溪铜矿对自动化、管理信息
化的要求，首次提出基于物理层和数据
链路层的地面和井下的千兆工业以太环
网的设计，将矿山各生产区域中的控制
系统进行有机连接，实现矿山的生产数
据同矿山的信息化管理无缝连接———此
方案一经他提出，就得到了北矿院专家
的一致赞同和积极采纳。

“绘一项蓝图，交一方朋友，获一份
喜悦”，多年来，这一理念已经成为卜玉
明的工作理念。如今的他，在工作之余，
又在积极钻研智能控制 （神经元控制、
模糊聚类控制等）、现代智能优化算法、
多目标优化控制及工程仿真等新技术，
探索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多目标优化控制
及解决方案，探索企业自动化管控平台
的建设，探索智慧矿山和智慧工厂的建
设方案了…… 江 君 张 蓓

把智慧奉献给企业
———记集团公司优秀科技工作者卜玉明

在金昌冶炼厂安全环保部综合检
验班长的岗位，杨六五已经干了十几
年。坚守在最苦最累的地方，不计个人
得失，连班加点，周末、节假日都在工
作岗位上，这是杨六五这十多年的工
作常态。大家都称他是金昌冶炼厂合
格的“守门人”。

综合检验班肩负着金昌冶炼厂进
厂冷料铜和出厂电铜、硫酸的检验工
作，责任重大。在检验过程中，每个采
取的样品，每个计量数据都直接关系
到企业的经济效益，关系到企业的年
度经营目标的实现。2014 年，综合检
验班在杨六五的精心组织和带领下，

克服了人员少，检验工作量大的困难，
全年检验冷料铜 43827.192 吨，实现
了检斤率 100%，差错率为 0的目标；
完成电铜检验量 152199.6675 吨，硫
酸检验量 436250.338 吨；实现了电
铜质量、计量全年零投诉的目标，确保
电铜和硫酸出厂合格率 100%。

作为检验班班长，杨六五深感肩
上的责任重大。他时刻严格要求自己，
勤于思考，面对复杂物料的检验，在坚
持检验规程的前提下，他经常与同事
一起仔细研究，制定合理的检验方案，
确保了检验的准确性，为厂部避免和
挽回了一定的经济损失。杨六五还利

用业余时间勤奋学习专业知识，在 2014
年集团公司综合取制样工技术比武中荣
获第一名。

面对复杂多变的原料市场，杨六五
在部门领导的指导下，结合检验现场实
际情况，不断细化和完善检验工作流程，
确保了检验的公正性、合理性和科学性。

在新的生产经营模式下，该厂要求
降低铜原料的库存量，保持合理的库存
量。杨六五根据本岗位的工作特点，积极
配合各部门做好冷料铜样品的清理工
作，有效地降低了库存风险，减轻了财务
压力。

朱 莉

严格把关的“守门人”
———记集团公司“优秀岗位能手”杨六五

凤凰山矿业公司露天开采共有 10
种 20 余台生产设备和辅助设备，大部
分设备为 1996 年购置运行，设备老化
耗油量多、故障频发维修量大，该公司
露采车间维修班面对每况愈下的设备
状况，却能常年保证反铲、钻机出勤
率、自卸车出勤率达 80%的高标准，被
职工们亲切地称为 “生产一线的后勤
保障师”。

露采车间维修班主要担负矿业公司
露天开采各类生产设备和辅助生产设备
的维修和保养工作。2014 年全年，该班
组为车间完成剥离 7万立方米，残矿回
收 6.88 万吨，完成采剥总量 8.96 万立
方米的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因扎实有
效的工作, 该班多年连续荣获矿业公司
优秀标准化班组荣誉称号。

班组的成绩来自于管理，而管理必
须源于一定的机制。该班从建立健全管
理制度入手，修订了维修工段《2014 年
生产成本分解办法》、《油料消耗考核
表》等考核办法。在成本管理上，该班组
坚持节约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实行超
支额按 100%扣罚、节支额按 50%奖励
的总政策。对汽修班与其所承担的车辆
维修总成本挂钩考核，其他维修工种与
车间材料消耗总费用挂钩考核。一年来，
该班组从未因设备故障未排除而影响采
剥生产的正常进行。2014 年，维修工段
利用阴雨天修复汽缸 14台、举升缸 16
台、差速器 15 只，节支各项成本费用达
38万余元。

