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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3 年底，铜冠矿建公
司甘肃金川工程副井掘砌工程顺利竣
工后，工程进入竖井转平巷的改绞阶
段。目前在国内矿山建设中，临时改绞
有罐笼提升矿车和吊桶提升两种方
式，这两种提升矸石方式存在提升能
力小、安全性能差的缺点。该公司技术
人员大胆尝试，联合有关厂家进行科
研攻关，采用坑下卡车运输矸石，经罐
笼提升到坑内卡车后直接运输矸石到
料场作为新的改绞方法，此项技术在
国内外尚无先例。

该公司技术人员发明了坑内卡车
与罐笼配套设计技术，保证罐笼安全
运行；发明了罐笼抓捕器四绳同步抓
捕技术，使终端最大荷载提高一倍；发
明了井架抗倾覆装置，确保井架实现

了重载情况下的稳定性；发明了自润滑
的绳罐耳装置，降低钢丝绳与绳罐耳的
摩擦，从而延长绳罐耳的使用寿命。

“采用坑内卡车———柔性罐道罐笼
提升井巷开拓的临时改绞技术”，于2014
年 2月成功应用于金川三矿区副井临时
改绞工程，不仅安全可靠，而且效益良好，
矸石提升量较常规改绞方式提高50%，年
增利550多万元。自润滑的绳罐耳装置已
获国家专利授权，“采用坑内卡车———柔
性罐道罐笼提升井巷开拓的临时改绞技
术”进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实审阶
段。此项技术2014年 8月被中国有色建
设协会鉴定为“国内首创技术，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并被批准为中国有色金属建
设行业部级工法，2015 年 4 月获得集团
公司“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 陶 莉

铜冠矿建公司一技术填补国内技术空白

本报讯 5 月 16 日上午，离铜陵
市城市展览馆开馆时间还有十分钟，
已经有市民陆续前来参观，在这其中
还有一批特殊的参观者们，他们就是
矿产资源中心学雷锋志愿服务队的青
年员工们。像其他市民一样，员工们通
过观看纪录片，参观历史人文、建设成
就、总体规划、重点片区、专项规划等
展厅，更加系统直观地了解了铜陵的
城市发展和城市建设，不同的是，青年
员工们在参观过程中还当起了志愿
者，在馆内进行义务引导，指引馆内市
民有序参观。

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
领广大青年感受历史文化，树立爱国
爱企情怀，传承向上向善的雷锋精神，
该中心开展了以 “熏陶城市历史文
化、树立青年爱国情怀、传承铜陵好人
精神”为主题的公益日活动，除了铜
陵市城市展览馆，青年员工们还先后
参观了铜陵市好人馆和铜陵市博物
馆。

“争做铜陵好人，为好人精神点
赞。”在参观完铜陵市好人馆，观看和聆
听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后，该中心的员
工在留言板上这样写道。“这 196 位好
人的笑容，就是 196 段生动鲜活的故
事，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好人所传
递出的正能量。”“这不是咱们有色的好
员工王卫民嘛！”在笑脸聚集的巨幅照
片墙前，大家驻足寻找自己身边的好人
照片，互相交流谈论着熟悉的好人故事，
感受着好人的道德魅力。

最后一站，青年员工们来到位于西
湖新区的铜陵市博物馆，从历史、文化的
角度感受着铜陵的独特魅力。活动结束
后，员工们围坐在一起，畅谈和交流自身
感受，“这次活动，让我们对自己工作、
生活的这座城市有了更深层次、更全面
的认识和了解，我们因为生活在幸福美
丽的新铜陵而分外自豪，同时也会从自
身做起，践行雷锋精神，以自己的实际行
动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文明与和谐。”

萨百灵 赵 跃

矿产资源中心开展主题公益日活动

本报讯 近年来，金隆铜业公司
从规范档案管理工作出发，建立了控
制质保金制度，明确规定工程项目竣
工验收后，竣工资料必须收集齐全完
整交档案室方可提取质保金。这一举
措有力保证了各工程项目档案的完整
和规范，也为该公司每次的挖潜改造
工程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节约了大量
的时间和经费。

