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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5 年，金昌冶炼厂在
主产品产量全面超额完成集团公司年
度计划任务的同时，各项经济技术指
标较上年同期均有所改善。其中，粗铜
年 产 12.75 万 吨 ， 超 公 司 计 划
15.91％；电铜年产 13.8739 万吨，超
公司计划 4.94％；硫酸年产 41.006 万
吨，超公司计划 10.81％。

2015 年是该厂安全环保生产年。
为了适应新的生产形势，该厂持续调
整生产模式，先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停
开制氧 I期和电解一、四期系统；坚持
转炉“两开三倒”生产模式，降低奥炉
处理量等。生产上先后经历了酸泥入
炉、环保督查、汽化装置投入运行、砷
渣返炉、高铜砂短缺、杂铜脱供等一系

列考验。为确保完成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任务，该厂一方面通过加强原料管理、
现场管理，确保 “有好料可用、配好
料”，生产工艺秩序稳定，另一方面加强
生产系统管控，消除生产波动，全面贯
彻厂部“无间隙生产管理制度”和“视
情维修制度”，最大限度减少非生产时
间，提升产量。同时，该厂加大技改技措

工作力度，持续开展烟气攻关治理、硫
酸系统优化、奥炉降风量、稳定液氧汽
化装置运行等活动，消除生产瓶颈，稳
定生产工况。

2015 年主产品产量的圆满完成，为
该厂生产积累了宝贵的管控经验，也为
2016 年稳定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许 敏

金昌冶炼厂去年主产品产量超额完成集团公司年度任务

汪洋是凤凰山矿业公司坑采车
间一名普通的采矿工人，自参加工
作以来一直奋战在井下采场第一
线，为坑采车间采矿任务的完成攻
坚克难。

去年，汪洋带领小组人员，在矿
山负 440 米中段 2 号采场夺得了
一半的高产成绩。他在实践中积累
了一套安全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为任务的完成提供了保证。负 440
米中段 2 号采场是坑采车间主要
供矿采场。去年汪洋和他的小组就
在这个采场工作。但这个采场过去
面积只有 700 平方米，汪洋带领小

组人员采探并进，增大采场面积
400 多平方米， 完成采矿 3 万余
吨，掘进 100 多米，锚杆 2000 多
根，几乎担负了负 440 米中段供矿
一半任务。

尤其新增的采场 S 头天井口，
顶帮压力释放频繁，安全隐患多，锚
杆支护量大，难度高。辉绿岩横穿这
个新增采场，交叉交汇在采场中心，
使这个新增采场的岩石结构很不稳
定，安全隐患多，极易发生大面积冒
顶。针对辉绿岩带，他们利用金属网
和锚杆联合支护。由于是辉绿岩带，
见风见水见空气后，风化很快，锚杆
和金属网支护好后不到几个班，就
失去了支护作用，只得重新支护。他
就早上班迟下班，加班加点工作。针
对新增采场的作业难度和安全现

状，小组人员都产生了畏难情绪，劝说
汪洋放弃这个采场，但他认为矿山矿
产资源接近枯竭，而矿源来之不易，再
难也要把矿石采下来。他仔细观察采
场，寻找解决办法。针对采场顶板差，
岩石破碎和岩石松软，他们采用锚杆
和金属网联合支护，合理布置炮眼，采
用光面爆破来维护采场顶、帮。利用管
式锚杆来固定帮边的竖滑，利用楔入
式锚杆的耐拉力的特点来固定采场的
平滑，使顶板得到支护，整体均匀受
力。为了确保作业效率和作业质量，他
每天亲手一个一个地布好眼位，根据
顶板的破碎情况控制雷管规格和药
量，每个环节他都亲自动手。在汪洋和
同事们的艰苦努力下，终于圆满完成
了整个负 440 米中段供矿过半任
务。 王松林 段青

拿下最难啃的采场
———记凤凰山矿业公司优秀员工汪洋

吴珺是金冠铜业分公司的维修
电工技师、区域点检员，自从学校毕
业后进入企业，就做起了设备的守
护者，且一干就是十六年，为金冠铜
业分公司设备的稳定运行做出了积
极贡献，被该公司先后授予“岗位
能手”、试生产二等功等荣誉称
号。

