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其炳是金隆公司熔炼
课一名员工。作为一名闪速炉
电收尘工艺专职，他多次被评
为 “优秀操作工”、“优秀员
工”和集团公司“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

为保证设备的稳定运行，
他提出 “设备联合检查模
式”，将现场设备操作人员与
机电仪点检技术人员合在一
起，每周定期对设备和“5S”
进行联合检查，及时处理设备
和“5S”存在的隐患，被 TPM
工作组推广至全公司。

为解决生产过程中的技
术难题，他积极参与攻关课
题，担任多项攻关课题中的责
任工程师。参与“2014 年度精
矿喷嘴参数优化” 攻关课题，
提高了闪速炉氧利用率，降低
了 SO3 发生率，为硫酸稳定生
产创造良好条件；参与“降低
电炉渣含金银” 攻关课题，实
施后直接获益近千万元；参与
“闪速炉处理黑铜泥”攻关课
题，解决了闪速炉无法处理黑
铜泥的技术难题，杜绝了黑铜
泥外售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在他和全课员工的共同努
力下，2014 年闪速炉作业率达
到 99%，满负荷作业率达到
88%，均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金隆公司熔炼课闪速炉电收尘工艺专职陈其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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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5 万吨的工业废渣，如
果要找一个地方堆放，占地面积有八
十余亩，相当于八九个标准足球场大
小，这不仅有碍观瞻，更重要的是对环
境造成严重污染。铜冠建安新型环保
建材公司每年不仅能“吃掉”这些工
业废渣，而且经过“消化”后能“吐
出”一系列的新型环保建材，如加气
砌块、蒸压粉煤灰砖和干粉砂浆等，这
些新型环保建材是建筑行业的香饽
饽。

5 月 15 日上午，记者在这个公司
党支部书记高明的陪同下，实地察看

了这条将工业废料变成新型环保建材
的工艺生产线。现代化的厂房宽敞明
亮，机器在运转，却听不到轰鸣声，原料
都是粉煤灰、冶炼废渣和砂石，却看不
到一点粉尘。我们走进了预拌砂浆生产
车间，设备洁净。机器的运转声告诉我
们这个车间正在生产，一眼望去却看不
到工人热火朝天劳作的场面。这个车间
生产全部采用电脑操控，三名工作人员
只需在控制室里通过电脑操作调配粉
煤灰、沙子、水泥等原料的不同比例，即
可按照客户的所需生产出供砌筑、抹
灰、地面用的普通砂浆，或者是防水砂
浆、专用砂浆和特殊砂浆等不同砂浆产
品。为确保砂浆产品质量，这个车间对
生产出的第一罐砂浆必进行检验，对每
一辆砂浆运输车出厂前必进行产品检
验，对砂浆的稠度、保水率、凝固时间、

基本性能等进行试验，经试验合格后方
可发货出厂。

随后，我们又来到了加气砌块和蒸
压砖生产车间。车间现场整齐堆放一排
排的砌块和蒸压砖，“这些还只是半成
品，还需要通过蒸压釜进行最后的蒸压
才最终成品。”高明向我们介绍道。

铜冠建安新型环保建材项目是铜陵
有色集团公司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产品
原料主要为各矿区尾矿砂、铜冶炼渣、电
厂的粉煤灰等工业废渣。通过先进生产
技术工艺将原本作为垃圾堆放处理的工
业废渣，经过循环加工生产，变为了新型
环保建材产品。项目获得国家资金支持
1000万元。这个项目于 2014 年元月开
工建设，共有年产 30 万立方米加气砌
块和年产 5000 万块蒸压砖，以及年产
20万吨预拌砂浆三条生产线。其中，年

产 20 万吨预拌砂浆生产线已正式建成
投产，并于 2014 年 9 月 29 日首次在金
隆铜业公司车库改造项目使用。年产 30
万立方米加气砌块和年产 5000 万块蒸
压砖也将于 5 月中旬开始试生产。多家
客户早已主动上门与他们签订了合同订
单。

