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丰富女工业余文化生活，3 月 7 日，铜冠（庐江）
矿业公司举办了女工包包子比赛（如图），来自该公司各基层单位的 11 名女工参
加了比赛。 王树辰 摄

凤凰山矿业公司为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开展了女职工扑克牌比赛
（如图），营造健康文明、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王松林 段 青 摄

铜冠物流公司金城码头坚持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以提高设备利用率，
确保码头货物装卸顺利进行。

图为该码头技术工人正在更换皮带运输机皮带。 王树强 王杰 摄

日前，冬瓜山铜矿充填区党支部组织开展“学技能、爱钻研、尚节俭”降本增
效知识竞赛活动（如图）。竞赛答题涉及设备维护保养、采场充填科学布置，以及
崇尚节约、反对浪费等知识内容。通过竞赛，让全区职工在寓教于乐中进一步增强
降本增效意识。 汪为琳 摄

本报讯 借助三月份为综合治
理“宣传月”的有利契机，稀贵金属
分公司着力于“五个结合”，推动平
安企业建设和综治各项措施落实。

大力开展综治宣传月活动与平安
创建活动相结合。该公司将组织各级
人员学习公司“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会
议文件”主要精神及相关知识，帮助干
部职工对平安建设知晓率达到 95%以
上。综治宣传月活动与重点整治工作
相结合。利用各种载体，加大“六五”
普法教育、国家安全教育、反邪教警示
教育和综治、平安建设宣传力度，增强
干部职工的法制观念、国家安全意识
和综治平安建设意识。综治宣传月活
动与加大群防群治工作相结合，帮助
职工认识到自己是活动的参与者又是

活动的受益者，不断增强职工群众“维护
治安人人有责”的意识。

综治宣传月活动与矛盾纠纷及不稳
定因素排查化解工作相结合。该公司将
开展消防知识培训、各种应急预案的宣
传学习及逃生的演习，同时，做好防火、
防盗、防爆炸、防毒、防治安灾害事故工
作，全面落实人防、物防、技防、心防措
施，确保企业安全、稳定。综治宣传月活
动与“属地管理”相结合。颁发 2016 年
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责任书，进一步强化
综治责任意识和加大平安单位创建力
度，认真履行保一方平安综治责任，大力
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具体
做法，并不断加强社会治安防范意识，建
立治安长效管理机制。

傅大伟 吴民静

稀贵金属分公司着力“五个结合”构建和谐平安企业

本报讯 2 月 26 日，安庆铜矿接
收了 12 名劳务输出人员。该矿对他
们进行了培训、考试，目前他们已被分
配到该矿井下充填管道安装、掘进、打
眼和浅采等岗位。

近年来，安庆铜矿采掘工作量
不断增加，退休自然减员后一直未
补充员工，造成目前井下一线和地
表部分岗位人员不足，一定程度上
影响和制约着矿山的生产和安全，

而临近的月山矿业公司拥有较多的
富余熟练员工。

集团公司从降本增效、合理利
用人力资源出发，安排月山矿业
公司部分熟练的井下一线和地表
相关岗位人员劳务输出到安庆铜
矿作业，实现月山矿业公司与安
庆铜矿的人力资源互利互补，合
作共赢。

劳务输出人员来该矿后，安庆铜

矿认真做好人员接待工作，并且按照
安全管理规定，对 12 名人员开展了
安全操作规程、工艺流程、现场作业要
求、井下作业须知等方面安全教育培
训，目前培训考试结束，人员已陆续上
岗。他们被分到不同的岗位上，承担着
该矿井下充填管道安装、掘进、打眼和
浅采等工作，为该矿生产注入了新的
动力。

陈 潇 伍代信

安庆铜矿 12名劳务输出人员顺利上岗

仙人桥矿业公司为保障高压供配电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做到未雨绸缪提前开
展检测试验。日前，该公司联系集团公司电气试验检测中心，完成了 35KV 变电
所、负 180 米中央泵房配电所、副井高配所、选矿高配所等高压供配电系统的保护
检测试验（如图），以及供配电系统的防雷设施的检测工作。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周 钧 摄

铜冠物流金运物流分公司紧紧围绕集团公司各生产企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提供优质高效的物流服务，保证了各生产
企业的产品和原料顺畅流通。图为该分公司正在组织装车，将安徽铜冠有色金属（池州）有限责任公司的铜箔发往全国
各地。 沈 伟 摄

本报讯 日前，来自金隆铜业
公司各关键岗位的 60 多名员工在
《廉洁从业承诺书》 上郑重地签上
了自己的名字。此次《廉洁从业承诺
书》 的签订是金隆铜业公司党委为
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

