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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第一天 我们都在岗
一块块的阳极板在轨

道和电解槽间流转，一排排
整齐的电解槽散发出烤炉
般的温度，两台行车来回往
返于车间上空，机械手有序
地拨片、打包……元月 1
日，金冠铜业分公司电解车
间呈现出一副繁忙的施工
景象。员工们坚守在各自岗
位，在辛勤的劳动中度过
2016 年的第一天。当天，该
公司生产电铜 1250吨。

进入该公司电解车间，
电解槽产生一股股热浪扑
面而来。车间内，一块一块
阳极板随着小车运往指定
地方，达到计划数量后，被
车间上空的行车打包带入
空电解槽，放置成功后，由
几名工人使用撬棍将其调
整到最佳位置，随后进入下
一步工艺流程。另一边，电
解完毕的产品同样被行车
运至指定位置，由机械手开
始拨片、打包。整个过程行

云流水，自动化程度让人惊叹。“现场基
本由机器操作，工人们应该还是比较轻松
的吧？”记者问道。该车间工程师何夏雨说：
“虽然自动化程度很高，但开始电解前，调
整阳极板位置，出铜后清理空的电解槽这
些工作还需人工进行，这些工作又热又脏，
工作人员在冬天都会出一身汗。”

该公司实行是“8+1”生产制度，即
以九天为一个周期，其中八天出铜，一
天用来检修设备。刚刚开完早会的电解
车间主任何惠中告诉记者:“今天是第
八天出铜，车间员工全部严正以待。明
天就要对行车、拨片机械手等设备进行
检修，为下一轮生产提供保障。”

每天，该车间技术骨干在 7时半准
时到岗，在生产副主任的带领下到现场进
行巡查，观察电铜质量，及时发现、调整异
常情况。“今天检查时未发现任何异常。”
何惠中说道。由于在管理上的不断细化和
完善，目前该车间生产组织日趋平稳。

电解车间作为该公司的最后一道
工序，产品产量与质量与公司效益直接
挂钩。何惠中表示，去年，电解车间围绕
目标任务，不断加强工序间的协调和
TPM 管理，生产呈现良好态势，全年生
产电铜 37.5 万吨，超出计划一万吨；生
产硫酸 138.5 万吨，超计划 1.5 万吨，确
保了金冠铜业分公司的效益。

如今，新的目标已经制定。何惠中
表示，新的一年，电解车间将围绕新的
目标，按照 “‘两个推进’ 优化生产，
‘三个推进’提升管理”的工作思路，迈
向新的目标。 陈 潇 封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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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新年第一天，安庆铜矿井下
负 280米中段，一场紧张的“运管”突
击战忙而不乱地展开，工程工区从各
班组抽调的精干力量，正用忙而快乐
的突击竞赛，来喜庆元旦佳节的来临，
让节日加班更有意义、更加富有成效。

该矿年胶结和全尾充填量在 25
万方左右，全部通过充填钻孔和各中
段水平管道输送到井下采场。其中负
280 米中段有两路水平管道，已使用
多年，经长时间高浓度充填料浆的冲
刷腐蚀，磨损严重，经常发生爆管，给
充填生产造成严重影响，也加大管道
工维护维修工作量，常疲于奔命，有时
都怕接井下电话。在去年年终检修时，
该工区已突击完成了其中一路 1500

多米的更换。因平时生产和其它作业，
人手极为紧张，难以抽出人手，此次工
区根据矿元旦不放假的要求，打破工
种界限，抽出精干、强壮的突击队，由
区长曹三六带领，副区长、班长骨干齐
参与。

该工区党支部书记杨先明在地表
组织把焊接好的充填钢管装上人车，
捆绑牢固后运到负 280 米斜坡道口。

人车一停下，曹三六就带头爬上
人车，和副区长戴声宝、韦航等一道抬
起 100 多千克重的钢管卸到车下，一
根、两根……十根、十五根。第一车运
下的管道迅速被卸下车，支护班长戴
振来、管道班长管忠生、维修副班长魏
昆等立即拿起杠子和加工的挂钩，四