该公司在建设初期就十分重视档
案工作，配备了专职档案员来负责档
案的收集整理工作。为确保档案管理
规范化，该公司从档案管理目标、管理
思路上出发，采取了控制工程项目质
保金的措施，即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后，
竣工资料必须收集齐全完整交档案

室，由档案工作人员验收合格后签字，
方可提取质保金。而对于一些在工程项
目竣工后移交的档案竣工资料质量不
合格的单位，不允许提取质保金。

该公司采取控制保证金措施后，提
高了参建单位按要求做好工程项目档
案工作的积极性。为搞好档案管理工
作，各施工单位从工程前期就非常重
视，从项目立项准备就同步开展档案工
作。并且纷纷主动要求档案工作人员对
工程资料的范围、数量与格式要求、时
间、质量要求、责任进行指导。这一措施
杜绝了竣工档案资料收集不全的现象，
为档案管理工作目标的实现夯实了基
础，有力保证了工程项目档案在工程管
理中有章可循。 陈 潇 邹锡平

金隆铜业公司创新思路规范档案管理

13 个维修工人，13 天的日夜连
班抢修，创下全市唯一一家依靠自身
力量完成发电机组核心设备汽轮机的
维修纪录。这项维修不但挑战自己，也
为金冠铜业分公司节约一大笔维修资
金。

从 4 月 28 日下午到 5 月 10 日
15 时一次性试车发电成功，铜冠建安
安装公司的 13 名员工，在 13 个日夜
里，连续 24小时换班作业。

从 4 月 29 日到 5 月 10 日，铜冠
建安安装公司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总经
理程孝军，连续 12 日每日 5 时醒来
的第一件事，就是详细过问每一个维
修环节。他每天 9时许处理完公司事
务后，就出现在金冠铜业分公司余热
发电抢修现场。毕竟，这是自己接任后

面临的最大的技术挑战。
4月 28 日，铜冠建安安装公司接

到金冠铜业分公司紧急求助电话：该
公司一台余热发电设备因故障停机，
需要尽快修复。尽管处理过无数各类
维修事故，但对发电核心设备汽轮机
的维修，在整个铜陵地区至今尚未有
自身力量完成的先例。承载着金冠铜
业分公司的莫大信任与鼓励，铜冠建
安安装公司抽出最精干力量火速奔赴
现场。三小时后，熟悉金冠铜业工艺流
程的建安安装公司项目经理王立、高
级钳工技师汪久定等 13 名精兵强将
就到达现场。

5月 25日，记者站在这 13 名员工
曾经 13 个日夜连续奋战的现场，7 米高
的狭小平台上，热浪蒸人。金冠铜业分公
司动力中心汽轮机轰鸣工作，一切如新。
各项发电数据呈现稳定效果。谁都不曾
想到，半个月前，铜冠建安安装公司的
13 名员工就在这样狭小而异常闷热的
小小平台上，完成了一项铜陵地区迄今

为止唯一一次依靠自身力量抢修好发电
核心设备任务。

当时经过现场检测，汽轮机轴瓦跳
动，设备振动大，完全无法工作。发电机
组最核心设备是汽轮机，而汽轮机最
核心部件就是轴瓦。轴瓦有问题，唯有
停产检修。轴瓦的修复，远比任何设备
维修难度都高。铜陵有色铜冠冶化分
公司余热发电设备曾经出现过类似症
状，聘请来修复的国内某知名企业最
终以赔偿告终、修复失败。建安安装公
司员工汪久定，虽然作为集团公司高
级钳工技师已在设备维修上 “过尽千
帆”，但对于这样一个棘手难题，一开
始也陷入茫然中。与此同时，由青岛某
企业生产的汽轮机厂家代表也来到现
场，厂家认为铜冠建安安装公司不可
能完成此项工作。

在那狭小的场地，仅仅掀开汽轮机
一扇 16 吨多重的大盖，吊起 27 吨的冷
凝器，就大费周折。现场行车吨位不够，
想办法在行车轴梁上架起“工”字钢桥。

满地的油污里，王立和汪久定等人趴在
油污里，凝神屏气，利用水平仪找准心。
对吊卸下轴瓦，一丝一丝的研磨。发电机
是四川某厂家生产的，汽轮机是山东某
厂生产的，配套设备厂家也各不相同，各
种对比的资料，需要一一消化。凌晨 1
时回到家的王立和汪久定各自趴在电脑
上，查找尽可能的资料。当修复结束后，
王立与汪久定查找派上用场的资料，累
计打印 386页。