该公司在生产进入正常生产轨
道后，产量不断提高，设备投料装入
量同步加大，因此，设备的故障率也
随之增高。为及时恢复生产，减少因
设备故障影响生产时间，每次在设
备出现故障时，不管是上班还是在
家里休息，吴珺总是以最快时间赶
到现场，对故障原因进行分析并消
除。他经常加班加点，从无怨言。

设备维护管理的重点就是点巡检
工作。为了做好这方面工作，他根据所
负责生产区域的设备运行情况，提前
安排好设备点巡检计划，认真点检每
台设备，做好每台设备的点检记录和
维修记录。在无数次的维修实践中，他
摸索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点检、维修办

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对设备哪儿
出现问题有一种直觉。”

去年，在吹炼失重风动溜槽改
埋刮板的项目中，需对原风动溜槽
进行保护性拆除，同时做好新刮板
的对接及调试。由于该项目施工时
间较短，为了避免和机械、工艺交叉
施工，他提前安排外协提前敷设电
缆及控制柜，当吹炼炉一停炉，就赶
到现场对原风动溜槽电缆、阀组及
现场控制箱进行拆除，同时密切关
注施工进度，及时调整施工方案，提
前完成对刮板电机的单机调试。在
调试工程中，要求工艺“现场控制
箱无紧急停止按钮，当远程启动后，
本地无法紧急停车”；为了满足工
艺需要，他通过研究原设计图纸后
利用备用电缆在现场控制柜增加了
一副急停按钮，当设备出现故障时，
无论是远程还是本地启动均能通过
紧急停止按钮停车。通过 72 小时
的努力，吹炼冰铜失重埋刮板一次
联动试车成功，确保了吹炼炉正常
生产，提高了工作效率。

精矿输送系统故障率很高，主要
出现在 CD 泵出口阀密封圈损坏频
繁，导致整个输送系统不能自动输送，
严重影响了精矿装入系统的稳定性。
为消除这一顽症，他将拆除的密封圈
反复进行检查，并查阅大量资料，终于
发现问题出现在密封圈间隙和密封圈
材质上。他便采用高温耐磨密封圈，不
断试验摸索出密封圈合理的间隙，将
密封圈的使用寿命由 30 天延长到 60
天以上，不仅降低了设备故障率，同时
节约了维修成本。

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专业知
识，不断加强自身的理论和实践水平，
针对设备故障隐患积极提合理化建议
和工艺革新活动。他参与提出的《冰
铜水淬及吹炼渣水淬粒化头阀门改
进》、《冶炼系统圆顶阀密封圈间隙调
整》等建议多次荣获一、二等奖。据统
计测算，《铜精矿输送系统 ＣＤ 泵技
术改进》的采纳实施，不仅降低了设
备故障率，同时节约了维修成本，仅此
一项，每年可产生经济价值达五十多
万元。 陈潇 封保敏

设备的守护者
———记金冠铜业分公司岗位能手吴珺

本报讯 自 2016 年 1 月 6 日
起至 4 月 16 日，铜冠建安公司在
全公司范围内开展“百日反盗窃”
专项活动。本次专项活动旨在打击
企业内部盗窃犯罪活动，保护企业
财产安全，维护企业内部治安秩序，
提高企业治安防范和治安控制的能
力。

为加强活动组织领导，该公司
成立了“百日反盗窃”领导小组，下
设办公室、侦查小组，该公司各基层
单位也分别成立了活动工作小组，

制定了活动实施方案。同时，为保障
活动有计划、有组织、有成效的开
展，该公司将本次专项活动分为三
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调查摸底阶段。通
过宣传发动职工群众参与“百日反
盗窃”专项活动，对盗窃案件重点
部位、重点时段、销赃渠道进行全面
清查。第二阶段为集中行动阶段。着
力查找企业内部防盗薄弱环节，加
大对案件多发部位的守候巡查力
度，加强门岗的管理，有针对性地开

展集中打击，进一步强化 “人防、物
防、技防”，建立健全相应的监控巡防
制度。第三阶段为总结巩固阶段。总结
专项活动开展情况，积极探索、创新新
形势下的反盗窃工作方法，加大反盗
窃工作实效。针对专项活动中发现的
漏洞和薄弱环节，制定整改意见，进一
步完善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防范、管理、
控制等治安防控机制。同时，对积极提
供线索破案、为企业挽回一定经济损
失的职工，给予表彰奖励。

