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铜冠冶化分公司完成球团脱硫解吸塔扩能改造项目。据了解，为优化球
团脱硫技术经济指标, 降低脱硫运行成本，该公司对现有脱硫解吸塔进行扩能改
造，通过优化空塔气速、采用改型填料、新增胺液回收装置等措施，提高解吸塔解
吸能力, 降低脱硫剂消耗。

图为检修人员正在对解吸塔保温层加装铝皮保护。
朱长华 周大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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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义忠是铜冠机械公司环保分厂
装配工段的一名班长，作为兵头将尾，
他主动将自己掌握的知识技能，毫无
保留地传授给班组成员，使班组每一
位成员都能在工作中独当一面，提高
了班组整体工作效率。参加工作三十
多年，他一直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在
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

从事起重工作以来，章义忠就坚
持学习，他潜心钻研起重工理论知识
和实践技能，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
《高级钳工教材》、《机械制图》 等机
械专业理论知识。他注重在干中学，在

学中干，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
中去。为做好本职工作，他还自学了焊工
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通过了焊工中级
工资质考试，这为他从事装配工作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工作中，他以身作则，苦活、累活、难
活总是抢在前。2014年，该公司按单下
达环保分厂过滤机生产任务，由于受到
备件和外购件影响，该分厂每月生产安
排无法均衡生产，常常出现上旬闲、中旬
忙、下旬抢的情况。为确保设备交货，章
义忠积极协助该分厂做好当月所需备件
和外购件到货计划，主动跑部门、加工分
厂协调交货顺序。上旬抓紧制作自制件，
做好装备前准备工作；一旦备件、外购件
到齐，立即组织人员进行装备调试，哪个
岗位缺人，他就顶上去；哪里有困难，他

就出现在哪里，常常是早上班、晚下班，
加班连点，放弃了周六周日和节假日休
息的时间，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在他和
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去年全年完成装
配过滤机 160 多台。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章义忠还
多次承担了过滤机设备现场安装任务。
他深知，客户对一个设备品牌的认可，除
了设备自身产品质量过硬以外，更重要
的是安装调试质量和售后服务质量。为
此，每到一处，他都主动和业主单位领导
进行交流沟通，安排好施工计划，确保安
装质量，做到“安装一处设备、确保一处
质量、扩大一处影响”。

去年 8 月份，章义忠带领 5 人到冬
瓜山铜矿大修 4 台 TT-80 陶瓷过滤
机。现场厂房场地小，多家厂同时作业，

又是三伏高温天气，为检修带来不小的
困难。在所有检修材料都需要使用手拉
葫芦和肩扛的情况下，他带领检修人员
战高温，克服高空作业的困难，最终保质
保量完成检修任务，受到客户的称赞。

在班组管理上，他坚持做到“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凡要求班组其他员工
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他将班组安全生
产放在首位，每周班组会议都组织安全
学习，并结合班组生产实际提出注意事
项，在日常工作中及时排查和整改生产
中安全隐患，去年全年班组未发生一起
设备、人身安全事故。认真抓好产品质
量，他对过滤机装配关键环节严把质量
关，发现问题及时汇报处理，去年全年未
出现一次装配质量问题。

傅大伟 王征社

在挥洒汗水中成就不平凡
———记铜冠机械公司标兵章义忠

本报讯 日前，在继电解缩槽生
产成功后，金昌冶炼厂对电铜物理外
观管理也取得成效。该厂电解铜品质
明显提升，不仅增强了市场竞争力，也
获得了用户的赞誉。

今年以来，金昌冶炼厂深入开展
挖潜提质增效活动。该厂围绕生产经
营目标，重点从提高产量、降低成本、
控制消耗、压缩费用等方面入手，抓好
原料管理，降低库存占用，强化设备保
障，积极消除生产瓶颈，优化生产组织
模式。通过科学组织生产，该厂进一步
改善了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在对电铜物理外观管理中，该厂
在严控生产技术指标，保证电铜内在
化学品质的前提下，对电铜物理规格
及外观上精益求精，确保了出厂电铜
品质满足市场要求。

