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落实“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日前，技术中心开展了安全、环
保、职业健康、设备、防洪防汛、消防综合大检查，对各单位、门面房等进行了全面
检查，对查出的安全隐患进行汇总并下达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图为检查人员正
在对电线电缆进行巡检。 傅大伟 张 蓓 摄

安全月期间，冬瓜山铜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教活动，弘扬安全文化，普及安
全知识。日前，该矿安全板报展在采矿综合楼大厅展出（如图），全矿基层主要生
产单位以及 6 个外协单位精心制作的主题鲜明的板报让职工在一线职工观看的
同时接受了安全教育。 汤 菁 摄

铜冠物流公司工会以提高员工文化素质，活跃员工文化生活，增强企业凝聚力
为宗旨，积极开展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丰富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图为职工游泳比赛。 周红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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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铜冠物流铜都国旅
组织党员和部分职工参观了位于凤凰山
风景区的铜陵县首次党代会纪念馆。

该纪念馆是铜陵县首次党代会的召
开遗址。在党旗面前，铜都国旅党员重温
了入党誓词并进行庄严宣誓。大家表示，
要牢记党的宗旨，自觉履行党员义务，践
行入党誓词。据了解，抗日战争期间，铜
陵军民在此地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活
动，馆内陈列了中共皖南地委在铜陵地
区的历史事件以及解放以来历届县委书
记名录。 曹瑞玲

铜冠物流铜都国旅组织党员
参观铜陵县党代会纪念馆

本报讯 今年以来，铜冠黄铜公
司多措并举强化设备管理维保，确保
日常生产运行。

精心维护保养熔铸系统设备，通
过对 M1 无芯炉振动下料系统进行
改造，加大黄铜屑料投料比例，减少新
金属使用量，降低成本。3 月份，熔铸
M3 有芯炉对接起熔成功，并逐步升
到 80%以上功率后，提速生产，确保
该套熔炉能够满足大批量情况下的铸
锭生产，并对更换下来的 M3 炉体，
M3 感应体进行拆卸，及时进行浇筑，
以确保随时备用，做好各方面的材料
备件准备工作。对铜屑烘干机进行更
换独立风机改造工作，通过烘干参数
控制及烘干铜屑的检测对比验证，保
证烘干达到效果固化操作规程，确保
满足环保要求。

加工系统设备通过不断改造，运

行能力加强。为做到两台燃气加热炉一
备一用，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对燃气炉进
行改造、完善。 通过对燃气加热炉上
料系统进行改造，减少运动部件，缩短
上料流程，提高生产效率。还对电加热
区进行改造，选择合适的加热方式。同
时，对出炉运锭小车进行改造，并做好
一备一用。此外，组织维修人员对挤压
筒更换、挤压筒电加热大修等进行工艺
固化，形成可执行操作标准，节约了挤
压筒更换内衬成本，解决了委外维修的
质量难以控制的问题。

与此同时，这个公司有计划地推行
状态维修和计划维修。每周根据生产情
况，编写计划维修单，根据维修单进行
逐一计划维修，上半年计划维修达到 12
次。规范了委外维修、加工管理流程，保
证了维修、加工质量和工期，成本明显
降低。 王松林 钱庆华

铜冠黄铜公司加大设备维保确保生产

本报讯 日前，在有色置业公司
的有色·迎江花园小区的交房现场，前
来领取新居钥匙的 60 多户业主喜气
洋洋，他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入
新房进行新居验收工作。

有色·迎江花园项目是集团公司
着力改善职工居住条件的保障房建设
项目，项目位于铜官大道以东、金口岭
路以西、金山路以南。东北面紧邻铜陵
市第七中学和原机厂生活区、东南面
紧靠焦化职工集资房、西南临近狼尾
湖。该项目规划建筑面积 70 万平方
米，在建住宅有 5 栋 924 套，其中包

括 147套无偿安置房，目前已销售 289
套。

该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正式开工
建设此项目，在工程建设中，对工程的重
点施工环节进行质量跟踪和检查，确保
质量合格率为 100%。在日常进度管理
中，该公司要求项目部每周召开监理例
会，汇报当周的进度完成情况和下一周
的工作计划，对不能完成计划内容的，分
析原因，制定整改措施，在不影响工程质
量的前提下，加快工作进度。该项目于
2014年 12 月竣工，目前已正式交付使
用。 陈 潇 汪鑫刚