该班实行设备操作专人负责制，做
到“定人、定机、定职责”，杜绝超载、超
负荷运行，严格执行设备润滑 “五定”
制，即定人、定点、定量、定时、定质，确保
设备处于良好的润滑状态，减少机件磨
损，延长其服务寿命。该班非常重视加
强设备点检管理，建立健全了以设备操
作工的交接班记录、维修人员的每周点
检和车间管理人员重点抽检三级管理
网络，并为每台设备制作了《点检记录
单》。对周二点检日查出的问题在第二
天派班会上予以公布并落实到人，达到
随时掌握设备技术性能、及时排除故
障隐患、杜绝带“病”运行。在对设备
进行检修、大修时，制定切实可行的方
案，并组成由管理人员、维修工和操作
工“三结合”小组协同攻关，确保检修、
大修质量。

陈 潇 段 青

生产一线的后勤保障师
———记集团公司优秀班组凤凰山矿业公司露采车间维修班

5 月 13 日，铜
冠新技术公司职工
正在消防演习中连
接消防水管。在落
实 “安全环保，意
识先行” 活动中，
铜冠新技术公司组
织了一次消防演习
活动。消防演习活
动中开展了职工宿
舍火情逃生演练，
灭火器使用演练以
及消防泵使用比赛
等内容。通过演习，
进一步提高了职工
消防安全意识和灭
火技能。
王红平 吴刚 摄

宣誓、朗读、互查……如今这一
“安全交响曲” 天天在铜冠电工基层
班组奏响，这也是该公司所有基层班
组在贯彻落实“安全环保，意识先行”
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

“关爱生命，规范操作，杜绝‘三
违”…… 这是 5 月 6 日早班，铜冠电
工漆包线分厂高速机组全体员工在生
产现场举行安全环保宣誓活动的内
容。宣誓结束后，班组安全员组织大家
学习了一案例和安全环保法规知识，
重点就该公司成立以来典型事故案例
发生的原因和违章造成损失的危害向
大家进行了宣讲。通过典型案例和法
律法规的宣讲，要求职工该做什么，不
该做什么。与此同时，做到上岗前班组
员工之间进行互查，检查劳保品穿戴
是否完整，交接班记录是否有隐患事
故需要排除，针对当班人员精神状态，
查看员工表情或看有无异常动向，发
现不符合要求的绝对不能上岗，并建

立记录台账。同时，对查出的隐患检查是
否及时销案。通过“宣誓、朗读、互查”等
措施，“安全警钟交响曲”天天在铜冠电
工奏响，员工的安全弦时刻绷得紧。

该公司还结合企业行业生产特点，
及时制定出符合铜冠电工公司特色两头
在外的活动方案。在活动实施中，以全面
推动职工教育培训为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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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安环机动部分批组织员工进行培
训，尤其对特殊工种进行重点培训，确保
人人掌握安全操作知识。

创新开展“安全一家亲”活动，班组
张贴全家福照片。活动中，该公司还将开
展部分员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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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厂、班组
级划分，实行分级管理模式，组织员工开
展安全环保承诺横幅签名。每周对“安
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情况进行通报，
掌握公司安全生产动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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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广胜

天天奏响“安全警钟交响曲”

本报讯 铜山矿业公司在深入贯
彻落实“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
中，紧紧围绕“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 的工作方针，大力推行
“安康杯”生产竞赛活动，使活动竞赛
普及深入到生产各个方面。

落实职责，营造竞赛氛围。5月 7
日 8 时许，在距新落成的矿业公司综
合楼周边,远远地传出响亮的誓词声：
“我是一名铜山矿公司员工，为了企
业的利益和个人生命安全，我郑重宣
誓……”只见在此参加派班生产的矿
掘进区、工程区、选矿车间、采矿区及
运转区的职工，以高亢的誓言，振奋激
励着一天工作生产的开始。当询问到
掘进区生产二班代理班长邹贵铜班前
宣誓有何感想时，他答到：“我们上班
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集体派班
宣誓，而且自从去年以来一直未间断，
由于我班地处矿山井下生产最前沿，
集中参加派班宣誓能敲响警钟, 重新
启发大家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理解与认
识，让安全的警钟时时刻刻地都在耳
边响起。”