在电铜物理外观提升中，该厂专
门成立了专项考核小组，对电铜生产
的源头进行管控把关。同时，加强过程
控制，通过跟踪检测始极片剪边，加大
处罚力度，保证剪边后的始极片满足

加工质量要求。在手工作业的始极片加
工环节，该厂要求钉耳作业人员，统一掌
握尺度要领，手法一致，确保耳距适中；
长短一致，保证入槽后的始极片获得结
晶均匀的板面效果。该厂还加大对产出
的电铜后期管理，要求电铜码垛整齐，打
包工整，严禁人为后期对电铜表面沾染
脚印、油滴等污物。同时，根据季节的变
化，冬季对五期电铜码放现场做好防湿
预案，在潮湿的地面上准备木块垫地，避
免湿地污物沾在电铜表面，确保生产出
来的每一块电铜表面清洁光鲜，满足出
厂要求。如今，该厂的铜冠牌电解铜品质
进一步提升，赢得了市场赞誉。

依据“效益优先”原则，实现电解
缩槽生产后，该厂在年节约 400 多万
元劳务费用的同时，电解生产成本支
出也得到了有效降低。今年上半年，该
厂阴极铜合格率为 100%，阳极板物
检合格率为 99.32%，高纯铜率达
99.34%，创历史最好水平；硫酸出厂
合格率 100%。

朱 莉 燕传斌

金昌冶炼厂电铜物理外观提升获赞誉

本报讯 10 月 23 日上午，铜冠
物流公司工会组织50余名班组长到金
铁物流分公司、金园港埠分公司、金冠
车队开展班组现场交流活动。此举旨在
进一步加强班组间的相互学习、相互促

进，全面提升公司班组建设管理水平。
在金铁分公司，班组长们分别参观

了铁路运输一线调车 3 个生产班组、电
气组、乘务组，干净、整洁的班组面貌给
班组长们留下了良好印象。 邹卫东

铜冠物流公司开展班组现场交流活动

本报讯 10 月 20 日，铜冠物流
金铁分公司组织 20 余名线路工集中
整治余铜干线地段（长江二路平交—
余站 N1 岔）基床部分、隆门路道口
基床部分等铁路线路 “翻浆冒泥”现
象，全力保障铁路运输行车安全。

此次线路大修预计工期为 2 个

月，时间跨度长、任务重，是该分公司
2015 年度安排的重点工程计划之一。
之前，分公司多次召开线路大修工作
协调会，研究布置相关工作和安全注
意事项，成立大修工作领导小组，全面
部署协调各项工作。每周召开一次大
修工作协调会，着重介绍上周工程完

成情况、安排下周具体工作。同时，加强
对现场安全督查管理，不安全绝对不能
施工。各相关单位根据大修计划，积极
为大修工程提供便利，积极协调运输生
产与大修之间矛盾，处理好安全、质量、
生产进度三者之间关系，保证大修工程
顺利完工。 邹卫东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线路大修工作启动

本报讯 近日，集团公司一退休
老同志以短信形式发给铜冠物流公司
领导，以感谢该公司下属单位铜都国
旅合肥机场班线驾驶员乐于助人的事
迹。

据悉，10月 10日，因航班延误，
这名退休老同志无法赶上当天 18 时
30 分回铜陵的末班车，而老同志又急
事在身，于是联系了候机楼的司乘人
员，经过多方协调与帮助，最终使这位

老同志赶上了回铜陵的末班车。
今年 8 月 22 日上午，旅行社负

责人接到天桥派出所一位民警打来的
电话，提出希望该单位领导一定要表
扬一名拾金不昧的员工。据悉，该民警
乘坐早班到合肥的机场班车，到达合
肥机场下车后发现钱包丢失，非常着
急，驾驶该班车的驾驶员拾到钱包后
主动联系失主，并在机场安检口一直
等到失主前来认领。

