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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铜冠机械公司矿冶制造分厂内链条版正在装车发货。矿冶制造分厂承接的五矿（湖南）铜业 3 台套残极
加料机、3 套通风眼机项目，自年中开始加工制作以来，目前制作工作已基本完成，进入了设备发货周期。9 月中旬进行了
第一、二批发货，预计最后一批发货在 10 月中旬完成。 王红平 王征社 摄

在稀贵金属分公司渣选矿设备大
修期间，一只由 18 名团员青年组成
的青年突击队始终奋战在检修现场，
先后完成了浓缩机、环保水池、浮选机
等清理任务，清理回收各类物料近百
吨，其中铜精矿 60 余吨，节约费用十
余万元。

8月 28日，由于脱水系统 16 米
精矿浓缩机底流管道堵塞，为了保证
浓缩机检修进度，同时避免铜精矿的
流失，渣选矿车间向青年突击队下达
了第一项紧急任务：清理浓缩机事故
池，并回收其中的铜精矿。事故池表面
是浓厚的矿浆，下部为板结的精矿，并
且底部作业空间狭小，清理难度和工
作量都非常大。为了提前完成任务，队

员们团结协作，相互鼓劲加油，始终保持
歇人不歇工。经过两天的奋战，圆满完成
了精矿浓缩机事故池清理任务，回收铜
精矿 60余吨。

9 月 9 日，突击队奉命清理脱水系
统环保大水池池底的稀稠矿浆。在四米
多深、充满泥浆的大水池池底，队员们穿
着长筒胶靴，顶着烈日，将池底约五百平
方米面积内的矿浆铲到小推车里，一车
一车运送至池边，再一锹一锹将矿浆铲
进挖掘机铲斗内，最后提升至地面运至
尾矿库。由于矿浆很稀，铲运过程中四处
飞溅，队员全身上下溅满了矿浆，但丝毫
没有影响大家的热情，两个多小时里大
家清理出矿浆 10余吨。

9 月 14 日、15 日，突击队又将队旗

插进了磨浮现场，开始了艰苦的浮选机
溢流堰清理工作。磨浮系统现有 14 台
40 立方浮选机，内部作业空间非常狭
小，其溢流堰宽度仅二十多公分，深度却
有半米多。由于大修停车时间较长，溢流
堰内矿浆全部板结成块，给清理工作带
来很大难度。为了保证安全高效完成任
务，清理前队员们全部系上安全带，并分
成5个作业组。他们将数十斤重的浮选机
盖板掀起，钻进浮选机内，用钢钎一点一
点地凿下溢流堰里的块料，然后再用铁锹
和三角耙将块料扒出。由于堰口太窄，工
具使用不便，有的队员就直接用手扒料。
汗水、泥水很快粘满全身，队员们一个个
都变成了“黑人”。经过连续两天的努力，
14台浮选机全部清理干净，为开车后浮

选机的运行稳定和效率提升创造了良好
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队员们在清理过程
中充分发扬团结友爱、能打硬仗的良好作
风。由于连续高强度的清理作业，很多队
员的双手磨出了血泡，两只胳膊抬不起
来，但没一个人叫苦叫累要求休息。青工
张勇的小姨妹结婚，妻子打了几个电话催
他回家帮忙，但他仍然坚持到活动结束才
回去。队员查钢钢一次活动当天正好搬
家，4时就起床忙着搬家，忙完了家里，8
时许又赶到单位参加青年突击队活动。

大修一个月来，青年突击队员们用
实际行动展示了青年员工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奉献的精神风貌，彰显了新一代
有色青年员工的风采。 陶 洪

大修场上显风采
———记稀贵金属分公司渣选矿青年突击队

本报讯 9 月 23 日，铜山矿业公司
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第 3 季度职业卫
生安全环保大检查活动，以避免各类安
全事故的发生，保障员工生命财产安全，
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该公司成立了 6 个检查小组，先后
深入到矿山新、老区井下及地表，对危险
化学品、民爆器材、应急救援救护器材、
矿区道路运输、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建筑
施工、特种设备、公共场所安全、环境安
全、地质灾害防范等重点区域和岗位进
行全面检查。地下矿山排水、通风、提升、
供电等矿用设备，危险化学品的储罐区
和输送设备、管道破裂、防泄漏、防中毒
等安全隐患都被列入该公司检查范围。
此外，该公司结合“安全环保，意识先
行”活动，加大“反三违”查处力度，对
深部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施工情况，防范
高处坠落等事故的发生等方面进行详细
检查。

该公司对于在检查中发现的各类安
全隐患坚决做到整改到位，并针对存在
的问题及隐患列入安全隐患台账，落实
相关责任人、整改措施和整改期限进行
追踪整改，为确保矿山正常生产提供安
全保障。 陈潇 洪同国