有色置业公司有色·迎江花园正式交付使用

本报讯 日前，金隆铜业公司为了
提高员工工作效率，从住友金属矿山
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请来两名讲师，
为来自基层一线的 30 名班组长进行
了为期 2 天的制作四棱锥产品，模拟
体验企业经营活动的管理培训。

学员们在讲师的指导下，通过成本
核算、团队合作，模拟体验了企业经营
活动中的运行方式，充分认识到在生
产经营过程中安全环保、成本核算、工
作效率、团队合作和沟通交流的重要
性。 王承乐

金隆铜业公司开展模拟体验企业经营活动管理培训活动

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角色，无论如
何变换，许从和都会“逆袭”成为那一
个胜任的人。金泰化工公司总经理梅
支舵曾经在一次表彰大会上表扬这位
员工：“不同角色，能‘逆袭’成功，并
能胜任，是因为他用敬业之心对待工
作，用责任之心奉献工作，用感恩之心
看待工作。”

而许从和的同事则这样介绍：
“对工作充满激情的人，一旦投入工
作，所有工作的难题就不能称为难
题，是激情激发他身上的每个钻研细

胞……”许从和就是这样一个人。
因为工作需要，几年前，许从和接

手了金泰化工公司的污水处理站工作。
在项目的建设、系统调整过程中，对此
项工作外行的他一边学习，一边操作，
一边总结。两个月后，他整理出的数据
材料就有两箱，在污水处理系统正常运
转后，这个公司从未出现过一起 COD
指标不达标事件。自此，许从和第一次
“逆袭”成功。

两年前，许从和开始接手碱渣处
理系统管理工作，同样对此项工作茫
然不知。接手的他从系统调试开始了
解情况。当时按照设备厂家指导运用
的工艺方法，生产始终无法正常，许从
和就主动与这个公司技术中心人员配
合参与研讨，大胆提出对二次碳化罐

进行改造的建议。就是因为这个大胆
的建议，一举成功攻克了技术难题，并
且系统运行效果十分理想，碱渣回收
率达 100%。自此，许从和第二次“逆
袭”再次成功。

随后，他又提出处理合格清水循环
再利用、碱渣过滤罐尾气收集两项合理
化建议。等到实践效果出来后，这两个建
议一下就为金泰化工公司创造了可观的
经济效益。第三次，擅长“逆袭”的许从
和再次赢得成功。

去年，在金泰化工公司的一次生产
调度会上，该公司正在为生产系统中残
渣堵塞，清堵难度大，系统无法正常运行
而焦虑。该公司领导紧急召来许从和，将
艰难的任务交给他：“给你四天时间，生
产系统不能再停！”接过任务后的许从

和带着他七人团队马不停蹄地来到碳化
塔旁，打开人孔，对塔内残渣堵塞情况进
行勘察。这一次能否“逆袭”成功，成为
当时该公司上下关注的焦点。

为了抢时间，有人提出用蒸汽熏、用
水冲的方法，出于环保方面的考虑，许从
和坚决否定。最终，他再次大胆提出“愚
公移山”的方法。就是靠人体进入塔内
用铁锹一点点铲、挖、抬，来解决这一难
题。当时，塔内烟尘刺鼻呛人，空间狭窄
闷热，许从和便第一个钻入孔内，一口气
持续工作了 8 个多小时，在他的带动
下，大伙加班加点抢时间，此项艰巨任务
最终以 2 天半的艰难工作而宣告圆满
完成———第四次“逆袭”成功的他，赢得
了同事的尊重。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高敏

四次“逆袭”角色成功的人
———记集团公司生产标兵许从和

一座矿山磨浮生产指标的好坏是
衡量工作优劣的重要指标。潘发红正
是天马山矿业公司金口岭矿区选矿车
间磨浮工段工段长。

潘发红自 1996 年参加工作以
来始终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他虚心
向师傅和同事请教，不久便从一个
选矿专业的门外汉成长为能够独立
处理工作中技术难题的技术尖子，
体现出新一代青工强烈的事业心和