据悉，作为新型环保建材产品，预
拌砂浆的使用将大大减少了建筑施工
单位施工现场搅拌水泥带来的浪费、扬
尘污染和噪声，产品的使用也得到了市
政府的大力推广。同样作为新型环保建
材产品的加气砌块具有质轻、保温、隔
音、防火、抗渗耐久等技术特点。说到质
轻，与黏土砖体积大小相等的加气砌块
密度与木质差不多，能浮于水，令人啧
啧称奇。

王松林 周海波

铜冠建安新型环保建材公司变废为宝
“吃”的是工业废料 “吐”出的是环保产品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今
年 4 月 25 日在我国的友好邻邦
尼泊尔发生的 8.1 级地震中，由
中铁第四工程局 （驻地在我省
合肥）承建的“尼泊尔公务员
医院”由于质量过硬，没有任何
损毁，同时成为接受伤者的主
力医院。据参与这家医院设计
的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负
责人说：“这座医院能经受起
8.1 级地震并不意外。”

看了这篇新闻，我从内心
里为这家医院的设计者和建设
者为中国人增光而高兴。8.1 级
地震而毫发未损的 “楼坚强”
是由中国人设计和援建，说明
我国的建筑设计水平、施工质
量都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但
是，当我们和国内不少地方发
生的 “豆腐渣”、“楼脆脆”工
程作以对比时，就发现了不少
问题，值得让人深思！

近几年，我们经常可以看
到一些建筑企业陷入建筑 （特
别是房屋）质量纠纷的消息。据
住建部及各地住建厅 （局）通
报，多家企业都曾经被查出建
筑质量违法违规行为，我们铜
陵市广播电视台的 《今日播
报》 栏目组也经常接到房主的
投诉：新买的住宅楼不是这里
漏水，就是那里开裂或是下水
道堵塞。日前，铜官山区决定一
些老社区对原基础设计进行更
新改造，征求居民意见时，天井
湖社区某栋居民全都填报 “拆
迁改造”，原因是这栋楼房被住
户称为“楼脆脆”。对比“尼泊
尔公务员医院”的“楼坚强”，
我们便会发现，国内的一些“楼
脆脆”的发现，绝不是我们的技
术不行，而是质量意识的欠缺
和建筑施工制度的漏洞。

当建筑施工偷工减料、监
理 单位不 认 真 履 行 自 己 的 职
责、工程验收马马虎虎、走走过
场时，怎么能保证建筑质量的
过硬？因此，各种各样的漏洞便
成为建筑质量的“黑洞”。几年
前媒体报道的 “以竹签代替钢
筋、一踩就断的水泥板”是怎么
生出来的，那“数百米的沿海防
潮大堤竟无一根钢筋” 是如何
通过验收的？以及成千上万元
一平方米的住宅楼，还没住几
天，不是这里有问题，就是那里
有毛病等，不是值得我们的设
计、施工、监理以及有关部门的
负责人深思吗？

看着在 8.1 级地震中毫发
未损的中国援建尼泊尔公务员
医 院，我 们 有 一 个 强 烈 的 愿
望———愿国内所有建筑都是这
样的“楼坚强”，今后不再出现
一个“楼脆脆”。

为“楼坚强”喝彩
□殷修武

2012 年至 2014 年，从投料试生产
到正式生产期，再到管理提升，金冠铜业
分公司始终将文明创建工作摆在突出位
置，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广泛深入地开
展文明创建活动。三年来，该公司坚持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在经济
效益稳步上升的同时，把思想政治教育、
职业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有机地结
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创建工作，成效显
著，日前被授予“第四届安徽省省属企
业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作为一家新建企业，该公司将 2014
年至 2019 年列为企业文化的形成期，
通过积极开展企业理念征集活动，最大
限度地集中员工智慧，为提炼完整、准
确、生动的企业文化理念提供信息素材。
近三年来，该公司先后开展了“我和我
的铜陵有色”故事、“中国梦、铜冠梦、我
的梦”系列征文比赛，观看先进党员事
迹教育篇、金冠女工巧手编制家庭梦、公
司成立五周年书画摄影展等活动，不断
突出员工的“三爱”教育。坚持每月从基
层车间评选“优秀好员工”，并将好员工
的事迹利用公司局域网和宣传栏在员工
内部进行宣传，起到典型示范、导向和辐
射的作用。