铜山矿业公司开展职业卫生安全环保大检查活动

日前，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半自磨机出料端盖开始吊装（如图）。此次吊装
为半自磨机安装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吊装重量大、难度高，仅一片端盖重量就
达 11 吨，加上中空轴，整体吊装重量达到 70 余吨，整个端盖吊装工作已经完成。

王树辰 摄

9 月 26 日，铜冠冶化分公司硫酸车间“每日安全员”、“青安岗”成员正在检
查污水处理设施的安全运行情况。该公司球团、硫酸系统自 9 月 15 日开始大修
后，硫酸车间组成有专职安全员、班组“每日安全员”、“青安岗”等参加的安全检
查组，在大修现场实行全方位、全天候、全覆盖的安全督查，发现违章现象和苗头
立即制止，把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朱长华 摄

本报讯 日前，冬瓜山铜矿成功
组织开展了一次冬瓜山矿段矿井通风
系统的现场反风试验，重点掌握矿井
各机站风机反风性能，测定矿井主要
巷道、风井反风风量，验证矿井各主扇
反风量能否达到《金属非金属矿山安
全规程》要求，对于提高矿井火灾应
急救援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矿井反风是防止矿井火灾扩大的
应急措施之一，目的是限制灾区范围
扩大，保护受烟流威胁的人员安全撤
退，从而减少和避免因火灾等事故而
带来的人员伤亡。该矿此次反风试验
在冬瓜山矿段采区进行，假设可能着
火点发生在进风区域及采区靠近进风

侧区域，通过通风监控系统对采区进风
机站全部远程反转，采区回风机站风机
全部远程停止运行，由冬瓜山进风井出
风，在进风机站机械通风的作用下，矿
井井下将处于负压状态，火灾烟流被迅
速逆转。通过现场检测，整个采区矿井
风流在 10 分钟时间内实现了反向，其
反风量达到正常运转时风量的 60％以
上，达到《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
要求，并在国内率先实现了矿井多级机
站通风系统的计算机远程集中控制。

这次反风试验的成功实施，为矿井
生产中对局部火灾应急救援提供了实
践案例和经验，有效提高了矿井火灾抗
灾应急救援能力。 苏卫宏

冬瓜山铜矿成功完成矿井通风系统反风试验

他常说：“将工作融入生活。”
1998年到铜冠地产公司工作至今已经
十七载，对于这中间的成长，他用一句
“至少没有虚度”概括，背后的辛酸或
许只有他自己最清楚。目前铜冠地产公
司项目开发已经覆盖了铜陵、池州、合
肥三个城市，他几乎每周都要在这几个
城市之间跑一趟。这些在他看来，早已
成了“家常便饭”，他就是铜冠地产公
司销售部主任张益。

2014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持

续低迷的房地产市场，让商品房销售困
难重重，然而铜冠地产公司却逆势而上，
为严寒的楼市增添了一抹暖色，公司全
年签约金额首次突破 10 个亿，达到
11.34 亿元，在这骄人的成绩背后，离不
开销售部主任张益的辛勤付出，他也因
此被评为集团公司 2014 年度优秀市场
营销工作者。

在张益看来，营销要想有效果，其关
注点必须在营销的终端，即营销的受众
群体，“只有站在普通消费者立场，切实

关注准业主们的营销体验，才能保证营
销推广的效果。”这其中最让人记忆深
刻的，当属合肥铜冠花园的热销。2014
年夏天，铜冠地产公司在合肥市首个项
目“合肥铜冠花园”在楼市大环境遇冷
的情况下，成为当之无愧的年度热销
“黑马”。对于经开区一个单价 8 字头
的楼盘来说，首开压力何其之大！对此，
张益并不否认。合肥铜冠花园项目在楼
市不稳定的状态下完成首开，尤其是接
下来的加推，如何定价、如何保持项目高

涨的势头等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但
最终，他顶住了压力，及时分析市场变化
的原因，精细化管理客户群体，加强对现
场人员的培训，率领团队顺势打了一场
漂亮的攻坚战，不仅提前完成了集团公
司下达的全年任务，更把后来追加的
5000 万销售额再次提前完成，最终合肥
铜冠花园单个楼盘全年完成 5.7 亿元的
销售额。

在谈及今年铜冠地产公司的销售工
作时，他说：“今年，我们营销的重心由
过去的卖产奶果品向‘卖生活’转变，通
过整体的价值提升，打造更加舒适、人
文、低碳和便捷的生活体验方式。”如
今，张益正带领着他的团队在平凡的销
售岗位上尽心尽力，为企业默默奉献自
己的力量。 张 磊