李海波

铜冠建安公司开展“百日反盗窃”专项活动

1 月 12 日 5 时，熟睡中的工程技术
分公司金昌项目部管道铆焊班副班长陈
财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惊醒：“金昌冶
炼厂硫酸车间一系统一吸塔阳极保护酸
冷器冷却水过水管有泄漏，你迅速组织人
员抢修。”手机里传来金昌项目部调度中
心的抢修指令。阳极保护酸冷器里有上千
根不锈钢冷却水过水管，只要有一根过水
管泄漏，冷却水就会混入酸冷器里的硫
酸，硫酸车间一系统就要停产。陈师傅立
即起床穿衣，用冷水洗脸提神醒脑，驱赶
睡意后，出门一边用手机联系本班组几名
管道工、电焊工立即到厂，一边打的赶往
金昌冶炼厂。5时 40分左右，陈财师傅与
先期接到通知赶到现场的吴承庆等 3 名
电焊工、管道工及项目部调度中心联系调
派的一名起重工汇合。

此时，硫酸车间一系统已停，与一吸
塔阳极保护酸冷器进、出口连接的硫酸管
道闸阀、冷却水管道闸阀已关闭。按检修
程序，第一步要打开阳极保护酸冷器外壳
两头直径约 1.2 米的封堵盲板，但两头封
堵盲板共 96根 18×120 的固定螺栓均全
部腐蚀严重，拆不下来，早有心理准备的
陈财师傅马上安排，并配合电焊工动用风
焊切割腐蚀的螺栓。一头封堵盲板 48 根
螺栓切割卸下后，电焊工把割刀连同风带
拖到另一头切割；陈师傅带着大家，以起
重工为主，拉动葫芦链条把固定螺栓卸下
的这头封堵盲板打开吊下。8 时 15分，到
厂安排好班里工作的管道铆焊班班长曾
杰来到现场，加入抢修。在两位班长的带
领下，另一头封堵盲板也安全打开吊下。
封堵盲板一打开，浓烈的硫酸气味弥漫现
场，阳极保护酸冷器外壳内壁仍有残留的
硫酸向下滴，好在大家早已穿戴了防护面
具和防护镜。现场检修经验丰富的两位班
长和管道工从两头钻入酸冷器壳体，打着
手电筒细致查找，在上千根手指头粗细的
冷却水过水管中找出 16 根腐烂泄漏的管
子。狭小的空间里，陈财师傅和管道工把
32 个准备好的不锈钢堵头嵌入 16 根有
漏洞的过水管两头，电焊工半躬半蹲着一
一焊接封牢，将这 16 根过水管废弃，不再
过水。12时许，酸冷器过水管注水试压，再
无过水管泄漏后，酸冷器两头封堵盲板换
上重新制作的石棉密封垫，吊装对位，上
新螺栓紧固，抢修结束，硫酸车间一系统
重新开动恢复生产。 嵇家保

抢修在冬日

1 月 10 日，周日，按照业主单位———
金昌冶炼厂硫酸车间要求，工程技术分公
司金昌项目部电、钳工对硫酸车间奥炉Ⅱ
通道电收尘电场进行了检修。

电收尘电场是收集金昌冶炼厂奥炉生
产中产生的含硫及稀有金属烟气的重要设
备，电收尘电场是否正常工作直接关系到
硫酸车间制酸工序是否正常生产和该厂环
保工作。

8 时半，停电挂牌，做好安全措施后，
金昌项目部电工吕庆好，钳工叶和庆、雷雨
开始按各自专业分工分头展开检修工作。
在硫酸车间生产工的帮助下，2 号电场检
修人孔打开，叶和庆、雷雨两人从检修人孔
钻入电场，检查发现 2 号电场阳极振打传
动轴和 13 个振打甩锤全部被含有硫酸铜
等稀有金属及杂质的粉尘结晶、结垢凝结，
转动不了，且传动轴轴销断裂。两位钳工
师傅用大锤、铁钎、铁铲等工具逐一敲打、
震动，清理 13 个振打甩锤和传动轴上的
结晶、结垢物。在铁锤、铁钎大力震动下，
粉尘纷纷落下。虽然带着安全帽、防护口
罩、防护眼镜、手套，但额头、脖颈、手腕裸
露部位仍被四处飞舞的粉尘侵染，他们忍
受着皮肤瘙痒、手臂酸痛，坚持着将传动轴
和 13 个振打甩锤上凝结物全部清理完，
又用大号管子钳用力搬动传动轴，使传动
轴慢慢活络，能够转动，并将断裂的轴销拆
卸、更换。原本正常休息的电工吕庆好赶
来加班，在对 4 个电场顶部保温箱检查、
处理高压电源引线和顶部电加热连接线，
更换一根绝缘损坏的高压电源引线及一根
石英穿墙套管后，又进入 4 个电场，逐一
检查电场的绝缘情况，完成自身工作后，他
再次钻入 2 号电场，配合钳工处理阳极振
打故障。故障排除后，3名师傅已是满身灰
尘、满脸汗水。

