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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金昌冶炼厂召开
三季度经济活动分析会，对今年 1 至
9 月份以来生产经营情况及各项指标
完成情况进行了全面总结，认真梳理
查找问题，针对问题制定对策，确保顺
利完成全年生产经营目标。

今年 1 至 9 月份，该厂生产经营
取得了一定成绩，产量、利润、成本指
标均完成集团公司考核任务。各项工
作亮点突出：生产保持持续稳定，安全
环保实现可防可控，产品质量等一些
关键经济指标得到提升，持续开展对
标管理、挖潜降耗活动，效果明显，管
理水平得到提升。

针对年内工作，在生产组织上，该
厂瞄准年度生产经营目标，精心组织
好当前生产。在原料管理上，加强联系
沟通，争取更多的高品位精砂原料，为
生产创造有利条件。在设备管理上，有

效发挥好工程技术分公司维修体制的
作用，积极推动计划性检修，消除生产
瓶颈问题，确保设备和系统处于可控状
态；发挥制酸系统电收尘的功效，确保
收尘效果；常态化开展好四台转炉和一
台奥炉的清堵堵漏工作，在保证环保达
标的前提下，精心组织好生产，确保铜
酸系统生产平衡。

在成本控制上，该厂努力降低库
存，继续开展好挖潜降耗活动，积极推
行全面预算管理，注重细节管理，努力
实现由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理的转
变。

在安环工作上，该厂将始终坚持
“安全第一、环保优先”的理念，认真做
好污酸污水处理工作，积极做好防渗漏
处理。积极推进铜酸系统平衡生产，加
强低空污染防治，确保环保稳定达标。

齐宏明

金昌冶炼厂

开展季度经济分析活动

本报讯 铜冠冶化分公司球团车
间群策群力，充分发挥 QC小组技术
攻关作用，助力企业安环工作。

铜冠冶化分公司球团尾气脱硫采
用有机胺湿法脱硫技术，在生产过程
中会产生大量硫代硫酸根残余，胺液
中硫代硫酸根离子浓度不断升高，当
硫代硫酸根离子浓度超过一定指标
时，就会发生化学反应，生成单质硫，
堵塞管道、板换和填料，从而影响球团
尾气脱硫系统的正常运转。今年年初，
球团车间确定降低胺液中硫代硫酸根
离子浓度为今年重点 QC 课题项目，
成立 QC课题小组，由车间领导、工程
技术人员、班组长和生产骨干组成。通
过查阅相关资料和对历年现场监测数
据的分析、研究，课题小组设定了应达

到的目标值。今年上半年，课题小组成员
通过现场收集的数值与实验室的数据比
对，分析导致胺液中硫代硫酸根离子浓
度高的原因有脱硫工技能水平参差不
齐、胺液中粉尘含量较多、氢离子浓度
高、单质硫含量高等。通过对末端因素
进行逐一分析，课题小组最后确定胺
液中铁离子浓度、氢离子浓度和单质
硫为三大要因，并制定了相应的对策。
7 至 10 月份，球团 QC 课题小组成员
通过调整胺液净化装置运行次数和喷
淋塔、组合塔的补水次数，逐步降低胺
液中铁离子、氢离子和单质硫的浓度。
经过一个多月的取样化验、数据分析
及效果检验，胺液中硫代硫酸根离子
浓度明显降低，均保持在目标值以内。

王松林 周大伟

铜冠冶化分公司球团车间

QC活动助力安环工作

本报讯 今年9月，铜冠建安合肥
分公司克服矿农矛盾、征地难等困难，
顺利完成庐江沙溪铜矿围墙项目的基
本建设，确保了沙溪项目的总体进度。

沙溪铜矿围墙项目于 2014 年 3
月开工，原计划工期为 8 个月，围墙
总长约 4 公里，产值约 600 万元。据
了解，该项目是整个矿建的难题之一，
因其涉及到五个村庄，当地村民在征

地面积、补偿标准、数额等问题上存在异
议，工期受到严重影响。

为解决施工中存在的问题，保证工程
施工进展，该公司派遣围墙项目负责人到
村民组组长家协调，同时取得当地政府及
派出所的大力支持，为项目顺利推进创造
了条件，保障了工程总体进度。沙溪铜矿
围墙项目已于今年9月底完工，项目得到
业主的高度赞扬。 陈 潇 黄世群