与骄人的文明创建工作相伴而行
的是该公司业务工作实绩的显著提
升。经过半年的试生产努力，一年的达
产达标拼搏，该公司如今平均投料量
及作业率均已超过了最初的设计能
力。与设定的“一年时间试生产，三至
四年达产” 的预计相比，全部超过预
期。以效益为中心，该公司不断提升科
技创新能力，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持
续降本增效。2014 年，累计生产阴极
铜 35.95 万吨，硫酸 128.65 万吨，处理
铜精矿 136.23 万吨，硫捕集率高达
99.98% ， 铜 冶 炼 综 合 回 收 率 达
98.51%。51 项技术经济指标均不同幅
度提升，其中 25 项超过设计值水平，
26 项超过预算值水平。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
是企业管理最重要的内容。本着这样的
认识，三年来，该公司致力于打造具有金
冠特色的企业文化，通过多种渠道、多种
方法，组建了一支实力雄厚的职工队伍。
在注重班子建设之时，该公司将学习风
气的培育和员工培训的推进作为重点工
作，先后制定了《合理化建议及技术改
进活动管理奖励办法》、《员工奖励办
法》、《对标挖潜、降本增效实施意见》

和《标准化班组建设考核标准》等制度，
坚持开展班组达标，员工能力提升等多种
形式的创建活动。为丰富广大员工精神文
化生活，该公司工会还组建了篮球、羽毛
球、乒乓球、网球、舞蹈、棋牌、书画摄影七
个业余文体协会，将不同兴趣爱好的员工
组织一起，定期邀请专家、教练开展技术
培训与讲座，切实提高了广大员工们的专
业技能和水平。

注重民主管理的科学规范。自成立
之日起，该公司便坚持以人为本，把职工
的意见和想法放在重中之重，依靠职工、
发动职工来办好企业，搞好民主管理工
作。每个季度，该公司工会组织开展员工
满意度调查和员工思想座谈会等活动，
及时了解员工们的思想动态和利益需
求，并第一时间反映到公司层面。实施
“温暖工程”，加强对困难职工的就业救
助、子女工作分配、医疗救助等，开展捐
款慰问活动。据统计，2012 年共组织慰问
35 人次，慰问补助 22000 余元；2013 年
共组织职工捐款 4.5 万元，慰问困难职工
39 人次；2014 年工会还针对夏季高温，
积极开展“进一线，送清凉”活动，累计
投入 10万余元。

傅大伟 刘 萍

三年辛勤忙耕耘 文明花开结硕果
———记“第四届安徽省省属企业文明单位”金冠铜业分公司

本报讯 今年 5 月 19 日，是我
国第五个旅游日。5 月 16 日上午，我
市在铜都广场隆重举行“美好乡村春
秋游”启动仪式。市领导黄玲、张梦
生、姚尚友参加启动仪式。8 时许，副
市长张梦生宣布美好乡村春秋游活动
开始。

据悉，今年中国旅游日活动，我市
以“新旅游 新常态”为主题，在为广
大市民带来实惠优惠政策的同时，凸
显旅游业发展的新常态，增加广大市
民文明旅游的意识，重点开展美好乡
村旅游活动。

为发展我市美好乡村旅游，近几年
来，我市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美好乡村。目
前，全市共有三星级以上农家乐 40 多
家，乡村旅游产品体系基本形成，服务功
能逐步完善。郊区灰河乡被省政府授予
省级优秀旅游乡镇，新桥高科技农业示
范园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全国农业旅
游示范点。”

此次启动仪式就是为了让美好乡村
春秋游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让广大市民
走进美好乡村感受“春赏花、夏耕耘、秋
摘果”的乐趣，体验“住农家屋，吃农家
饭、干农家活”的乡村生活。 殷修武

我市举行美好乡村春秋游启动仪式

他 20 多年来，一直战斗在矿山
千米深井；他不仅技术好，而且特别能
吃苦、特别能战斗；他凭着对矿山工作
的执著，在深井铲运机工岗位上扎实
工作十余年，铲运矸石 20 余万立方
米，在平凡的工作中取得骄人业绩，连
续多年被矿评为“十大功臣”和“十
大标兵”光荣称号，2015 年被评为集
团公司“劳动模范”。