加强教育，提高安全技能。为确保
竞赛活动开展的扎实有效，该公司于
近期专门制定印发《个人“三违”行
为管理实施细则》，每个员工人手一
册，并将安全环保管理目标进行层层
分解，公司与 14 个基层单位、各基层
单位与班组、班组与个人层层签订了
“安全生产责任书”，明确竞赛活动的
目标。工会及安环部以“安康杯”安全
生产竞赛活动为契机，在全矿组织开
展起“十个一”活动，不断提高广大职
工的安全意识。

强化监督，普及知识宣传。紧扣竞
赛活动主题，广泛开展职业健康劳动保
护宣传教育，在巩固强化教育的基础
上，该公司相继举办了特殊工种培训、
提升操作技能培训，加大对隐患排查和
治理，采用分层培训、现场培训以及请进
来、送出去等多种方式，举办了管理人员
培训班、劳动保护培训班、班段长等形式
多样的安全生产培训学习，促进了全员
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和“我会
安全”的思想转变。同时结合“安全生产
月活动”举办安全黑板报比赛展览、安全
演讲以及安全知识答题竞赛活动，进一
步丰富提高职工的安全综合知识与技
能。将日常培训同演练相结合，为生产工
作平稳展开筑牢安全生产的防护堤。

严格考核，及时消除隐患。狠抓现
场管理，强化安全检查力度，推进文明
生产，对现场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关键
工序等实施有针对性地集中盯防，规范
职工操作行为，严格按标准施工，遏制
各类突发事故发生。同时坚持“三违”
零容忍原则，去年共查处违反“三违”
现象 20 起，及时在报刊电视台上进行
曝光，并加大展开隐患排查治理整改的
力度，仅去年该矿就累计投入治理整改
费用超过 600 万元，先后完成“新污水
排放口在线监测”、“矿区酸碱性沟治
理”、“铜山露天隐患治理”等环保科技
项目。并结合季度安全检查、提升系统
专项大检查、防洪大检查，对检查出的
各类隐患和问题，立即制定整改措施和
整改方案，全年累计隐患整改达 263
条，整改率 100%，为连续实现该矿安全
生产达 2350 多天，从本质上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吴 健

扎实推进“安康杯”竞赛活动
铜山矿业公司

本报讯 冬瓜山铜矿计生办把关
爱女孩工作作为计生工作的重要内容
来抓，采取多项措施，传播新型生育文
化，转变生育观念，促进人企和谐发
展。

通过宣传教育，营造关爱女孩的舆
论环境。在全矿十九个党支部开设计生
关爱女孩专栏，发放关爱女孩宣传资料
百余份，在各个支部派班室张贴宣传标
画和宣传标语。围绕计划生育“5﹒13”
救助贫困母亲行动、“5﹒29”计生协会会
员活动日、“7﹒11”世界人口日等重大节
日宣传，把宣传教育实实在在地开展于
“关爱女孩”活动中，让职工在一件件看
得见、摸得着的实事中受到教育和启发，
认识到实行计划生育的优越性，大力倡导
以人为本、男女平等、巾帼建功等婚育新
风，逐步转变重男轻女、歧视女婴和妇女
等陈旧的社会观念。

健全利益导向机制，营造关爱女孩
的政策环境。每年“六一”前夕，各党支
部结合单位实际，对计划生育独生子女
家庭特别是贫困女孩家庭进行走访慰
问，开展关爱女孩帮扶活动。各党支部对
本单位贫困女孩家庭进行调查摸底，积
极组织协调，为贫困女孩捐款捐物，解决
贫困女孩的实际困难，为贫困女孩学习、
生活提供一定的帮助。从 2004 年起至
2015 年，关爱女孩户数达到 1285 户，
关爱女孩人数 1350 余人，累积金额 16
万余元，使得女孩家庭真正感受到组织
的温暖与关怀。

加大计生普法宣传工作，营造关爱
女孩的法制环境。每年都邀请集团公司
有关人员来矿授课，重点围绕计划生育
新政策、《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集团公司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条
例》《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
鉴定和选择性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
等内容进行了细致讲解将学习宣传，建
立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营造关爱女孩
的法制环境。

深化结对帮扶，营造关爱女孩成长
的社会环境。关心关爱育龄妇女的健
康，矿计生办以人性化的理念，心贴心
的服务为全矿育龄妇女做好避孕节育
措施、孕前检查、孕前随访和产后随访。
从孕前到产后给予关爱和精心的照顾、
免费的检查指导、科学的保健方法。围
绕“更新婚育观念，促进社会进步”这
个主题，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手
段推进婚育新风，转变婚育观念，在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家庭文明幸福以及
树立新型育观念。