铜冠建安合肥分公司

沙溪铜矿围墙项目顺利完工

本报讯 铜冠物流公司冬瓜山车
队多措并举，狠抓节支降耗不放松，今
年 1 至 9 月份，在货运量比去年同期
有所增长的情况下，仍节约开支 10
余万元。

该车队在稳定货运量的基础上，
采取四项措施狠抓节支降耗不放松。
车队在根据上年度单车成本消耗的基
础上，结合当年的生产任务和车辆的
技术指标进行综合测算，建立起科学
合理的节支降耗考核指标和单车消耗
定额，责任到班组和个人，加强成本核
算和考核；分别制定和完善了油料、备
品备件、轮胎管理领用制度，对所有车
辆实行油料备件轮胎单项考核，并按
照一定的比例超罚节奖，每月考核，季

度兑现 50%，年底总兑现；坚持每周对
车辆进行全面检查，对车辆维护保养到
位的驾驶人员进行适当的奖励，选树标
杆，并在驾驶员中开展车辆驾驶维护保
养心得交流，以提高车队驾驶人员的整
体技术水平，减少车辆的故障率；对故障
机件坚持以修为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尽量延长机件的使用年限，有效控制
了修理费用的支出。

与此同时，该车队从年初始，就把节
支降耗目标纳入到车队经营承包考核方
案之中，通过职代会、班组学习、专题板
报等形式和途径，广泛宣传并组织职工
学习，让节支降耗理念深入人心，有效调
动了职工节支降耗的积极性。

王树强 刘福云

铜冠物流冬瓜山车队

节支降耗有良方

本报讯 日前，市残联在安工学院
举办了第三期助残志愿者服务技能培
训讲座，该学院 300 余名助残志愿者
参加了此次培训。

此次的培训讲座，市残联邀请专
业老师为助残志愿者进行了细致生动
的讲解，系统地向志愿者们传授了残

疾人的分类、基本特点、各类残疾人的心
理特征及需求、与残疾人的沟通技巧、各
类残疾人的康复训练及服务要点、残救
人辅助器具应用等专业知识。主讲人还
在培训过程中与志愿们进行了热烈的互
动，以实践操作的形式加深了学生们对
助残知识的理解。傅大伟 徐婧婧

市残联在安工学院

举办助残志愿者服务技能培训讲座

“小王，怎么没戴安全帽就进入
生产现场作业了？”“别提了，那天在
接到检修任务后，急急忙忙地就去生
产现场作业了，就忘记戴安全帽了，
哎！这下可好，成了‘名人’了，以后再

也不敢违章作业了。”
10月 19日一大早，金冠铜业分公

司食堂宣传栏前围着十几名职工，他们
纷纷议论着上了宣传栏上 “违章曝光
台”的人和事。

自 10 月 18 日大修以来，该公司以
“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为契机，
围绕“加强安全法治，保障安全生产”
这一主题，扎实开展一系列安全宣传

教育活动，在厂区营造浓厚的安全
生产氛围，为企业安全生产打下坚
实基础，也为此次大修顺利完成奠
定了基础。

在宣传栏上开辟“违章曝光台”
是该公司“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
系列活动之一，开设“违章曝光台”专
栏，对“三违”人员及“三违”行为进
行曝光，并根据实际情况对曝光台进

行实时更新。“现在一出现违章，全厂员工
都知道了，以后再也不会违章作业了。”
“三违”上榜人员小王如是说。“违章曝光
台”的开辟使职工从“要我遵章”转变为
“我要遵章”。

到目前为止，曝光台还未出现同一员
工的名字两次上榜，“三违” 人员数量也
较以前明显减少。

裴建国

小小曝光台 促进大监督

深秋的清晨透着一丝丝寒意，当第
一缕阳光照耀着上班的人们时，在铜冠
物流公司金隆车队大院内，有一个人已
经开始对车辆进行检查，为一天忙碌的
工作做准备了。他叫涂海峰，是铜冠物
流公司金隆车队工程班班长。

每天第一个到单位，第一个出车，
最后一个下班，已经是涂海峰多年的习
惯了，在当上工程班班长后，这个习惯
又成了他给自己定下的规矩。他说：
“每天早上先来，看看交接班记录，检查
一下车辆，心里有底，等同事们都下班

了，我再走，心里踏实。”看着他围着叉
车来回走动，总感觉这是一个精力旺
盛、身体很棒的人。可其实在年初检查
身体时，就已经发现他有严重的双肾结
石，医生叮嘱他不能太劳累，否则会引
起身体免疫力下降，造成剧烈疼痛。他
听后谁也没有告诉，继续和往常一样忙
碌着。长期的工作，加上休息不好，最终
导致了身体的“抗议”。医生建议他住
院手术治疗，他坚决不同意，因为工作
太忙。至今，结石还在他的身体内。