今年以来，铜都国旅共受理班车行
车中发生的拾金不昧、乐于助人等好人
好事 5 起，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和好
评，在单位广为流传。铜都国旅始终坚
持从提高道路客运从业人员业务素质、
职业道德、优质服务等方面着手，积极
打造 “洁净班线”、“品位机场专线”，
车站工作人员人人争做文明使者，树立
起了良好形象。

曹瑞玲

铜冠物流铜都国旅好人好事获称赞

金昌冶炼厂电解
车间职工正在电解二
期开展槽面作业。该
厂在实行电解一期和
四期停产缩槽后，为
保证电解生产的相对
稳定，电解车间加强
了剩下电解生产系统
的管理，加大了槽面
作业强度和节奏，电
解槽上总能见到职工
们 忙 碌 的 身 影 。
王红平 齐宏明 摄

日前，铜山矿业公司举行青年职工读书座谈会。书香安徽读书期间，该公司认
真学习《我和我的铜陵有色》故事系列丛书，使广大青工对铜陵有色的创业、创
新、发展历程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吴 健 摄

金冠铜业分公司 2015 年度检修工作于 10 月 18 日拉开帷幕，此次检修计划
安排 390 项，涉及 343 项外协项目及 47 项自修项目。该公司以“保安全、保质量、
保工期、保费用”的“四保”目标全面布置，保障检修工作按计划完成。图为技术
人员正在检修现场指导检修人员拆除闪速熔炼炉水套。 封保敏 摄

本报讯 日前，金昌冶炼厂生产
经营受到精砂原料入炉品位较低,杂
铜供应不足、环保限产处理量降低等
不利因素等影响，面对现状，该厂不等
不靠，精心组织生产经营，积极应对原
料不利形势。

针对当前原料形势，该厂强化生
产组织协调，统筹安排，均衡考虑，坚
持“工序服从”的理念，在操作上提高
工序间协调配合能力和水平，在生产
管理上狠抓物料、烟气和热量平衡，在
成本管理上积极探索两套制氧系统条
件下的“两开三倒”生产组织模式 ，
努力降低能耗和成本。

为实现稳定均衡生产，该厂加强
各系统的生产调度：熔炼系统精心配
料，改变烟气条件，严格控制入炉杂质
成分，确保入炉料量稳定，适当提高喷
枪风量，尝试套筒风补氧，控制好冶炼
烟气温度。动力系统及时调整吹灰器
及振打频繁，确保锅炉出口烟气控制
在 380 至 410 度之间，保持目前稳定
的生产态势，根据原料条件适当提高
入炉铜品位，多产热料多处理杂铜，每
天确保七炉铜，使生产保持良性循环。

为确保生产稳定持续进行，该厂
强化设备管理，进一步理顺设备管理
流程，修订和完善点巡检制度和标准，

推行视情维修和预防性检修，充分利用
奥炉提换枪等时机，集中处理设备故障
隐患，保持铜酸系统设备的开动率及完
好率，最大限度降低设备故障影响生产
时间，提高奥炉作业率，保持系统负压受
控、处理量稳定，努力实现稳产高产。

该厂强化制酸系统奥炉电收尘分布
板清理，持续开展查漏堵漏工作，利用换
枪机会对系统彻底进行清理，确保铜酸
系统平衡生产，实现环保稳定达标排放。
与此同时，该厂还充分利用数据技术来
指导生产，在锅炉尾部增设负压监测点，
通过直观的数据指导科学生产，取得明
显生产实效。 齐宏明

金昌冶炼厂精心组织生产积极应对原料不利形势

日前，由铜冠建安公司天马山项
目部施工的铜陵市国家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重点项目三期工程铜官山上山
道路已有两条路修建完成，吸引了
众多登山爱好者前来游玩。近日，笔
者来到了该项目部，探访项目建设
情况。