金 工

检修不怕苦脏累

本报讯 为进一步激发管理人员
工作的积极性，实行全新的动态管理
机制，日前，铜冠电工公司组织职工代
表对公司中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
员以及两级机关管理人员进行 2015
年度综合民主测评。

此次测评采取职工代表评议、管
理人员互评、领导评价相结合的方法

进行，评议采用无记名的方式进行，重点
考核管理人员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
的表现及履职情况。此次测评，是对所有
管理人员在去年一年内工作作风的一次
全面检验。该公司将结合民主评议结果，
为下一步该公司党委对管理人员的任用
和绩效考核提供参考依据。

芦广胜

铜冠电工公司对管理人员进行民主测评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
建设，提高青年教师教学水平，引导青
年教师爱岗敬业、刻苦钻研业务、注重
教学基本功训练，日前，安徽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举办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
赛活动。

本次教学竞赛活动经过该学院系
部初赛选拔，共有 12 名教师进入决
赛。决赛中，按照活动要求，参赛老师
提前 20 分钟现场从本学期教学课程
的进度计划表中随机抽取一节，现场
准备时长 20 分钟的讲课内容。比赛
过程中，由评委专家依据参赛教师现

场讲课内容，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
手段、总体评价等 4 个方面进行打分。缘
于日常的积累准备，该学院每位参赛老师
在比赛中讲稿内容都充实完整，教案设计
合理有序；讲授内容科学合理，联系实际
应用。

“这次的教学基本功竞赛真实展现了
学院青年教师良好的教学功力和仪表风
度，真正体现了我院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
和实力。希望青年教师今后进一步提高业
务水平，不断夯实业务基本功，提升自
我。”该学院党委负责人在总结时如是说。

傅大伟 徐婧婧

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举办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活动

本报讯 近日，铜陵市立医院疼痛
科市内率先应用“皮内阻滞法”配合口
服药物治疗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取得满
意效果，受到患者欢迎。

患者虞某，现年 80 岁，系本市一家
退休职工，2012 年患了带状疱疹，留下
了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后遗症，后腰部时
常疼痛难忍，夜间不能入睡，先后曾到
多家医院就诊，均无特效。2015 年 8 月

经人介绍，患者慕名来到铜陵市立医院
疼痛科就诊，经检查确诊后，该科专家遂
应用目前治疗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最新疗
法“皮内阻滞法”并配合口服药物，为其
进行了一个疗程的治疗，患者疼痛减轻，
症状得到了明显控制。近日，患者再次来
到该院，接受了第二个疗程的治疗，目前
疼痛症状完全解除，睡眠状况良好，患者
非常满意。 钱扬顺

铜陵市立医院应用新疗法
治疗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取得满意效果

日前，天马山矿业公司金口岭选矿车间利用年终停产检修时间，组织职工对 0
号球分级机减速机进行检修，顺利完成了箱体螺栓的更换紧固工作，为车间安全生
产提供保障。 朱艳 侯晓琳 摄

日前，天马山矿业公司金口岭选矿车间针对陶瓷过滤设备在低温时会冻裂损
坏的情况，及时对清洗过的陶瓷板进行覆盖防止冻裂，同时为车间区域暴露在外的
管道和闸阀进行包扎，为它们穿上“保暖衣”，确保机械设备安全过冬，保证冬季的
生产安全运行。 朱艳 张叶 摄

日前，铜冠电工公司机关党员正在为宣传牌进行防腐处理。铜冠电工公司工作中注重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和奉献精神，经常深入一线开展义务劳动，用行动凸显了党员形象。 王红平 芦广胜 摄

日前，冬瓜山铜矿计生服务人员在采矿工区派班室宣传计划生育新政策。生产
一线员工学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
管理的决定》。 李志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