他有个幸福的小家庭，妻子经营着
一个小超市，儿子今年上初中了。一家
人本该其乐融融，可是提到他，妻子却
是一肚子的埋怨，孩子也是嘟起小嘴，
满脸的不快。原来，每年底小超市生意

最好的时候，妻子一个人忙不过来，他却
整天在单位，妻子只好求70多岁的父母
来帮忙，最后导致老母亲腰椎间盘受损，
在医院躺了好几个月。儿子的家长会他一
次没有去过，曾受到老师的多次埋怨。妻
子多次劝他辞职或者调到一个轻松的岗
位，能照顾一下家，他总是沉默以对。“年
底是生产最忙的时候，我哪能离开，店里
实在忙不过来，就少挣点吧，孩子还小，以
后肯定会理解的。”说起这些，涂海峰总是
觉得亏欠家庭太多，但他从未觉得后悔。

傍晚时分，夕阳挂在江边，一抹余晖
洒在车队大院，在作业现场忙碌了一天
的涂海峰回到了车队大院，脱下工作服，
坐在椅子上，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看了
看交接班记录本，一天的忙碌终于结束
了。涂海峰从 1998 年毕业来到金隆车
队工作，十几年来，工作就这么日复一
日，平淡而又重复，个人荣誉拿到不少。
平凡的岗位，平常的工作，可再苦再累，
他却从没有退缩或放弃过，用坚守诠释
着平凡。 吴成应

用坚守诠释平凡
———记铜冠物流公司标兵涂海峰

“安全生产无小事。”这是安庆铜
矿工程工区充填班员工胡召朋始终坚
信的工作理念。“无论什么时候安全
生产的弦都要绷得紧紧的，一刻也不
能松，只要你心中有安全，那么安全就
一定陪伴在你身边。”这是他作为一
名班组骨干、兼职安全员抓安全的
“法宝”。

胡召朋所在的充填班负责的充填
站承担该矿充填料浆的制造输送，既
有三四十米高的尾砂仓，又有测定料
位的探头；既有高速运转的设备、机
械，又有大院内水泥罐车、运沙车，安
全作业涉及范围广、项目杂，管理难度
大。为此，胡召朋不仅自己坚持讲安
全，而且更注重督促班组人员抓安全、

保安全，切实从小处注意，从琐事管
起，真正做一个安全的有心人。去年，
该班组团结合作，安全高效地完成了
充填 20 多万方，取得了作业量达标、
质量达标、安全生产达标的骄人成绩，
这其中凝聚了胡召朋的心血。

充填班管理着从一楼到仓顶，从
门卫到行车等工作范围，岗位多样，人
员散，作业点多，安全管理难度大，为
此，胡召朋每天在完成好自己的本职
工作外，就是到各处转，细心查。充填
砂仓测标高是一项常年性工作，每天
要爬上爬下，上百级台阶，特别是刮风
下雨，攀登在室外钢楼梯上，必须扶牢
抓紧，胡召朋总是争着、抢着自己干。
如果是其他同事上，他也要反复叮嘱

一定要注意安全，正是由于胡召朋的
“婆婆嘴”，每天两次的测砂做到次次安
全。

今年，为配合标准化和“5S”管理
要求，该工区要求充填班对站内环境进
行全面整治，墙壁要见白色，设备要见本
色。一边是生产工作忙，另一边整治事情
多，各种事情交织在一块，一些人的安全
意识有所放松，胡召朋就每天在班组派班
时组织大家学安全规程，强调安全注意事
项，同时，针对易忽视的安全环节，一个一
个理顺。设备除尘要登高，必须要挂保险
带，他就到安全维护班借好放在现场；清
除铁锈要用磨光机，动电、动高速旋转工
具，他指定有经验的专人操作……如今，
充填站操作间设备整洁，一改过去灰、
黑、脏、乱的现象。正是因为他的精心、诚
心和苦心，才有了充填班生产安全的一
百分。

陈文革

胡召朋：永做安全有心人

本报讯 日前，一例
出生体重仅 1025 克，胎
龄只有 28 周，入院生理
性体重只有 880 克的超
低体重早产儿，经铜陵市
立医院儿科医护人员全力
救治，已成功度过呼吸关、
感染关和喂养关等，康复
出院。