奋斗，始终在路上
———记集团公司优秀市场营销工作者张益

本报讯 为汲取天津 “8.12”危
险品仓库爆炸事故教训，凤凰山矿业
公司于中秋、国庆“两节”期间在全矿
范围内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全面专项
检查活动。

这个公司坑采车间在“两节”期
间对井下各作业采场火工材料以及各
中段电路、机械设备进行“拉网式”安
全检查。检查小组重点检查了井下各
作业采场现场管理、安全出口是否畅
通；地表建筑物、电气线路铺设是否符
合安全规范；职工更衣室是否存在乱
拉电线、违规使用电器等现象；材料库
安全防火措施是否到位。各作业采场
对剩余的火工品应及时退库，并严格
检查台账记录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检查人员当场指出，车间领导
要求班组负责人限期整改，及时消除
安全隐患。同时，安全员每周二加强消
防安全知识宣传教育，使车间职工掌

握防火、灭火和逃生自救知识，提高防范
火灾的能力。此外，车间领导组织涉爆人
员对火工品使用管理规范进行学习，进
一步提高涉爆人员业务素质和安全意
识，确保火工品使用安全。为严防火灾爆
炸事故发生，生活服务中心以各材料库
房和职工浴室为主，重点对材料库房的
防火设备设施、氧气乙炔的存放状况、材
料库内物品摆放状况、职工浴室空气源
加热器的安全状况、值班人员对消防器
材的正确使用等进行了检查。作为这个
公司防火防爆重要单位之一的保卫部更
是严格执行爆破器材、油品的购置及运
输、储存、领用、发放、使用及管理规定，
做好危化品、“四防”工作及涉爆单位的
检查。

通过开展防火防爆检查，提高了员
工的防火防爆安全意识，各单位针对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做到及时整改到位，确
保企业安全生产。 王松林 段青

凤凰山矿业公司节日期间开展防火防爆检查活动

“起吊……空中翻转 180 度，就
这样一台重达 25 吨的中碎破碎机稳
稳地安放到了地面上……”9 月 23
日中午，从检修现场回来的起重工谭
绪胜在食堂打完饭，和工友们聚在餐
桌上讲述着那次精彩的一幕，旁边的
工友们连连发出赞叹声。

9 月 17 日的那次中碎破碎机机
身的起吊过程是矿山有史以来难度最
大的一次拆装起吊。时至今日，安庆铜
矿年终检修已经进行到了第十天，一
切和往常一样，检修工作十分有序。和
往年检修不同的是，今年 7、8 月份，
该矿顺利完成了 1 号、2 号细碎改造
项目，而难度较大的中碎破碎机改造

工程被列入今年检修项目中，成为全矿
上下关注的焦点。

三台破碎机在该矿已经使用了十
余年，为矿山做出了贡献，由于使用年
限较久，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生产需要，
它们可以光荣的“下岗”了，为此该矿
对三台破碎机进行了改造。要拆除的中
碎破碎机身重达 25 吨，体形庞大，是上
尖下宽的一个锥体，若要将它移除碎矿
车间，必须将其在空中翻转过来，平面
朝下，再使用铲运机拖出去。而车间内
的起吊行车仅有 16 吨，无法单独完成
作业，这可难住了大家。车间领导向矿
部汇报了情况后，决定请求外委施工单
位进行起吊作业，经过实地勘察，外委

施工单位考虑到空间小、难度大、风险
大，回绝了此项工作。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得知此
事的机运工区区长秦小兵，带领工区技
术骨干和几名技术精湛的起重工来到
了破碎机吊运现场，会同部门领导和选
矿车间领导、技术人员商议解决方案。
秦小兵提出，要在现有的条件下安全起
吊，必须采用两只 10 吨的葫芦与 16 吨
行车同时悬挂起吊。大家一致认为这种
方案可行。为确保万无一失，秦小兵区
长亲自现场指挥起吊和翻转。起重工谭
绪胜、丁明、吴华等人系牢保险绳站在
离地面 16 米高的行车横梁上，徒手拉
拽两根直径 28 毫米、长度 24 米的钢丝

绳，大家将两根钢丝绳牢牢拴在了行车
起吊梁上。一切准备就绪，秦区长发出
指令：“开始起吊！”谭绪胜、王金星、丁
明等人开始拉动手拉葫芦，选矿车间起
重行车工魏志强开动了行车，只见 25
吨的破碎机缓缓地离开了基础底槽
……行车和两只手拉葫芦稳稳地把这
个大家伙拉起来了，越来越高，当升到可
以安全翻转的高度时，起吊停了下来。
“停！准备翻转！”秦小兵在地面发出了
指令。这时行车和一只葫芦拉着破碎机
保持不动，悬挂另一吊点的葫芦缓慢下
放，只见破碎机被立了起来，再看行车和
另一只葫芦也开始下放吊物，终于平面朝
下，破碎机稳稳地“安全着陆”了。顿时，
全场一片欢呼，掌声雷动，大家都为这次
成功的起吊而喝彩。