人一根抬起就走。负 280 米中段路面
泥泞湿滑，每走一步都要相互扶持、协
调一致，管忠生腰部有伤，但他坚持和
大家一道一趟不少，每一步都走稳走
好，以防腰伤复发。魏昆干钳工手上活
不错，但个小抬运东西却差点，区长曹
三六却要和他配对抬，便呈现起高矮
配，高的不得不低下腰配合矮的，好在
正是短距离的倒运。而戴振来和其他
二十多个人，负责把管道运到位，近千
米的路程他们艰难前行，有的地方积
水较深，漫进胶靴，打湿裤子，浸了水
的钢管更重，越走越沉。但每一个抬运
人员都尽心尽力，左肩磨红就换右肩，
力气小的、没有抬过的就中途歇一下，
松松劲再抬。80后副区长杨阳从未干

过重活，第一趟就觉得肩膀红痛，就把棉
衣平铺在肩上，好减轻杠子对肩膀的摩
擦；党员何永贵、朱怀川、韩传林、苏忠明、
蒋世发，积极分子陶高德相互展开小竞
赛，沿途相互鼓劲，看谁中途不停，累了开
句玩笑解解乏，汗水从矿帽檐留下，近千
米的路程感觉是那么长、那么远。第一车
运完，第二车又运到，又是紧张卸管、抬
管、运管，就是空手在泥泞湿滑的巷道里
走上一个来回都感到艰难，更何况还要抬
上沉重的钢管，一个个工作服湿透，肩膀
磨红，但无一人偷懒。11时 30分，他们就
席地而坐，就着矿泉水飞快地吃起班中
餐，有的靠着巷道帮壁美美地伸下腰，把
胶靴里的积水倒一倒，20分钟后，他们又
紧张忙碌起来。平均抬运五趟，步行近万
米，尽管很累，双腿发沉，但他们都觉得这
个元旦过得有意义，在 200 多米深的井下
用紧张忙碌的运管竞赛，为新的一年开了
一个好头。 陈文革

元旦井下运管忙

新年伊始，万物更新，动力厂全体
员工以辛勤的劳动迎来新的一年。元
旦当天，该厂热电、供水各岗位员工坚
守岗位。

纵然是节日，生产过程管理依然
严格落实。元旦这天，该厂各岗位员
工严格操作标准与规范。他们在各
自岗位或加强煤、水、油等物质的采

样、制样、化验管理；或为机组运行
提供准确的数据资料，及时调整工
艺参数，提高机组的热效率；或认真
巡检、监盘、操作，确保节日期间安
全供水。

各种劳动竞赛活动也在全厂开
展。在该厂水系统开展的降低电耗竞
赛，在热电开展的降低煤耗竞赛，在新

年里一如既往。去年来，该厂将劳动竞赛
与对标工作相结合。该厂在制定劳动竞
赛经济技术指标时，对照同行业最好指
标和厂历史最高指标，将各项指标分解、
严格考核。同时，将劳动竞赛向服务和管
理方向延伸，在维修车间开展保证维修
质量、设备完好率等项目竞赛；在机关开
展了优质服务竞赛。该厂还将劳动竞赛

与创先争优活动进行有效结合，大力开
展创先争优活动。

去年 1 至 10 月，该厂已实现营业
利润 1305.47 万元，完成年计划的
93.25%，创历史最高水平。今年，该厂将
围绕热电生产的持续性，加强生产组织
与协调；深化“挖潜降耗、提质增效”活
动，切实抓好各项专业管理；再降供水成
本，确保实现全年方针目标。新年第一
天，动力厂员工正以不懈的努力，向年度
目标迈进。

朱莉 章传红

辛勤劳动迎新年

新年伊始，铜冠神虹公司的广大
员工为确保新的一年生产经营目标，
坚守岗位，抓生产，创佳绩。

元月 1 日上午，记者走进铜冠神
虹公司硫化钠分厂，所到之处，一片繁
忙的生产景象。据了解，元旦期间，这
个公司正常组织生产，放弃节日休假
而坚守岗位的员工有 50多人。

在转炉车间，记者看到，一字排列
的四台转炉全部开动，转炉筒体在员
工的精心操作下，正在匀速运转着。转
炉前、控制室，当班员工正在忙碌着，
精心控制和调整生产参数。一位员工
向记者介绍，这个车间转炉单炉生产
能力每天约为 40 吨，通过员工们的
努力，目前生产已经接近最大产能。

