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就是你们的安全警示牌，我不
希望自己的教训在你们某一个人的身
上发生。”这是韩张六几乎每天挂在嘴
边的话。

2011年 10 月 8日，是安庆铜矿采
矿工区职工韩张六心中永远的疼。那
天，身为出矿班铲运机副机长的韩张
六，正和同事们在井下负 560 米对一
个溜井损坏的格筛进行拆卸更换。他
们首先将道路进行了清理，这样方便
起吊格筛方钢的铲运机进出。然后，将
拆卸开来的格筛方钢用钢丝绳捆牢
靠，当铲运机开到作业现场后，将钢丝
绳的另两端挂到铲运机铲斗上进行起
吊。方钢被吊起后，铲运机在狭窄的巷
道里慢慢地进行倒退，突然，左边前轮
倒压到一个没有及时清除掉的不大的
小石块上，设备被硌了一下，顿时形成
了一个激烈短暂的抖动，晃动的铲运
机抓斗一下子带动钢丝绳吊起的重达
一吨的方钢向左边横扫而去。这一突
如其来的不测，令站立在巷壁边的韩
张六转身躲闪不及，后腰部被方钢重

重地击中，人也猛地撞向了巷道壁，幸
而安全帽戴得牢固，头部没有直接撞
到巷壁上，纵然如此，人也已经支撑不
住倒了下去。

当韩张六被送到当地市立医院
时，下身已经失去了知觉。医院检查
后发现身体内部多处震伤、肺部有积
血、第四腰椎骨爆裂性骨折，本地医
院没有技术和条件，让赶紧送往上海
医院，一旦拖延就会造成终生瘫痪。
在上海医院经过六个月的精心治疗，
韩张六终于可以出院了，但在他的后
背上留下了两根紧固腰椎的不锈钢支
架、8 根固定螺丝和一条 30 公分长的
刀疤。刚出院时，韩张六需要坐着轮
椅，每天还要按照医嘱进行肌肉恢复
性功能锻炼。经过一年多的锻炼，韩
张六由坐轮椅到架着双拐杖走出家
门，再到终于能够放下双拐自行行
走，但也留下了右腿走路时有些瘸、
每到阴雨天气就腰酸疼痛和平时弯腰
困难等后遗症。

2013 年春节后，经过有关部门鉴
定，确认为 6 级伤残的韩张六可以重
新上班从事地表一般性工作，改行成
为铲运机维修工。离开了干了 20多年
的铲运机，韩张六流下了眼泪。在这个
岗位上，他曾获得过公司劳模、矿标兵

等多项荣誉称号。如果不是这次安全
事故，他坚信自己还会谱写更多的人
生风采。来到新的岗位后，同事们照顾
他，让他干一些烧水、打扫卫生和一般
的维修活。那天一大早，他拎着水壶烧
水时，发现插座不紧固，旁边的一根电
线接头处没有包扎好。于是，他找来当
班的电工，两人不但将插座紧固好、电
线接头重新包扎好，还对所有的电源
检查了一次。对于查出的其它隐患，当
即了报告区长安排人及时予以了消
除。

每天在打扫卫生时，韩张六看到
班组的同事有时候忙起来将劳保用品
随手丢放，这时候他总会细心地将其
一一归类。大家同他开玩笑说：“老韩
成了咱们的内当家。”韩张六却一脸严
肃地说：“看一看我现在这样子，你们
就要有警惕，安全事故往往就是忽略
了不起眼的小事造成的。”

工区每周五下午都要进行一次专
门安全集中学习，老韩不但自己参加，
谁不参加还同谁急眼。工区对新进员
工开展安全教育，老韩便主动“自己揭
丑”现身说法谈自己的教训。同事们都
说：“只要老韩往咱跟前一站，咱头脑
中的安全意识想不清醒都不行。”

杨勤华

“我就是安全警示牌”

