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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铜冠矿建公司铜
山项目部从集团公司有关部门领取了
“湿喷技术应用科技创新成果二等
奖”的奖牌。作为一长期地处偏远的
基层项目部，这一殊荣赢得了集团公
司有关部门的赞许。

近年来，铜冠矿建公司铜山项目
部利用自身力量大力开展新工艺应
用，该项目部开展的《基于湿喷技术

的矿山井巷高效安全环保成套施工技术
研究》，就是针对铜山矿业公司深部开
拓工程地质围岩主要由大理岩等组成、
围岩揭露后极易风化、遇水膨胀的现状，
项目部及时开展的研究成果。在工作中，
该项目部针对这一工作支护强度要求
高，支护工程量大，加之矿山开拓工期要
求紧，项目部采用干式喷射混凝土支护
强度不能满足要求，而采用模筑混凝土

支护强度虽能达到要求，却又存在劳动
强度大，效率低，支护速度远满足不了施
工要求等众多弊端，为保证井下工程支
护质量，满足工期要求，确保支护强度，
提高支护效率，业主方决定由该项目部
实施采用湿式喷砼新技术。湿喷工艺替
代传统的干喷工艺是喷砼技术的发展。
砼干喷工艺的缺陷是劳动强度大、工效
低、回弹量大、粉尘多、耐久性差。相对

于干喷工艺，采用湿喷工艺的回弹量要
小得多，工效大大提高，粉尘少，保护职
工身体健康。

据悉，铜冠矿建公司铜山项目部采用
这一湿喷技术对铜山矿业公司巷道及硐
室进行永久支护后，大大提高了矿山的支
护效率，仅用一个月就完成任务，受到集
团公司有关部门和业主方的好评。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陶 莉

铜冠矿建公司铜山项目部一成果荣获集团公司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

本报讯 6 月 30 日，铜冠建安公
司举行“三严三实”专题党课报告会，
该公司党委主要负责人为近百名党员
及入党积极分子上了一场理论联系实
际的党课。

近年来，该公司全体党员在企业
生产经营中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面对工作量不多、资金不足等重重困
难，该公司全体党员在本职岗位上
尽职尽责，为员工们树立了标杆，确
保了各项工作平稳有序开展。该公
司党组织积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带领员工们顽强拼搏，为企业顺利
完成各项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体党员虽然对企业的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与‘三严三实’
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该公司
党委负责人表示，在专题党课报告
会中，该公司明确要求全体党员和
干部要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
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树立良好作风
形象，强化能力建设，做到为人忠诚
干净，做事敢于担当，务实干事创
业；要求两级领导干部在推动责任

落实上下功夫，引导领导干部敢于担
当实干。同时学习和践行好 “三严三
实”主题，抓住学习教育和解决突出问
题两个关键，紧密联系实际讲好专题
党课、开展好学习研讨，召开好民主生
活会和组织生活会，敢于动真碰硬抓
好整改落实和立规执纪，努力建设一
支为人忠诚干净，做事敢于担当的干
部队伍和党员队伍，以确保全面完成
企业今年方针目标和持续健康稳定发
展。

陈 潇 李海波

铜冠建安公司召开专题党课报告会

本报讯 1 至 6 月份，金冠铜业
分公司主要产品产量电铜 19.6 万吨，
硫酸 73.35 万吨，分别完成计划的
100.34% 、102.22%，上半年生产经
营任务全面超额完成，安全总体形势
平稳，生产经营发展势头强劲。

今年以来，该公司紧扣年度目标，
精心组织生产。在生产组织上，加强对
原料市场的提前研判，合理调整生产
组织模式。在操作上，坚持提前预配
料，对重点杂质高的物料“削峰”处
理，不断提高闪速炉投料量。持续优化
高投料量下的工艺控制参数，提高系
统满负荷作业率。加强上下工序间生
产协调，努力实现粗炼与精炼平衡、冷
料与热料平衡、铜酸系统平衡。设备管
理上，该公司建立健全工艺与保全联
动机制，持续推行“管、用、修”一体化