停产的这台汽轮机，每小时损失近
万元。为了赶进度，哪怕提前一个小时维
修成功，也是贡献。13人分成三班作业，
确保 24小时修理不休息。

5 月 10 日 5 时，最后一个螺栓合
紧。5时 30分，建安安装公司总经理程
孝军赶到现场。直至当日 15时，一次性
发电试车成功。从金冠铜业分公司领导
到班组人员，从外来的厂家代表到建安
安装公司参战的 13 人，欢呼雀跃，偌大
的厂房，欢腾一片。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舒婷

13人 13 日创造一项市级维修纪录

日前，冬瓜山铜矿采矿工区中深孔班班长、矿 2014 年度标兵王敏（左一），在“矿山好男儿”专栏前向工友介
绍自己的先进事迹。该区党支部设立“矿山好男儿”专栏，展示矿标兵、矿功臣的照片，刊载他们的先进事迹。同
时，充分利用报纸、多媒体、“党员微博”等多种形式宣传工区新涌现的先模事迹，营造向劳模学习、向先进看齐的
良好氛围。

李志勇 摄

矿山好男儿

近日翻看日记，1995 年的 7 月 1 日的日记
我是这样记载的：上午，我们在五松山宾馆隆重
举行庆祝《铜陵有色报》创刊 40周年大会。有色
公司党委副书记胡玉贤，有色公司党委宣传部部
长江思平、副部长牛金山等领导出席了会议。胡
玉贤作了重要讲话，对报社工作提出要求和指
导；江思平对《铜陵有色报》创刊 40 年暨复刊
10 年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回顾；牛金山宣读了
中国企业报协会以及兄弟企业报的贺电；会议由
副总编殷修武主持。

时光飞逝，转瞬 20年过去了。今天，《铜陵
有色报》迎来了 60周年华诞，回首往事，岁月蹉
跎，不禁令人感慨不已。

我接触 《铜陵有色报》 是从报纸复刊的
1986 年 10 月。记得在复刊的第一张报纸上，就
刊载了我采写的一篇通讯。那时我在基层单位从
事宣传工作，既是《铜陵有色报》的一名读者，又
是《铜陵有色报》的一名通讯员，为了搞好单位
的宣传工作，我经常给报社投稿。每次看见自己
的作品见报，总有一阵欣喜掠过心头。虽然我在
进入《铜陵有色报》社之前，就已在《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有色金
属报》、《安徽日报》 等报刊发表过文学作品和
新闻稿件，但我大多数新闻作品还是从《铜陵有
色报》起步的。

我到《铜陵有色报》社工作是 1995 年，一
直干到退休，头尾刚好 20 年。人生有几个 20
年？我有幸接触了报社的工作，真实感受了报社
工作的酸甜苦辣，见证了《铜陵有色报》的发展
变化，故感受颇深。

首先，干好报社记者、编辑，必须要有实事
求是的态度，忠诚于党的新闻事业。每一位编
辑、记者要对自己所传播的新闻信息负责任，
对事实的评价要全面，克服片面，做到恰如其
分，不带个人好恶。就本身职业道德面言，更不
能想当然凭空捏造新闻，绝不能传播虚假信
息，误导大众，引起思想行动的混乱。作为社会
传播者的记者一定要确保其传播活动是公正
的、正义的，有益于公众和社会，其所传播的信
息就会被广大公众所认可和接受。惟其如此，
记者的价值观念才会转化为受众的价值观念，
在此过程中，自身的价值才会得到实现，记者
传播的自由才能实现，服务职工、服务企业的
目的才会实现。 （下转第二版）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散货码
头给人产生的印象是散落的货物、
杂乱无章的堆场、尘土弥漫的道路、
满面粉尘的面孔……在市循环经济
工业园内的铜冠物流金园港埠分公
司，人们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高
大鲜艳的吊机、覆盖整齐的货场、清
洁的道路和作业平台、有条不紊行
驶的货车、成片的绿化带，以及员工
们在现场忙碌的身影，勾勒出一幅
现代港口安全清洁的生产场面。