高度的工作责任感。
磨浮工作直接影响选矿的回收率，直

接影响单位的经济效益，是选矿中的重要
工作。潘发红在工作中精益求精，努力找
差距寻不足，并认真加以分析解决。业余
时间，他积极自学选矿相关的专业知识，
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近年来，为适应新
技术、新工艺的要求，潘发红查资料、听讲
解、问师傅，很快就能驾驭新技术。

为稳定生产指标，潘发红及时根据

生产报表了解生产情况，并根据生产现
象，及时调整药剂配比，积极协调球磨工
与浮选工的作业参数。一年下来，其炉渣
回收率稳定在车间包保的范围内，比车
间平均回收率高出约 0.5 个百分点，多
回收铜量约 5 吨，创效益 27.5 万元。

身为工段长的潘发红注重加强员工
知识培训和安全教育。针对工段实际情
况，他借着《生产技术教育》、《安全应
知应会》等书籍，组织学习，务必使人人

过关。对不同工种所涉及的专项安全知
识培训，他组织大家实际操作培训取证。
对重大危险源，他组织开展事故预防及
应急演练，并将以往或类似岗位发生的
具体案例作为关键内容进行经常性培训
教育。

工作中，潘发红以消灭现场中存在
的危险点和问题点为安全工作主要着眼
点，调动全工段人员自觉主动参与。今年
以来，他对现存和潜在安全问题进行认
真整改，解决各类隐患 20余起。对工段
的行车、球磨机、空压机等设备，他进行
定人管理，以此解决了各类违章问题与
员工的各类习惯性行为违章问题，最终
达到消除事故隐患的目的。

朱莉 林积才

磨浮段长的生产安全经
———记天马山矿业公司优秀员工潘发红

7 月 2 日，金昌冶炼厂举行了一
场硫化氢气体泄漏职业危害事故应
急演练活动。

当天 9 时，该厂综合车间双污控
制室生产监控发生警报，监控画面显
示硫化氢浓度迅速上升至 60PPM。
同时，外出巡检人员报告一名员工
“倒”在硫化反应槽平台，判断为硫
化氢中毒晕倒。另外，监控画面显示
板框压滤机室还有 1 名员工正在作
业，尚未发生事故，通过对讲无应答，
判断现场噪声较大无法听到呼叫。鉴
于情况紧急，当班人员小李迅速向厂
调度台报告情况。

厂调度台立即指示当班人员作出
相应应急操作处理。很快，5 支应急小
组赶到事发现场，按照应急救援总指挥
李俊、左延治的命令，各应急小组迅速
展开应急救援工作。事故抢救组 2名应
急人员穿戴气密式防化服，佩戴空气呼
吸器进入硫化反应槽平台将晕倒人员
安全带离现场，现场医护人员对其展开
心肺复苏。另外 2名应急人员也穿戴整
齐进入压滤机房带领作业人员撤离，同
时关闭硫化钠循环槽泵，停止硫化钠加
料，检查除害塔工作状况。治安保卫组
在距离硫化反应槽中心 30 米处设置警
戒区域，对于有路过的车辆和行人，禁
止其进入警戒区域。物资供应组相关应
急救援物资，工、器具和救治药品快速
运达现场并投入使用，应急车辆将现场
抢救出来的 “伤员” 就近送往医院救

治。现场勘察组迅速查出事故原因后，
果断安排人员关闭硫化钠循环槽泵，停
止了加料，停下污酸系统，对除害塔进
行了检查并确保工作正常，控制危险源
点。环境监测组立即对事故区域上下风
口不同位置进行了环境监测，同时对附
近水体及土壤取样分析。在应急工作开
展的同时，该厂调度台已通知全厂其它
车间对在硫化反应槽附近作业的人员
进行紧急疏散。

在 5 支应急小组的密切配合下，
“险情”得到控制。各应急小组陆续向
应急救援总指挥李俊、左延治汇报应急
救援情况信息。应急总指挥李俊、左延
治综合各小组情况对应急抢险善后工
作提出要求，并对整个演练活动进行了
总结。