机制，降低故障发生率和故障影响生产
时间。该公司在狠抓增产增量同时，强化
安全环保管控力度。以冶金企业标准化
晋级创建为契机，深入推进岗位风险识
别系统建设，持续完善安全管理体系、环
境管理体系，筑牢安全防控基础。定期梳
理环保管理存在的问题，不断提高现场
管控水平。加大低空污染治理力度，不断
提高员工环保意识和操作水平，持续优
化工厂及周边环境。上半年，该公司未发
生任何轻伤（含）以上人身伤害事故，清
净下水排放达标率 100%，二氧化硫排
放达标率 99.88%。

今年，是该公司的“科技创新年”。
该公司依托工艺优势，拟定了 81 项内
部级和 11 项集团公司级的科技创新课
题，并强力落实推进，以借力科技创新，
推动产量及经营效果提升。 封保敏

金冠铜业分公司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

本报讯 铜冠物流金城码头紧紧
围绕年度经营指标，坚持以现场管理
和挖潜降耗为抓手，精心组织生产，对
标挖潜降耗。今年上半年，码头完成作
业量和利润指标分别是年度计划的
56%和 66%，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
半。

上半年，该码头紧紧围绕全年作
业量和利润经营指标，坚持以码头安
全作业为抓手，围绕安全目标、制度建
设、设备设施投入和改造、码头行业安

全管理、安全危险识别与控制等十六项
内容，开展了系统建设工作，提升现场管
理，确保了码头作业安全；坚持以管理为
抓手，把控本降耗作为重点，认真执行各
项预算制度和规定，合理统筹每项开支，
确保预算管理发挥成效。上半年，该码头
利用火车作业的空档期，组织职工自行
对码头装卸、运输等设备进行检修和维
护保养，不仅最小化的影响卸货生产，更
大幅降低维修费用，提高了效率效益。

王树强 王 杰

铜冠物流金城码头实现“双过半”目标

本报讯 日前，安徽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积极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以实
际行动传递“奉献、互助、责任”的社
会正能量。

此次献血活动共吸引了 200 名
大学生踊跃参与，自 27 日起共分 5
批参与献血。献血活动中，学生们严格
遵守献血秩序，认真按照医务人员的
要求，填表、验血、抽血，默契配合医护
人员进行采血工作。献血过程中，学生
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得到了医务人员的
一致好评。一袋袋新鲜血液诠释了该
学院大学生为人民无私奉献的赤诚之
心。此次成功献血率达 70%，共采集
近 37400 毫升血液。

傅大伟 徐婧婧

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2009 年 8 月，童庆和从安庆铜矿
球团厂制气工段操作工应聘到铜冠冶
化分公司球团车间任链篦机操作工。
当时的链篦机岗位粉尘较多、噪音较
大、温度较高，有的同事干了一个阶段
就不愿干了，想法子改换工种离开，童
庆和却不为所动，每天仍不知疲倦、不
辞辛劳地坚守在岗位上。别人问他为

什么，他笑着回答：“因为我是一名党
员！”

为尽快适应岗位的变化，童庆和虚
心向先来的师傅请教，不懂的地方就问，
很快就能单独操作。干了一段时间，喜欢
动脑筋的童庆和发现宽皮带的更换速度
比较慢，用时比较长。宽皮带有四米宽，
主要是输送合格的生球到链篦机。以前
更换宽皮带需要近一周的时间，童庆和
细心观察，与工友一起探讨，终于找到了
一种比较实用的方法，还自己编了十二
字口诀：“先尾轮，后头轮，两平行，再托
轮”，采用这种方法后，更换宽皮带仅仅

需要以前一半的时间。
尽职尽责干好每件事，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很难，六年如一日坚持下来就更
难了，但童庆和做到了。他干事“眼勤、
嘴勤、手勤、腿勤”。今年 2 月的一个白
班，童庆和在巡检时发现宽皮带运行状
况与平时不大一样，就打着手电筒，围着
宽皮带转来转去，仔细检查每一处，发现
宽皮带尾轮西侧支撑座处脱焊开裂，导致
宽皮带变松、张力减小、皮带间断打滑、持
续跑偏。他及时向车间中控室汇报，协助
检修人员抢修，节省了不少时间。