这名早产儿是 8 月
29 日入住铜陵市立医院
儿科病房的。入院时，患
儿口吐白沫、肌张力低下、
无生理反射能力，不仅无
哭泣，甚至呼吸也极微弱。
面对这一情形，该科立即
将患儿转入新生儿监护病
房，及时成立了以查会芳
主任为首的抢救小组，并
为其制订了一套完整的治
疗方案，进行 24 小时全
天候的系统监护。为了照
顾好这一微弱的生命，新
生儿病房的医护人员主动
放弃休息，轮流自愿加班，
查房、诊治、打针、喂药、喂
奶、输液、换尿布，她们不
分白天、黑夜。由于患儿
发育不完全，刚开始时，尚
不能吸吮和吞咽，新生儿
病房的护士们便用胃管一
点一点的喂入；孩子血糖
不耐受，医生们便精确地
计算着每天的热卡及液体
摄入量，确保治疗万无一
失。病程中患儿曾出现了
呼吸暂停、血氧饱和度下
降等问题，医护人员又及
时进行评价分析，查找原
因，果断制定科学的输血
等一系列治疗方案。同时，
他们还充分考虑到新生儿
心脏功能尚不健全、输血量计算不当
或速度过快容易引起心衰，体温调节
功能差，心肺发育尚不成熟等因素，
不断跟踪调整完善治疗方案，实时解
疑克难，使患儿贫血及低氧合状态得
到缓解，氧合波动较大得到明显改
善。

在该科医护人员一个多月的救治
和精心喂养护理下，患儿终于成功地
度过了呼吸关、感染关和喂养关等，从
入院时不会吸吮吞咽，到后来一次能
食入足量的奶液；从入院时反应低下，
到后来会哭会笑；从入院时呼吸暂停，
到后来呼吸渐趋平稳；从入院时生理
性体重只有 880 克，到出院时体重以
每天 30克的速度增长。

钱扬顺 纪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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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 日，铜冠
建安安装公司安全管理
人员正在金冠铜业分公
司大修现场巡视。安装
公司在此次大修中承担
的大修项目较多，为确
保安全作业，该公司安
全管理人员始终在施工
现场，加强安全施工管
理与指导，做好安全自
查，同时积极配合铜冠
建安公司组成的大修项
目专项安全督查组，开
展大修各作业点的安全
施工巡查。
王红平 陈玖生 摄

10 月 26
日，铜山矿业公
司码头分公司对
皮带电滚进行加
油保养。该分公
司利用矿产品发
运停歇时机，对
皮带磨损刮板、
格 筛 等 及 时 更
换，并对运转设
备 进 行 加 油 保
养，确保设备高
效运行。

夏富青 摄

本报讯 今年以来，铜冠物流金
铁分公司紧紧围绕 “夯实基础重预
防，安全确保零事故”安全管理目标，
精心组织、科学调度，运输生产安全趋
于平稳态势。

结合单位实际情况，该分公司着
重对年内铁路运输安全生产工作作了

统筹安排，全面部署。以“反三违”为
主线，以整顿劳动纪律为突破口，强化
安全自主管理，加大违章违纪查处力
度，上下形成了杜绝违章违纪、共同保
障安全的良好氛围。加强安全生产工
作组织领导，把握安全重点方向，针对
重点抓落实，做到常抓不懈。利用派班

会、班组会加强对职工的安全教育，让职
工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提高安全
责任意识。加强铁路施工现场督查，保障
安全有序的工作环境。施工前，进行安全
交底，交代安全注意事项，并不间断巡查
施工作业现场，及时纠正发现的问题。针
对当前铁路维修单位工务段大修工程，
要求行车单位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加
强行车组织，合理安排行车作业计划，为
大修提供便利条件，力争缩短工期。生产
一线的乘务人员和调车人员，严格按照
规章操作，控制车速，严防设备和路外事
故发生，确保实现安全年。 邹卫东

统筹安排年内铁路运输安全生产工作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

日前，冬瓜
山铜矿举办了
职工篮球友谊
赛，由基层各单
位与机关部门
组成的 3 支代
表队参加了比
赛，丰富了职工
业余文化生活。

杨阅宝 摄

日前， 铜 冠
（庐江）矿业公司
脱水车间陶瓷过
滤跨电动 5 吨单
梁行车安装完毕。
单梁行车安装完
成标志着沙溪铜
矿脱水车间进入
到设备安装阶段。

图为施工人
员正在做行车运
送前的准备工作。

王树辰
蒋维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