本报讯 石榴吐红、栀子溢香、香
樟送爽、鱼儿畅游，6 月的金冠铜业分
公司鱼跃花香，绿色冶炼成果非凡。

去年 12 月，该公司员工利用硫酸
车间中和池回用水试着养起了金鱼，六
个月过去了，鱼儿在水池内畅游嬉戏，
好似为池旁劳作的工人师傅呐喊助威；
在该公司预留地，员工们又开挖出多处
水池栽种睡莲；在动力车间循环水池周
围，石榴、栀子、香樟等花木迎风而立。

如今，该公司厂区绿化率超过 21%，而
池内莲花盛开，成为工厂一道美丽的风
景线。

该公司自投产以来，坚持生产和安
全环保并重。从项目建设伊始，该公司
就重视环境保护，在企业的环保投资
上，在废酸废水处理、废气治理、余热利
用上，投资了 6 亿多元，超过工程总投
资的 15%。

该公司收集起生产废水、生活污
水，地面雨水，通过清污分流设施、回用
水站及地埋式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
备、实现污水达标排放和循环水的再利
用。该公司所有回收的生产废水，实时
监测其 PH 值、重金属离子等指标，定
时进行化验检测，保证生产污水全部循

环利用率。而回收的生活污水，该公司
通过地埋式设备进行处理，合格后用于
绿化、清洗路面。收集的雨水也全部回
用于生产中，并优先补充到铜酸系统生
产中。全厂水循环使用率达 97%以上，
整个生产过程中，实现重金属废水零排
放。

在冶炼过程中，从铜精矿变成粗
铜，会产生大量的烟气和扬尘。该公司
通过有效的烟气制酸工艺和收尘系统，
使工厂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的转化率
达 97.5%，总捕集率超过 99.9%。2014
年，市环保局的统计数据上，该公司全
年硫的总捕集 99.98%。相同的产能，该
公司的二氧化硫排放不足传统工艺的
十分之一。

该公司绿色冶炼还体现在有效余
热回收技术。每年，该公司可回收利用
蒸气 92万吨，折合标准煤达 12 万吨。
生产过程中的高压蒸气用于发电，减压
成中压蒸气用于驱动动力设备，再排出
的低压蒸气用于生产生活使用，最后形
成凝结水回收并使用。该公司每年可自
发电 7000 万千瓦时，按市价计算可降
低生产成本 5000 万元。2014 年，该公
司全年综合能耗较上年下降 2.9%。

绿树摇曳，池鱼欢畅，该公司绿色
冶炼在迎来环境优美的同时，也实现了
产量攀升。今年截至 5 月底，该公司共
生产电铜 16 万多吨、硫酸 60 多万吨，
同比分别增长 15.38%、29.12%。

朱 莉 封保敏

金冠铜业分公司绿色冶炼环境优美产量攀升
绿树成荫 鱼儿畅游 莲花盛开

本报讯 日前，铜冠物流公司公
司魏守国等职工提出的《控制货损、
提高铜精砂卸货效率》建议，获 2014
年度安徽省重大合理化建议和技术
改进成果项目奖。这是该公司继
2013 年申报的 《新造高边敞车》建
议荣获安徽省重大合理化建议项目
和技术改进成果奖之后，又一项合理
化建议在安徽省获奖。

近年来，该公司坚持以全心全意
依靠职工办企业为指导思想，着力提
高企业技能人才队伍的水平，每年都
在基层各单位成立了 QC 小组，围绕
生产经营、安全管理、设备运用等进
行攻关。该公司每年发布课题，组织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一线职工
进行课题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运用到
企业的实际工作之中。该公司还每年
把 6 月和 12 月份作为合理化建议
月，广泛开展群众性合理化建议活
动，职工参与率达 65%以上。近两年
来，该公司有 5 项合理化建议、课题
研究成果分别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安徽省和集团公司获奖。

王树强

铜冠物流公司
合理化建议再获安徽省项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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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铜陵有色依靠技
术研发改造，实施冶炼、矿山技术挖潜
改造，提升冶炼、矿山工艺技术水平和
生产能力。先后投资数十亿元对金隆
铜业公司等铜冶炼企业进行技术改
造，使主产品阴极铜产能大幅度提高，
阴极铜超过百万吨。