硫化钠分厂厂长吴神发告诉记
者：“新的一年已经来临，我们全厂职
工像平时一样，坚持在每个岗位，主动

放弃休息时间，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生
产。目前公司生产、销售形势都比较
好，我们生产岗位的员工更要抓住当
前生产的有利时机，多干多超。今天，
四台转炉全部开起来了，日产量可以
达到 140 吨，比平时平均日产量要多
20吨左右。”

来到沉降车间，记者随当班员工
走上沉降平台，只见一个个分离罐、沉
降罐、成品罐散发着阵阵热气。当班员
工正在对工艺进行巡查，并对罐内的产
品进行取样检验。车间另一侧的成品罐
区，发往金昌冶炼厂的硫化钠产品正在
装运。据了解，产品分为内外两个市场，
除满足集团公司三个冶炼厂的生产外，
这个公司的产品还销往江西、浙江、江
苏等地，产品的性能和优质的服务受到
客户的好评。

据了解，2014 年起，这个公司对

生产系统进行技改，实施煤改气。通过
科技创新，生产环境大为改观，生产能
力显著提高，当年产量就增长 27%。
去年，这个公司生产量达到 35000
吨，超额完成了投资公司下达的各项
经营考核指标。

铜冠神虹公司副经理唐雁对新年
充满期待，对新年的生产经营充满信
心。他说：“2015 年，铜冠神虹公司，
硫化钠生产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超
额完成投资公司下达的各项经营考核
指标，全年实现了安全生产、清洁生
产。2016 年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新
年新气象，新年更要有新的作为。我们
决心在新的一年里，强化管理，科技创
新，加快发展，带领全体员工奋力拼
搏，逆势前行，弯道超车，努力实现
‘十三五’开门红。”

王松林 王强

坚守岗位创佳绩

1 月 1 日一大早，铜山矿业公司工程区员工正在向井下搬运打眼机，为开年首月生产做准备。新的一年，铜山矿业公
司变压力为动力，找准切入点，不断探索和优化各项经济技术指标，以采场衔接为中心，加强生产技术管理，振奋精神，全
身心投入到新年度各项工作之中。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张霞 摄

本报讯 记者 1 月 1 日了解到，
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仙人桥矿业公
司在今年初选矿磨浮技改停产 2 个
多月的情况下，生产铜量 900 吨，全
面完成铜陵有色集团公司下达的各项
生产任务。

去年，该公司以凝聚人心为着
力点，把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
队伍建设作为管理工作的重点，按
照集团公司党委和矿业公司所处开
发区党工委的统一部署，结合“三严
三实” 专题教育，团结带领广大员
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干事创业，
实实在在地为企业发展服务，凝聚

了员工的思想，促进了企业的生产经
营，有效保障了公司的改革、发展、稳
定。

面对员工队伍不稳定、安全波动
大、产品销售不畅、资金紧缺等困难，该
公司认真考虑可能会影响到员工的切
身利益问题，为职工办实事，也让该公
司的决策部署和工作任务落到实处。每
月，该公司领导班子深入基层车间广泛
征求员工意见，坦诚交流，及时了解和
掌握员工思想动向，增强思想政治工作
的预见性和针对性。同时认真分析排查
员工思想状况，有针对性地做好员工思
想教育工作，化解矛盾，为企业的平稳

发展提供了强力思想保证。
在安全生产中，该公司加大了对

干部作风的督察，深入开展党员身边
无事故活动，充分发挥了群团组织在
安全生产中的独特作用，为安全生产
筑起了道道防线。同时，该公司围绕生
产经营目标，在工作上还大力开展好
劳动竞赛、拜师学技、争当岗位能手、
标准化班组建设、合理化建议、红旗设
备评选等活动; 充分调动全矿员工积
极性，积极围绕矿山经营目标任务开
展“立项功关、降本增效、勇于创新、履
职尽责”活动。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周钧

仙人桥矿业公司全面完成 2015 年生产任务

本报讯 申请专利 12 项，授权
专利 11 项，荣获国家优质工程奖 1
项、部级优质工程奖 2 项，参与制定
国家标准 5 项、行业标准 2 项，形成
企业工法 59 项，部级工法 36 项。这
是元月 1 日，铜冠矿建公司召开的第
二届科技大会上披露的自第一届科技
大会以来取得科技成果的一部分。正
式是依托这些科技创新成果的强劲助
推，铜冠矿建公司不仅于 2014 年 4
月成功晋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
驶入了企业发展的快车道。