他，就是冬瓜山铜矿掘进一区掘
进二班副班长裴学飞。

1996 年参加工作的裴学飞从父
辈的手中接过打眼机，每天，他最先换
好衣服，早早地提前下井。不论是连班
加点还是打眼、支柱、放炮，他都跟着
师傅干，从无怨言。2005年，裴学飞被
调到掘进一区担任铲运机工。面对井
下大量进口高效、技术含量高的无轨
设备，他感都惊讶和压力。“越是复杂
才越要去学，这样才能练出真本事
来。”这是裴学飞在工作实干中悟出
的一个真谛。他铆足劲头全身心投入
到新岗位，在实际工作中认真了解无
轨设备的构造，熟悉每一个部件。当别
人在休息时，他却在现场观看维修人
员对设备如何保养维修。此外，他还买
来各类有关无轨设备知识的书籍如饥
似渴地“啃”读钻研，积极参加公司和
矿里无轨设备技术培训。功夫不负有
心人，他很快地掌握了操作方法，包括
设备的维修维护，并能独当一面，很快
在生产实践中脱颖而出。

“他话不多，总是埋头骨干，是一
个勤勤恳恳工作出成绩的人。”这就
是区领导对裴学飞工作的充分肯定。
2010 年初，已担任区机动组组长裴学
飞带领全组人员出色地完成区里多次
重点难点掘进工程。2013 年，冬瓜山
矿床 60线以北负 850 米至负 875 米

中段斜坡道及负 875 米 62 线开拓是关
系到下一步采矿衔接的重点工程。由于
该处作业运矿距离远、通风困难、掌子面
温度高、顶板稳固性差、爆破效率低，可
谓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工程。他
得知情况后，主动向区部请缨，带领全组
人员分班作业，抢时间，争速度，整天泡
在施工现场。作业面温度高，他采取歇人
不歇机轮番作业。正是由于他的坚持，当
月就创下了独头月掘进 50 余米的好成
绩，并提前 2 个月全面完成斜坡道贯通
工程，为该重点工程的前期开拓施工争
取了时间。2014年，他有又接手了井下
负 760 米中段一系列二步骤回采采场
的施工任务，并于短期内全面保质保量
地完成了该中段重点工程任务，为保证
全矿下一年度的采矿衔接作出了贡献。

“磨刀不误砍柴工”。裴学飞非常
重视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每天上班，
一到作业面，首先是要检查设备是否完
好，给设备加油紧螺丝，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从不让设备带“病”作业。通过日
常保养爱护，降低了设备故障发生率，
提高了设备的台班效率。井下作业，他
尤为重视安全。他每天接班的第一件事
就是检查设备状况并认真做好维护保
养工作，确保设备正常运转。进入迎头
掌子面前，他按要求仔细检查顶、帮板，
从不放过一块小的浮石，在得到安全确
认后，才开始作业。当班作业结束后，他
总是将设备清洗得干干净净，并对设备
再次进行检查。

如今，在掘进一区裴学飞被工友们
亲切地称为“裴工”，这是因为他过硬的
“操修合一” 技能得到大家的敬佩和赞
许。他把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
青工。几年来，由他带出的 28 名徒弟，
现在个个都成为了区里的生产骨干。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壮
举。裴学飞在平凡的岗位上用无声的行
动诠释了新一代矿工的精神品德与默默
奉献，用真功实干描绘出矿山千米深井
最美的画卷。

汤 菁

于无声处见真功
———记集团公司劳动模范裴学飞

铜冠机械公司矿冶设备制造分厂职工日前正在刨床前加工铸渣机渣模。矿冶
设备制造分厂今年在抓好集团公司内外部矿冶设备制造业务的同时，积极瞄准国
外市场，并承接了出口赞比亚铸渣机的业务订单，订单合同造价 400 多万元。通过
3个多月的赶制，目前铸渣机加工制作已顺利完工。

王红平 王征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