梅雨季节，球团回转窑窑壁有时被

雨水淋湿，吸收部分回转窑热量，必须加
大焦炉煤气的用量，以提高窑内温度，但
这样就会导致窑内出现结圈大块。童庆
和经常主动到窑头帮助工友扒大块。处
理结圈大块时，稍不留神易烫伤，干起来
辛苦但效率不高。童庆和经过认真观察，
建议在窑门处制作一个移动平台，平台
前面用薄铁板封住，这样可以有效避免
烫伤情况的发生，同时在平台上加装一
组托辊，作为耙子的支撑点，这样又可以
降低劳动强度。车间采纳了他的建议，效
果十分明显，同事们对他纷纷点赞。

王松林 周大伟

尽心尽力干好工作
———记铜冠冶化分公司优秀共产党员童庆和

井下充填采场排水、管件安装，以
及沉淀池清理等施工，原本可以领取
新的备件和材料，但充填区维修班班
长李为怀却偏偏喜欢“东挪西借”，他
的这种“喜旧厌新”的“坏”习惯，非
但没有被“叫停”，反而受到区领导的
褒奖。

充填区每月至少有三到五处新采
场投入充填，每个新采场在充填前需
要安装充填支管、布置采场排水、巷道
照明等设施，为缓解材料设备被过度
“占用”的弊端，区里积极开展“节能
金点子”征集活动。可是当初工友们
却很难将采场充填与节能降耗相联
系。因为在大伙看来，采场充填的每一
个施工环节就好比是种地，来不得半
点节省。青工小李当时还经常拿充填
与种地向工友打比方，小李说：“一块
肥沃的土地，既不播种，也不施肥，是
无论如何也长不出庄稼的。那么同样
的道理，一处再规范的采场，如果不安
装管道、不施工挡墙，尾砂是不会自己
跑进采场的。” 从事井下充填维修已

有十多年的李为怀，每次听到这种“偏
见”的声音，他都立马给予否定，而且还
同样以“种地”作比较解释：“田野里的
庄稼一旦到了收获季节，倘若每一块田
地都投放收割设备，那岂不是太 ‘炫
富’。”李班长还不厌其烦地向工友分析
说：“虽然采场充填管件装配、排水设施
等材料设备必不可少，但可以事先判断
各处采场的充填次序，通过‘借取’的办
法，巧妙化解充填设施需求量大的难
题。”

一听到“借”字，有工友嫌他太“寒
碜”，也有人说这是“拆东墙补西墙”，
总之是反对声一片。今年 2 月份，井下
部分采场相继进入充填结顶阶段，而相
邻中段的二步骤采场投入充填，这种
“新老参半”的充填现状，不仅占用管道
多，而且还特别窝工。为有效改变这一弊
端，李为怀根据充填管道和所对应的采
场备用钻孔位置，提前将管道进行合理
调整，巧妙“借用”采场备用钻孔作为排
放口的“中转站”，使原本需要装配两根
充填支管的相邻采场，结果只安装一路

支管就解决了新老采场交叉充填的难
题。这时，一直对充填降耗存有疑虑的小
李带头竖起大拇指夸赞道：“此举不仅
让新老采场充填搭乘上‘管道顺风车’，
还有效确保了结顶采场的充填质量和作
业工期，可谓是新老采场充填 ‘三不
误’”。

今年五月份，大团山ⅴ号盘区采场
投入充填。该采场属于大容量空间充填，
因牵涉中段多、巷道线路长等因素，需要
安装多台排水设施，前期虽已安装好三
台充填排水泵，但还差两台泥浆泵，正当
区领导为筹集排水泵发愁时，只见李班
长带领工友赶往负 670 米中段 55 线充
填巷，经过一阵捣鼓，组装好两台 5.5 千
瓦泥浆泵，为ⅴ号盘区排水解了燃眉之
急。区长张卫东不无幽默地向李为怀问
道：“这两台泵该不会又是从哪里‘剽’
来的吧！”青工小王抢先回答说：“早在
两个月前，李班长就开始关注ⅴ号盘区
了，因为提前掌握到ⅴ号盘区需要安装
多台排水设施，他事先将一些有故障的
泥浆泵回收归拢，利用工作间对这些有