就这样，破碎机顺利完成拆除，一台
铲运机将破碎机身从厂房内拖出去，一
旁等候的工人们将新的破碎机运至厂房
内进行安装。 胡耀军 汤海兵

破碎机“安全着陆”了
———安庆铜矿年终检修侧记

本报讯 今年以来，铜山矿业公
司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防止“四风”反弹，持续开展“廉政之
窗”宣讲、廉洁从业教育活动，增强党
员干部的廉洁意识和遵纪守法意识，
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规范了
各级管理人员廉洁从业行为。

该公司坚持预防为主，抓好党员
干部廉洁自律教育。以支部为单位，利
用党员集中培训、党课、中心组学习等
形式，促进党风、党纪教育落实，做好
对基层支部“党员责任区”和“四好”
班子的检查考核工作。开展形式多样
的廉洁从业教育系列活动，出台了
《铜山矿业公司廉洁从业若干规定》，
邀请反贪局专业人员讲授预防职务犯
罪法制教育相关内容，组织党员领导
干部，人、财、物重点岗位人员观看廉
洁自律教育电教片，如：警示教育
片———《扭曲的人生》、《惩贪警示
录》等。强化党员干部和关键敏感岗
位人员的廉洁从业意识，做知纪守法
的“明白人”，当新风正气的“践行
者”，自觉遵守《廉政准则》。

全面深入实施“阳光工程”，积极

开展内部监督和督查工作，重点抓好效
能监察项目和招议标的监督管理工作。
重点工程实行全过程监督，做到阳光操
作；工程招议标结果及时发布在“党建
工程网”，做到透明公开，接受职工群众
的监督。根据集团公司纪委要求，组织人
员参加内审人员资格证书岗前培训，择
优推荐员工为“阳光工程”监督员，建立
党风监督网络，发挥监督员的作用。认真
做好信访件的调查了解，对违纪案件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加大预防职务犯罪工
作力度，抓好对违纪党员的调查处理工
作。

该公司狠抓党风党纪廉洁自律工
作，做到警钟长鸣，抓好自身队伍建设。
通过加强管理、有效监督、堵塞漏洞，使
监察工程项目达到降低成本、节约资金、
提高质量的目的。同时，与单位党建工作
管理考核直接挂钩，定期和不定期考核
检查，对不规范的问题及时指出，整改纠
正，对经营管理中出现重大失误的单位，
按照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制，追究领导和
有关责任人的失职责任，并将检查结果
作为单位和个人评优竞升的依据。

陈幸欣

铜山矿业公司开展党风党纪廉洁自律教育活动

本报讯 为有效降低生产运行成
本，日前，金昌冶炼厂稳步实施电解生
产系统缩槽工作。

一直以来，金昌冶炼厂共有五套
电解生产系统，由于受环保限产的影
响，该厂生产的阳极板不能满足五套
电解生产系统正常生产需要，阳极板
供应不足导致电解系统一直不能满负
荷生产，电铜单位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在此情况下，该厂按照集团公司要求，
从大局利益出发，实行电解缩槽生产，
停掉电解一期、四期两套生产系统，保
持二、三、五期电解其它系统正常生
产。

为保证此次缩槽工作稳定有序进
行，该厂成立了缩槽工作领导小组，多

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缩槽工作，深入讨
论研究缩槽步骤、富余职工安置及劳务
人员清退等问题。该厂事先制定缩槽工
作宣传提纲，加强缩槽工作的宣传解
释，确保生产经营稳定。在推动缩槽工
作期间，该厂合理调整电解生产周期，
把好关键节点的掌控，认真做好治安防
盗和综治信访等问题，力求工作做实做
细，平稳推进。针对一、四期停产缩编，
该厂安置富余职工，确保人人有岗位。
该厂加强缩槽期间治安防盗工作，并专
门抽调人员对涉铜和贵重金属岗位的
夜间巡查。此外，及时做好缩槽后的洗
槽和地坑、槽罐、槽下清理物的收集工
作，强化金属平衡。

齐宏明

金昌冶炼厂稳步实施电解生产系统缩槽工作

9 月 27 日，中秋佳节当日，铜山矿业公司员工正在清除厂区内的杂草。该公
司在做好“两节”期间安全生产的同时，组织人员清除厂区内的杂草，以清新、整
洁的环境迎接中秋、国庆“两节”的到来。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张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