冬瓜山铜矿是铜陵有色全资采选联
合骨干矿山，其资源得天独厚，通过大量
引进国内外先进工艺、技术和装备，对传
统采选技术进行技术改造，主要生产设
备及工艺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根
据矿石性质对选矿工艺流程进行改进，
铜工艺流程改为二次粗选、二次扫选、二
次精选，使选铜回收率提高 5%；在选硫
方面开展攻关，提出“先磁后浮”，回收
率较初期提高30%以上。

金隆铜业公司是铜陵有色核心铜
冶炼厂，采用国际先进闪速炉熔炼技
术，技术、经济、环保指标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从 1999 年起，金隆用 10年左
右的时间分别进行了三次规模不同的
技改，现已形成年产 35 万吨矿产粗
铜、40万吨高纯阴极铜、118 万吨优等
工业硫酸的生产能力，成为目前国内

外最具竞争力的铜冶炼企业之一。金隆
铜业公司其制酸系统的二氧化硫转化
率 99.87%，硫回收率 98.5%，均为世界
先进水平；铜冶炼综合能耗吨铜 232
千克标煤，在国内领先。金冠铜业公司
采用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闪速熔炼、闪速
吹炼工艺技术，各项技术经济指标更
优，资源可完全实现内部循环利用。

铜陵有色从资源综合利用、发展循
环经济出发，对原第一冶炼厂鼓风炉生
产工艺实施爆破拆除，投资 4.62 亿元
在第一冶炼厂原址上新建阳极泥、冶炼
炉渣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成立了稀贵金
属分公司。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设
备技术，在资源综合利用方面拓展新的
领域，扩大产能、降低成本，提升有价金
属回收。

与此同时，铜陵有色大力发展铜加
工，培育化工和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延伸产业链，已建设了高精度铜
板带、黄铜棒、电子铜箔等一批代表性
的铜加工项目，以及以碳酸二甲酯为龙
头的化工和以井下无轨设备、陶瓷过滤
机为特色的装备制造项目。

本报记者 王松林

铜陵有色技术升级勃发挖潜增效活力
实施技术改造 提升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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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冠机械公司无轨分厂职工正在装配钻机。进入 6 月份，铜冠机械公司无轨分厂无轨设备订单明显增加，特别是近阶
段，包括钻机、铲运机、服务车等各类急需交货的重点项目达 12 台套。针对这些急需交货的改造或组装重点项目，该分厂精
心组织，合理安排，全力开展组装生产。经过分厂上下一心的共同努力进展顺利，目前已完成近一半的工作量。

王红平 王征社 摄
本报讯 根据铜陵市 《选矿行

业专项整治“限制发展类”企业验
收标准》的要求，天马山矿业公司积
极行动起来，及时对矿区内雨水收
集及生产污水的管网进行了改造，
日前圆满完成金口岭选矿车间的雨
污分流项目改造，并顺利通过铜陵
市验收。

该公司金口岭选矿车间坐落
在铜陵市市区。自接到市《关于选
矿行业专项整治“限制发展类”企
业限期整改函》后，该公司制订整
改方案，上报投资计划，并紧锣密
鼓地进行项目施工。此次金口岭选
矿车间雨污分流改造工程，主要是
将以往雨水和污水合用一条排水
管道的排水系统，改造成雨水和污
水分开排放的管网系统。该公司先
后投资 80 万元，对地面铁精砂池
过滤水沟进行了整治，搭建了一座
604 平方米的钢结构大棚，新建了
一座 16000 立方米的雨水收集池
项目。并通过管道整改、现场整治
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大大降低了生
产污水对水质的影响，达到了清洁
生产、绿色生产的标准。该公司在
完成雨污分流项目改后， 5 月邀
请铜陵市专项整治办专家组进行
了验收。经现场察看、资料查阅、
问题质疑答辩、讨论后，专家们一
致认为金口岭选矿车间雨污分流
整改内容全面，措施落实到位，达
到专项整治“限制发展类”企业验
收标准。