‘病症’的设备进行东拼西凑，没想到还
真派上了用场。”张区长听后，连连夸
赞。

井下排水沟泥砂清理后，及时运送
至指定位置，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
但由于刚刚装袋的泥砂含水量重，现
装现运不仅会泼洒一路泥水，还特别
浪费编织袋。一次，李为怀正带领工友
在负 850 米中段回风巷清理充填蓄砂
池，由于编织袋不够用，大伙就把捞起
的泥砂临时摊在巷道边，等到第二天
装袋时，李为怀惊喜地发现一堆湿漉
漉的泥砂变得特别干爽。于是他开动
脑筋，“借用” 巷道一侧空地筑坝，将
清理出的泥砂倒进坝里脱水后再装
袋。这一“筑坝自行晾干法”，既缓解
了蓄砂池的压力，又不会因运送泥沙
而造成次生污染，特别是确保了编织
袋能够重复使用。

如今，李为怀班长身上那股子“抠
劲”，已成为充填区班组注重节约、追求
环保的新时尚。

汪为琳

“东挪西借”的李班长

本报讯 近日，铜冠物流金铁分
公司机务段 024 机车成功配备了一
台行车记录仪，这是该分公司内燃机
车首次安装行车记录仪。该记录仪由
室外和室内两部分构成，机车前后两
端分别安装了高清摄像头，司机室内
安装了显示屏幕，司机可以通过该显
示屏清晰地观察到几百米以外的行人
及线路设备情况，为司机在紧急情况
下果断采取制动措施提供了方便，为
安全行车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此次为内燃机车安装行车记录仪
是该分公司落实安全措施的一项重要
举措。该行车记录仪在 024 机车试点
一段时间后，将根据设备运行情况在
内部机车逐步推广使用，力争将现有
运行的 7 台内燃机车全部配备该行车
记录仪设备，以确保铁路运输生产安
全。 邹卫东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
内燃机车首次配备行车记录仪

铜冠投资金泰玻璃钢公司职工日前正在生产绝缘板。该公司立足于内外两个市场，全力出击，狠抓市场订单项目，并取
得了积极成效。通过订单增加，1 至 6 月份，该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1200 万元，产值、利润均超额完成上半年计划。

王红平 王 强 摄

近日，铜冠矿建公司辽宁大台沟项目部在大台沟铁矿 1 号探矿井举行消防应
急演练。通过此次消防演练，进一步强化了施工现场人员的安全素养、安全防范与
安全自救能力，检验了消防预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陶 莉 朱光辉 摄

在“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中，铜冠冶化分公司动力车间注重充分发挥青年安
全监督岗的作用，安全员和青安岗成员每天深入作业现场，排查安全隐患，确保设备安
全持续运行。图为安全员和青安岗成员在检查设备情况。 朱长华 宋新勇 摄

日前，铜陵市立医院开展“世界癫痫关爱日”义诊活动。来自全市各家医院神
经内科、神经外科和儿科的专家为前来就诊和咨询的市民开展健康宣教与义诊服
务，受到市民的好评。图为义诊现场。 钱扬顺 摄

冬瓜山铜矿离休干部杨传德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7月2日8
时50分在上海市逝世，享年87岁。

杨传德同志系山东济宁县人，
1946 年 9 月参加工作，1947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济宁二
九二团、华东公安十四师四十五团
七连、铜陵有色铜山铜矿、狮子山铜
矿任战士、班长、排长、指导员、科
长、调研员，1989 年 8 月离休,享受
副县级医疗待遇。

杨传德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
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长期以来，他工
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受
到干部和职工的高度评价。离休以后，
始终关心矿山发展，从未向组织提出
过要求，保持了一名老干部的光荣传
统和高尚情操，时刻用党员的标准严
格要求自己，为革命事业和矿山建设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杨传德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于
2015 年 7 月 4 日上午 10 时在上海
市奉贤光明殡仪馆举行。

铜陵有色冬瓜山铜矿
二○一五年七月二日

杨传德同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