近年来，该分公司在港口企业
中推行“5S”管理，通过加强现场
管理，建立整齐清洁、舒适有序的工
作环境和安全的作业场所，为打造
适应现代装卸业要求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特别是在 2014 年铜陵市开
展港口岸线环境整治工作中，该分
公司作为代表铜陵有色的业主企
业，又率先走在了前头。针对装卸主
产品主要是原料矿砂、产品球团等
均为散货类，具有易飞扬、散落等特
点，因此把港区内扬尘、抑尘作为安
全、清洁生产需控制的重点，成立了

QC课题小组，从装卸工艺要求、提
高货物回收、抑制货物飞扬、扩大绿
化覆盖面，以及加强车辆在港区内
运行、进出港区管理等方面入手，一
项项制定措施，检测效果。

通过一年来的实施，金园码头
在安全环保上，已实现空中无可见
污染、水中无污浊排放的成效。站在
港区大门，道路两旁的郁郁葱葱的
樟树，散发出淡淡的清香。门前车辆
冲洗装置随着车辆的进出不停地运
行着。进入港区，正眼望去，直入江
边的道路尽头，一排排浓密的垂柳
欢快地拂动着；映入眼前的货场，被
一张张巨大的覆盖网所笼罩；港区
内短倒的货车按标识有序地运行
着；每条道路上，都看见作业人员手
持用于冲淋的江水软管不停地冲洗
着路面；特别是高耸的卸船机上，一
台正在濆淋的洒水设备和皮带廊内
一台巨大的吸尘装置，将铜精砂一
颗颗粉粒归入仓内。平台上，作业工
人正用小铲、毛刷精心地在收集着
沾在设备、托辊上集聚的货物，定

期清理的沉淀池,沉静地述说着它
回收、过滤的功能……

港口企业安全环保举措的加
强，在美化企业工作环境，形成良好
的工作秩序，实现布局合理、流通快
捷的同时，改善了员工的生活条件，
从而实现提高工作效率、经济效益
和企业形象的卓越成效。鉴于该分
公司现港区内的良好环境，在铜陵
市开展的省市港口交流、调研等项
活动中，均把金园分公司作为参观
现场。并且在人大、政协开展的监督
活动中，多次作为重点备受关注，让
该分公司在安全环保方面，不仅承
担着自身的经营职责，更是履行着
环保的社会责任，为铜陵市建设平
安绿色港口发挥着积极作用。

在当前开展的 “安全环保，意
识先行”活动中，该分公司围绕安
全环保工作，在实施近期规划的基
础上，正按照物流公司制定的中长
远规划，把安全环保作为系统工程
来抓，确保港口持续清洁生产，长久
净水蓝天。 陈玲琍

清洁生产还以净水蓝天
———铜冠物流金园港埠分公司安全环保工作侧记

从事记者编辑工作的

几点感受

4 月 8 日 10 时 30 分左右，金泰化工公司
安全环保部管理人员在对装置区安全巡检过
程中，发现碳酸二乙酯车间精制工沈琪在装置
区内使用手机，违反了《铜陵金泰化工公司防
火、防爆、防中毒、防泄漏管理制度》。根据《铜
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员工违章违纪
处罚暂行办法》，给予扣除沈琪一天工资并警
告一次处分，同时进行相关安全知识教育再培
训工作。

铜陵金泰化工公司

5 月 26 至 27 日，中国铁建股份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齐晓飞一行 17 人来
集团公司参观考察。集团公司、股份公司高管杨军、龚华东、胡新付、詹德光、吴和
平等与客人进行了座谈交流。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杨军与齐晓飞分别介绍
了铜陵有色和中国铁建的基本发展情况，双方对目前厄瓜多尔项目上开展的合作
感到满意，希望集中和发挥双方优势，通过优势互补，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步伐，
确保将双方第一个合作项目真正做好。齐晓飞表示，下一步有意向寻求与铜陵有
色在国内外矿产资源以矿山基建等方面开展进一步合作。在集团公司考察期间，
齐晓飞一行在杨军的陪同下，先后到冬瓜山铜矿、金冠铜业分公司和金威铜业公
司进行了参观。图为齐晓飞（左二）一行在冬瓜山铜矿井下参观。 王红平 摄

中国铁建股份公司党委书记齐晓飞来集团公司参观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