叶玉芳 徐世平 刘伟林

天马山矿业公司
雨污分流工程改造通过验收

本报讯 为了隆重纪念建党 94
周年，“七一”期间，冬瓜山铜矿党委
将组织开展重温入党誓词、评比表彰、
专题党课、传统教育、安全督察和义务
奉献等六项活动，不断激励广大党员
坚定信念，励精图治，建设矿山的工作
热情和激情。

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要求全
矿共产党员要按照入党誓词，永葆共
产党员本色，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始终牢记入党誓言，在自己的平凡岗
位上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力争做
出不平凡的业绩。

开展评比表彰活动。在全矿各党支
部开展评比表彰先进党支部、优秀共产
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活动。通过评选
活动，表彰先进，激励后进，不断推动各
项工作安全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开展专题党课活动。结合“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矿领导分别给全矿各单

位、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以及到联系点单
位上一次专题党课，落实“三严三实”
的实践要求，发挥带学促学作用。

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组织全体
新党员和部分老党员赴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进行新党员入
党宣誓活动。

开展党员安全教育督察活动。在全
矿开展党员安全教育督察活动，让每一
名党员都成为安全教育督察员，不断强
化作业过程中的风险防范意识，提高自
我保护能力，进一步增强全员安全意识
和安全管理责任。

开展义务奉献活动。围绕全矿生产
经营及 5S 管理中的难题，各党支部组
织党员集中开展一次义务奉献活动。积
极倡导广大党员立足本职岗位，围绕岗
位创优创效，主动承担义务和责任，以
无偿奉献自己的业余时间为企业多做
贡献。 汤 菁

冬瓜山铜矿开展系列活动纪念建党 94周年

本报讯 自接到金昌冶炼厂 2015
年度停产大修任务以来，工程技术分
公司从安全、质量、工期、物资、项目、
费用七个方面着手，精心组织，合理安
排，为 266 个大修子项目的顺利完成
提供了有力保障。目前，大修项目按计
划落下帷幕，金昌冶炼厂五大生产车
间全部恢复生产。

这是工程技术分公司组建以来第
一次承接大型检修任务。该公司细化每
个车间每一项检修内容，并对每一项检
修内容定工期、定责任人。对每个项目
制定了详细的施工方案，按技术要求掌
控每个维修节点，做好每个检修细节，
每个检修小组对检修的关键部位、隐蔽
工程进行拍照留存，以保证检修质量。

围绕奥炉炉体砌筑检修这条主
线，该公司安排专人负责进度管理，确
保协调一致，统一指挥，每天上报施工

进度，对没有按节点进度要求完成的项
目，及时调整，避免前松后紧。在检修过
程中，涉及到多方交叉作业或其他因素
确需调整工期时间的，由大修指挥部统
筹协调，确保大修工期如期完工。

该公司定期通过 ERP 系统梳理所
有物资计划、统计计划的落实情况，按
照时间节点要求及时沟通、反馈情况。
在大修作业过程中及时调拨非计划物
资，对于某些特殊的疑难件，及时与铜
冠物资公司沟通协调，确保金昌大修物
资能按时按质按量供应到位。同时，该
公司要求各维修项目组在检修过程中
从实际出发，和生产操作人员多加沟
通，对设备零部件能够修复的必须修
复。并安排项目管理员跟踪考核，对于
不负责任存在浪费现象的进行重罚，对
于积极进行修旧利废的给予奖励。

陈 潇 丁 嵘

工程技术分公司顺利完成金昌冶炼厂大修项目

日前,铜山矿业公司开展职业健康安全巡回路演活动。活动通过职业健康演
示教学、个人防护方案交流、防护用具体验等环节，为一线生产员工上了一堂别开
生面的健康课。图为该公司一线员工在活动现场体验防噪音头戴式耳罩情景。

张霞 摄

订单明显增加 全力组装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