自首届科技大会特别是 “十二
五”以来，该公司始终坚持把科技进
步作为引领战略目标的核心，以科技
发展战略为先导，以全面提升技术创
新能力为主线，以筑牢有色矿山建井
行业领先地位为目标，着力推动具有
行业特色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以先
进装备引领关键工艺创新升级为重
点，找准技术创新的突破口，以解决现
实技术难题为保障；以提效降耗为目
标，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实施再创新，
最大限度地将技术与装备优势有机
融合转化为产业优势，科技实力显
著增强，创新水平显著提高，创新成
果水平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明显
增强，解决了大量的重大工程技术
难题；在保证工程安全和质量、加快
工程进度和降本增效上，发挥了越
来越大的作用，为公司实现快速健
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
保障。

为适应产业升级需要，有利于技
术创新工作的开展，该公司于 2014
年 5 月整合相关资源，组建企业技术
中心并成立相关的研究所，制定相应
的管理制度。构建了以技术中心为平
台，以各专业技术研究所为基础，以项

目实施为纽带，以产学研合作为机制，适
应公司产业布局的技术创新体系，有力
地促进和保证了创新工作的开展，保障
了企业发展需要。与此同时，通过加强人
才队伍建设，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注重产
学研合作。该公司科技创新斩获了丰硕
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共开展各类科技开
发项目 60 余项，累计投入科技研发费
用约 1.2 亿元，形成了一大批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申请专利 12 项，
授权专利 11 项，其中发明专利 1 项，实
用新型专利 10 项。荣获国家优质工程
奖 1 项、部级优质工程奖 2 项，部级科
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市级及集团公司科
技进步与创新成果奖 4 项；参与制定国
家标准 5 项、行业标准 2 项，形成企业
工法 59 项，部级工法 36 项。公开发表
科技论文 92 篇。2014 年 4 月，该公司
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借助科技创新的大力推动，该公司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施工能力持续提升。
国际国内项目得到同步发展，生产经营
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影响力显著提高。千
米深井及超深井施工、深井高压大流量
涌水治理等关键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同时，该公司固定资产规模不断扩
大，装备能力显著提升。截至 2015 年
底，该公司拥有各类设备 1730 台套，装
机总功率 11.5 万千瓦，主要施工装备水
平处于国内先进水平。2001 年至 2015
年，井巷工程掘进、支护工程量分别由
25.16 万立方米，1.81 万立方米增加到
81.5 万立方米，5.38 万立方米，采矿作
业量在 2011 年起步后快速增长到 240
万吨，防治水工程从起初的零星施工逐
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施工产值由
0.966 亿元增加到 10.11 亿元，该公司发
展前行挂上了“高速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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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助推———

铜冠矿建公司驶入发展快车道

郑贵怀是铜山矿业公司采矿区维修班副班长。他多次荣获矿业公司“岗
位能手”、“优秀员工”等荣誉称号。

目前，铜山矿业公司使用的无轨铲运机和新式电机车等设备，都是郑贵
怀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新设备。为了更好地完成维修任务，他利用业余时间刻
苦钻研业务，虚心向技术人员请教，全面掌握了铲运机等新设备的维修技术。
对井下 2 立方米无轨铲运机的铲斗磨损快、更换量大情况，他提出了用 30 毫
米钢板更换因磨损报废铲斗的底板，然后用 20 毫米的耐磨锰钢板在底板上
焊加强筋，再对铲斗的底边进行堆焊包边，每年可节约生产成本 10 余万元。

2015 年 4 月份，在铜山矿负 613 米中段 4 号铲运机在铲矿过程中，发动
机的冷却风扇的皮带发生了断裂，导致发动机拉缸熄火。针对这一现象，他开
动脑筋反复研究，采取了将发动机的断带保护装置串联到发动机熄火电磁阀
上的方法，使冷却风扇断带时发动机能够及时熄火，避免了因冷却风扇断带
发现不及时而造成的发动机拉缸现象。

———铜山矿业公司采矿区维修班副班长郑贵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