预防腐败体系的有力举措。
据悉，《廉洁从业承诺书》从遵守

国家法规、维护公司利益、加强个人修
养等方面入手，对公司人员的从业行
为提出了具体要求，进一步引导员工
履行岗位职责，积极践行 “干净、干

事”的廉洁文化理念。一份份承诺书如
同一面镜子，时刻提醒员工要坦荡做
人，廉洁做事，为员工廉洁从业设立保
护屏障，对树立员工良好形象、保障金
隆铜业公司健康发展等都将起积极的
推动作用。 王承乐

金隆铜业公司组织关键岗位员工签署《廉洁从业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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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参加工作 17 年来，一直坚守
在采矿技术岗位上，由井下工区技术
员、工程师到高级工程师再到如今副
科级管理人员，虽然工作的角色在不
断转换，但他对矿山的爱和拳拳之情
丝毫没有改变。在奉献自己青春年华
的同时，以自己精湛技术为矿山创造
出巨大经济效益，他就是铜山矿业公
司生产部副部长兼深拓办副主任程
战明。

程战明自 1999 年 7 月于山东建
材学院采矿工程专业毕业分配到铜陵
有色铜山矿业公司工作后，从那天开
始，他下决心将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
铜山这块热土上，以矿山为伴，以矿石
为舞，人生理想和追求都与矿山采矿
工作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采矿工程
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技术的发展却
日新月异，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层出不
穷，他自己深深知道，只有不断学习，

刻苦钻研，不断解决工程实践中的实
际问题，才有立足之本。“一个矿山有
无发展潜力，关键取决于生产布局和
机械化水平”，新项目的建成应该充
分发挥设计中提供的各种优势资源，
要求改变传统思路，转换角度去看新
的问题。大直径深孔阶段空场嗣后充
填法在他的推动下成功应用，在同样
采场结构参数条件下，单个采场能力
提高了 3 至 5 倍，大大提高了劳动生
产率。2014 年铜山矿业公司新区投
产之后，为使对生产过程遇到的难题
进行归纳总结，他提出工作思路，在
完善井下生产系统、生产工艺、强化
技术操作、边生产边调试等方面积极
工作，总结提出“新区井下矿石倒运
地表堆存，集中处理模式”，使生产稳
定运行。

从事采矿技术及管理工作 17 年
来，特别是近年来他先后参与、组织和
实施并完成了 30 多项工程设计优化
和技改项目，担任过 20 多个方案设计
的负责人，为该矿创造经济效益 80 多
万元。《负 301 米中段 30号矿体 8号
柱采场补充南头探矿工程》 的合理化

建议的实施，共获得铜量 120 吨；《建
议平移 1 号北房电耙道兼顾 1 号北柱
底台残矿回收》 的合理化建议共获得
铜量 33 吨；均获有色控股公司二等
奖，同时获省重大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成
果奖。集团公司投资近 6 亿元的深部
资源开采工程，工期紧，设计优化及施
工优化对于工程进展尤为重要，他一方
面深刻领悟设计思想，同时结合成功的
实际经验，对水仓工程、回风道的设置、
人行措施井设计进行了优化，使得系统
更具实用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研究施
工组织实施方案，一方面每天深入现
场，了解各掘进工作面特点及相互之间
的关系，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制定了一套
保证施工效率的管理制度，进而实现了
最高掘进水平的发挥。

在回风井系统施工过程中，井建
工程、土建工程、安装工程无法实现同
步施工，且交叉作业安全无法保障，为
确保安全和工期要求，他同相关专业
技术人员一道分析研究、桌面模拟，提
出用预制钢构件制作成风道，并进行
高级别的防腐工艺，用套头与井筒和
风机连接。方案的实施极大地缩短了

风道的施工工期，缩短了项目的建设工
期，确保了项目的投产时间；另外还解决
了风道的防腐问题。该预加工的风道总
结为 《一种地下矿山抽出式风井的抽气
装置》获得实用新型专利。建议采用湿式
喷射混凝土支护替代传统模具混凝土支
护并作为坑下永久支护，极大提高了支
护效率，提高了整体施工进度。基于湿式
喷浆支护技术成套在矿山井巷工程的应
用在铜山深部开拓工程的进行研究试用
项目获得集团公司科技二等奖。参与深
部矿产资源开采项目中的新主井、新副
井工程分别获 “部优工程奖”，他荣获
“部优工程先进个人”。

“人是要留下点纪念的，工作一辈
子，应把自己的经验当作财富留给后
人。”程战明深深知道这个道理。因此，他
不断总结，勤于笔耕，在总结提炼的基础
上，成果丰富，业绩卓著，并有多篇论文发
表在《中国矿山工程》、《有色矿冶》等杂
志上，并将自己所发表的论文和经验总结
与同行们交流分享，共同进步提高。并多
次获得矿业公司 “十大标兵”、“优秀岗
位能手”称号。

夏富青

一位科技工作者的敬业奉献
———记铜山矿业公司生产标兵、生产部副部长程战明

本报讯 日前，铜陵市立医院胸
外科应用胸腔镜微创技术成功地为一
肺癌患者实施了 “全胸腔镜下右肺中
叶切除 + 淋巴结清扫”手术。该项手
术目前在我市尚属首例，填补了我市
在胸腔镜技术应用领域内的一项空
白。