铜官山上山道路是铜陵市国家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重点项目三期工程的
一项子工程，共有七条上山道路，全长
7896 米，目前正在修建的共有三条道

路，其中两条道路已经修建完成，已修建
的道路有 2500 多米。铜冠建安公司天
马山项目部自 2014 年 12 月 4 日开始
动工，道路基本按照市林业局砍伐出来
的防火道进行施工，当施工设计图纸路
线与防火道路线不一致时，还需与市林
业局协商后方可砍伐树木，继续往上清
理出道路，当道路砍伐清理至山顶时再
正式进行道路铺设。

在该项目技术员刘邦杰的带领下，
笔者来到上山道路入口，一排排花岗岩

砌成的台阶通向山上，台阶两边是不锈
钢栏杆。“根据道路情况的不同，台阶宽
度也不同，主要是 1.8 米、2.5 米和 3 米
三种，而修建台阶所用的沙子、石子、水
泥、花岗岩等全部是由骡子驮上山的，我
们有近 20 头骡子，每头骡子大概能驮
七八十公斤材料，最多不能超过 100 公
斤，这条道路可以说是用骡子驮出来的
道路。”刘邦杰告诉笔者，道路建设全部
实行倒退施工，由山顶往下修，施工初
期，每天施工人员光要走上山就需一个

多小时，如果遇上雨天的话，道路湿滑骡
子根本上不去，还得停两三天等路干了
才能继续施工，平均算下来一个星期只
能修建五六十米的台阶。

由于是在山上施工，刚开始施工时
水电是最亟须解决的难题。为此，该项目
部特地购买了一套设备，通过高压泵进
行供水，光水管就铺设了两千米，而对于
电力供应，该项目部将一台发电机运送
上山，以供施工用电。

“在施工中遇到的困难远远不止这
些，有的道路爬上去都难，更别说施工
了。”刘邦杰感慨道。预计第三条道路将
于明年初修建完毕，相信到时候会吸引
更多的登山爱好者和广大市民前往观光
游玩。

李海波

用骡子驮出来的道路
———铜陵市国家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重点项目三期工程铜官山上山道路建设纪实

凤凰山矿业公司生活服务中心后
勤服务班主要承担着矿山后勤服务工
作，服务好矿山员工，是服务班的职
责。在他们心中,服务好矿山员工，严
格要求自己是关键。

从岗位责任制度出发，明确安全
职责，形成班组安全责任网络。在值
班中，布置安全检查事项及安全措
施；分配任务时考虑是否能够保证安
全和胜任工作。对发生的障碍、异常
等现象，立即组织抢修和处理，并认
真调查分析，提出防范措施。协助检
查安全措施的落实并贯彻执行，监管
有关人员消除缺陷和隐患。检查中善
于发现安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提出
合理化建议。

认真执行“安全规程”中的有关
规定，上班前按规程要求穿戴好工作
服，不准酒后上岗，在工作岗位上自觉
遵守劳动纪律，不准离岗、串岗、闲谈，
睡觉，对各管辖设备严密监视，不准违
章操作，并随时制止他人的违章操作。
班组成员在工作时，发现意外不安全
情况时，立即采取措施及时处理。对重
点作业的设备现场、或在较危险的作
业之前，采取安全技术措施。

后勤服务班还从节能降耗和提高
设备利用率入手，动用科学的方法和
手段，对生产中的各个环节分析和监
控，找出问题并解决问题，从而达到节
能降耗的目的。在对浴室淋喷头改造
方面，班组长召开分析会，总结经验，
大家交流节能心得，取长补短，找出
差距，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遇到解
决不了的问题，请专家指导，最终完
成了对浴室的改造，节约了水、电、煤
各项成本。

王松林 段 青

服务他人 先做好自己
———记凤凰山矿业公司先进
标准化班组后勤服务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