王松林 潘 琴

冬瓜山铜矿构建四个环境关爱女孩

本报讯 日前，为增强体质，提升
形象，提高队伍综合素质能力，真正锻
造出一支强劲有力的武装保卫队伍，
金冠铜业分公司组织开展了 2015 年
度经济护卫人员军训工作。

考虑到在 10 月份将按计划开展
年终大修工作，该公司适时将军训工
作提前进行。集训前，该公司保卫部门
通过周密安排训练计划与科目内容，

强化队伍纪律和业务学习，合理安排
受训队员，做到日常工作与军训两不
误。

该公司此次军训的主要内容有思
想及工作作风教育、队列、擒敌拳、业
务知识等多项科目，通过军训，为该公
司的防火防盗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训练中，队员态度认真、作风严谨，
训练虽苦，可队员们深知责任重大，纷

纷表示，将严格要求自己，勤学苦练，提
高自身素质，以崭新的面貌投入到日常
工作中去。

据悉，该公司这次的军训为封闭式
训练 30 天，分三批进行，军训结束后，
该公司保卫部门还将根据训练情况对
受训警员进行综合考评，以检验保障训
练成效。

傅大伟 王永明

金冠铜业分公司经济护卫队开展年度训练活动

本报讯 为破解大容量采场充
填节奏控制、采场空间泄压等技术难
题，冬瓜山铜矿充填区积极开展技术
攻关活动，有效确保大容量采场安全
有序投入充填。

所谓大容量采场充填，即采场可
充填空间达 20万立方米以上。按理
说大空间采场充填，其可充填空间
大、放砂口充填支管拆装频次低等优
势，应使充填施工更便捷、更实惠。但
由于此类采场暴露面积大、牵涉中段
多，而且所处位置偏僻、岩石构造复
杂多变等诸多因素，使得充填作业存
在破碎带渗漏、充填排水支流多等弊
端。同时还存在大空间充填节奏调整

控制、采场空间泄压等技术难题。面对
极具“诱惑”的超大采场充填和同时存
在的施工“拦路虎”，充填区清醒认识到
只有事先解决好现场安全问题，才能获
准大容量采场充填“通行证”。于是区里
结合大容量采场位置分布图和充填施工
次序编排表，提前对大容量采场放砂口、
裂隙破碎带，以及充填底部结构等情况
进行详细摸底，逐一破解充填放砂口钻
孔排列、裂隙破碎带防渗漏处理、采场底
部结构排水改造等难题。并且通过对采
场容量、钻孔分布等参数进行详细测算，
攻克大容量采场钻孔标高测量与科学调
整充填排放口位置、充填体上升高度与
采场挡墙施工次序的技术难题。这两项

攻关成果分别为采场充填节奏控制和采
场充分泄压提供了技术保障。

另外，在不影响充填质量的前提
下，区里还严格把关大容量采场不同充
填阶段充填灰砂比的调整档期，不仅发
挥出充填体“自凝”封堵围岩裂隙的效
果，还大大减少了充填配料的使用量，
起到很好的降本增效效果。

目前，充填区已成功对大团山矿段
1~2 号盘区、4 号盘区和 5 号盘区等大
容量采场实施充填。这些大容量采场能
够早日实施充填，不仅为老区的地压安
全提供了有力保障，也对下部中段后续
回采衔接创造出有利条件，还为缓解尾
矿排放起到了积极作用。 汪为琳

冬瓜山铜矿充填区破解大容量采场充填技术难题

5 月 11 日，张家港铜业公司精炼车间员工正在进行上岗前安全宣誓。自开展
“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以来，该公司广泛开展岗前安全环保宣誓活动，使全
体员工从思想上始终绷紧安全环保这根弦，做到防患于未然。杨学文 宋腊英 摄

为把 “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落到实处，铜冠冶化分公司除开展安全环
保培训、安全环保演讲赛、反“三违”查处、“安全一家亲”等活动外，每周还举行
一次安全宣誓，旨在通过系列安全环保警示，将该公司安全环保工作提高到一个
新的水平。图为职工在铜冠冶化广场举行安全宣誓活动场景。 孙晓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