齐宏明

“险情”发生后……

铜冠投资金神耐磨材料公司职工日前正在生产线上检测产品。今年以来，该公司坚持以营销工作为龙头，在加大
对现有市场维护的前提下，通过加强生产管理，狠抓产品质量，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积极拓宽钢球市场应用领域，大
力开拓新市场，并取得了成效，该公司近期首次成功中标了金堆城钼业公司钢球市场，目前首批销往金堆城钼业集团
的钢球全部发货。 王红平 王常志 摄

本报讯 6 月 29 日至 30 日，铜陵
市立医院护理部在学术交流中心举行了
护士定期考核理论考试。

此次考试按照 N1--N5 层级依次
进行，通过考核，使各层级护士明确了本
岗位的岗位职责和工作标准，强化了护
理三基知识、规章制度和护理相关法律
法规等知识，调动了护士学习的积极性，
对提高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业务水平
和护理工作质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考核收到预期效果。童绪龙 秦玉婷

铜陵市立医院
举行护士定期考核

本报讯 连日来，铜冠机械无轨分
厂陆续接到公司 《发货计划明细表》和
多个《发货通知书》，该分厂采取多种措
施，确保安全发货。

进入 6 月份以后，无轨分厂叠加在
一起有 12 台套设备急需交货。针对多
项发货任务，分厂及时编制了装配作业
计划，制定了《无轨分厂发货产品生产
状态表》，内含产品型号、名称、计划发
货日期、设备状态、缺件备注等，对照计
划和表格，组织生产。在组织生产过程
中，分厂根据缺件情况，灵活机动地调整
优化装配工序，把缺件对装配工作的影
响降低到最小化。为保证按时发货，分厂
坚持每周一召开一次由工段长以上管理
人员参加的缺件物料协调会，解决生产
中出现的问题，推进装配进度。分厂在装
配过程中，做到“三不”，即不接受不良
品、不生产不良品、不传递不良品，目前，
从无轨分厂发出的产品质量有保障，受
到了客户的好评。

分厂通过这些措施，保证了无轨设
备按时发货，其中，两台剪式举升平台服
务车、凯思奇 2立方米柴油铲运机、1台
T100 大修钻机等已于近期发货。T150
钻机、12吨卡车、2立方米柴油铲运机等
已具备发货条件，1台 2立方米柴油铲运
机正在进行重载试验。王征社 陈克彪

铜冠机械无轨分厂
多措并举保发货

日前，凤凰山矿业公司姚家岭建
设指挥部施工现场热闹非凡，一场针
对特殊群体的安全知识竞答活动正在
进行，一群憨厚、朴实的外协务工人员
正围在活动台旁，争先恐后地回答着
安全员准备的安全知识问答题和趣味
安全猜谜。

“请听谜面：过马路走人行横道，
打一安全用品。”

“安全带!”
“您答对了，请拿好您的纪念品，

谢谢您的参与！”
“请问：什么叫‘四不’伤害？”
“这个我不会。”一名答题者回

答。

“师傅，我来告诉您！”工作人员
小梅微笑着说：“‘四不’伤害，是不
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
害、保护他人不受伤害。就是说，您在
工作时要穿戴好劳动保护用品，要按
章作业，这叫不伤害自己；不要违章作
业导致其他的同事受到伤害，叫不伤
害他人；另外您也有责任在作业时提
醒他人注意安全、制止他人的违章作
业，这样就能做到不被他人伤害和保
护他人不受伤害，您明白了么？”

“明白了……”师傅回答。
“师傅，这是您的纪念品。”小梅

递上纪念品。
“请问全国安全生产月是几月？”

安全员接着问下一个参与者。
“六月。”他很快答出来。
“哎呀，这个好简单啊，你运气真

好！”前面的那位师傅羡慕地说。
安全常识不懂，我告诉您！违章作

业，我制止您！姚家岭建设指挥部始终坚
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
安全宗旨，将安全环保工作放在首位，目
前共查处多起安全事故隐患，罚款 3
人，下达隐患整改通知书 6 份。姚家岭
建设指挥部要求施工单位加强务工人员
安全管理，切实落实三级安全教育，同时
作为业主单位积极采取多种形式举办丰
富的安全教育活动，提高员工的安全意
识。 刘 晔

我来告诉您,请您牢记在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