患者谢某，男，现年 57 岁，半年前
体检发现“右肺中叶块影”，经多家医
院抗炎等相关治疗后，阴影未见明显
缩小，后来到铜陵市立医院胸外科就
诊。经 CT 检查，提示“右肺中叶见一
直径约 1 厘米磨玻璃样结节影，周边
可见条索影”。该院胸外科专家经过认
真讨论后，决定为患者实施胸腔镜下
肺中叶切除手术，并于 2 月 26 日在全
麻下行 “全胸腔镜下右肺中叶切除
术”，术中病理为腺癌，同时予以淋巴
结清扫术。手术十分成功，术后第二天
患者即可下床活动，第三天拔除引流
管，第六日即康复出院。

钱扬顺 何 军

铜陵市立医院成功
开展“全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术”

3月 2 日下午，金昌冶炼厂硫酸
车间一系统干吸管道一个连接短节
腐蚀烂通，硫酸泄漏。担负该车间设
备维修保障任务的工程技术分公司
金昌项目部管道铆焊班管道工、电焊
工和电气二班电工很快赶到现场。生
产循环泵停电和相关管道闸阀关闭，
做好安全措施后，管道工和电焊工忍
着现场浓烈刺鼻的硫酸气味立即投
入抢修。经两个多小时紧张忙碌，干
吸管道腐烂的短节更换完成，检查干
吸管道再无漏洞、裂缝后，开闸阀，生
产循环泵送电，一系统生产恢复正
常。

当天 18 时左右，运行中的一系
统干吸 14 号生产循环泵电动机又
突然跳电停止工作，金昌项目部电
气二班值班电工到场检查，发现电
动机烧坏；该车间启动备用泵后要
求金昌项目部迅速修复 14 号生产
循环泵。已下班正在为女儿庆贺生
日的该项目部电气二班班长仇恒
红，接到抢修电话立即打的返回金
昌冶炼厂，到现场后与本班值班电
工，以及同样从市内打的赶来加班
的金昌项目部机械二班一名钳工、
一名起重工四人一起合力将损坏的
电动机拆卸。此时，金昌项目部调派
的叉车也已到场，几名维修工在叉
车的帮助下把 1 吨多重 160 千瓦的
备用电动机运至一系统干吸平台下
方现场检修专用运输轨道小车上，
并把小车推到现场起重设备可以吊
装的位置，把备用电动机小心翼翼
吊放到生产循环泵泵架上安装、固
定。紧接着，两名电工将烧坏的电动
机电源电缆接线端截断重新制作接
线端头、接线；又对电源断路器和软
启动器，现场起、停按钮等控制电
器、控制线路进行了检查，确认一切
正常后，送电、启动试车。21 时，安
全完成 14 号生产循环泵抢修任务。

嵇家保

紧急抢修为生产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安全生产工作，促进生产稳定持续
进行，保障职工人身安全，日前，金
昌冶炼厂结合实际启动实施安全生
产“铸安”行动。

为开展好此次“铸安”行动，该
厂成立了以党政主要负责人为组长
的行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全面部署组织落实安全生产
“铸安”行动。

此次行动分动员部署、自查自
纠、重点整治、督察检查、总结提高
五个阶段。通过开展安全生产 “铸
安”行动，持续深化该厂去年开展的
全面安全生产大检查及 “打非治
违”专项行动成果，进一步总结经验

和查找不足，强化整改落实。
结合实际，该厂进一步分析梳理

当前影响和制约安全生产突出问题和
矛盾，重点突出对危险物品生产、使
用、装卸以及厂内交通运输、外来施
工、防火防爆、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的专项治理。该厂积极开
展厂级、车间、班组三级安全隐患排
查，对每一个岗位、每一道工序、每一
个作业单元、每一项安全措施落实情
况，开展全面深入、细致彻底排查，针
对存在的问题，制定整改计划，落实
整改措施，检验整改效果，建立完善
的安全隐患排查台账，健全安全生产
隐患排查整改常态化机制。

该厂还加大现场“反三违”查处

力度，防止因人的不安全行为导致安
全事故的发生。为提升安全生产保障
能力，该厂积极探索自动化控制和预
警技术，应用生产控制系统、设备安
全连锁系统、紧急停车系统、有毒有
害、可燃气体及火灾检测保护系统，
实现危险化学品的自动化生产控制。
采用自动控制技术，应用 DCS、PLC
等过程控制系统，代替间歇式生产过
程中进料、配比、反应、放料等岗位的
人工操作，减少人为操作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危险因素。活动期间，该厂还
将大力推进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演练、
停产检修专项安全督察等活动，营造
良好的安全企业文化。

齐宏明

金昌冶炼厂开展安全生产“铸安”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