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5月 10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窦 华
综 合 新 闻

本报讯 日前，冬瓜山铜矿提
升二区用 14 个小时完成对负 910
米矸石运输皮带更换，确保矸石生
产正常进行。

该皮带全长 110 米，宽 1.2 米，
担负着全矿矸石运输的重任，因皮
带长期重负荷运转，损耗严重，面
胶层老化、划痕、检修接头随之增
多，安全隐患日趋严重。为了尽快
完成皮带更换任务，区里最大限度

地减少影响生产的时间，最终采用箕
斗底部用钢丝绳挂吊牵引，将旧皮带
与新皮带粘接在一起，用安装的回柱
绞车向下拽上层旧皮带，牵引新带从
架子底端上移，边拽旧带边装车，最
后闭合环带完成粘接。为了保证粘
接质量，该区组织一支安装队伍，先
是给新皮带带头打夹板、连接钩头、
打卡子、起吊、拖拽皮带……再更换
部分皮带托辊，调整皮带架子并调

平调直，对机头电机、减速机、轴承、
齿轮进行严格检查，按照规定标准
维护检修，新皮带随着旧皮带的拉
出安全到位。安设皮带托轮架，固定
新皮带……连续奋战14个小时，皮带
粘接工程全部完毕，并试车成功。此次
皮带更换，大大提高了设备性能，提升
了皮带安全管理水平，矿山矸石运输
的主要渠道得到了有力保障。

胡敦华

冬瓜山铜矿提升二区
完成冬辅井矸石皮带更换任务

本报讯 日前，铜冠物流公司
“首席制” 汽车驾驶员技术比武活动
（笔试部分） 在该公司金铁分公司举
行，来自基层 7 家单位共 28 名汽车
驾驶员参加角逐。

此次汽车驾驶员技术比武，该公

司先由基层单位通过筛选推荐，挑选
业务技术精、职工中威信较高的驾驶
员参赛，旨在进一步调动广大职工
“学技术、钻业务”的积极性，全面提
升汽车驾驶员的业务技能水平。

邹卫东

铜冠物流公司开展“首席制”汽车驾驶员技术比武活动

本报讯 金昌冶炼厂针对转型
过渡期的实际，切实抓好企业内部
治安保卫和企业稳定工作，努力营
造稳定的生产经营秩序，确保工厂
实现平稳过渡。

在防盗反盗窃工作上，该厂加
大夜间巡逻密度和频率，从巡逻中
发现蛛丝马迹，查找隐患，加以根
治。同时，加强对重点涉铜岗位的防
盗管理，落实车间、班组、保卫部门
三级管理制度。车间重点抓教育、抓
防范；班组重点发挥治安协防长的作
用；保卫部门加强对重点目标、重要
涉铜岗位的布控，严厉打击侵吞和偷
盗国有资产。在对驻厂单位和外来施
工队伍的治安管理上，该厂和驻厂单
位、外来施工单位签订治安综合治理
责任书，进行治安责任交底，加强施

工（作业）过程的治安管理。
该厂认真落实集团公司关于严禁小

汽车进入厂区的规定，加强对外来人员、
车辆进出厂区的检查。对因施工和检修需
要进入厂区的临时外来人员，按照部门归
口管理的制度，严格履行出入手续，认真
核对每个进出人员的身份信息，加大对进
出人员的出门检查，避免随意进出、无序
进出和管理不严携带、夹带出厂的问题。

针对工厂处于转型过渡期矛盾问
题增多的现象，该厂抓好矛盾纠纷排查
处理和维稳风险评估工作，从源头上预
防和化解矛盾。坚持预警在先，苗头问
题早化解；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
坚持控制在先，发现问题早防范；调解
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切实把问题解
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齐宏明

金昌冶炼厂强化内部治安保卫营造和谐稳定环境

本报讯 日前，为进一步加强消防安全
管理，有效提升安环管理者、动火作业者的消
防安全技能，切实做好厂内动火作业安全风
险管控，金隆铜业公司连续开展了两期消防
安全培训。厂内专兼职安环员（消防员）、管
理者代表，相关协力单位安全员、动火责任人
和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的电焊工代表100余
人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重点分析讲解了近年来国
内发生的多起重大消防安全事故和危化品
企业违规动火作业引发的火灾事故案例，
结合铜冶炼企业易燃易爆物品的使用管理
特点，对厂内动火作业证办理流程，现场动
火作业安全注意事项、防范措施等方面进
行了培训指导。通过学习，使参培人员更多
地了解消防安全管理，切实树立安全防范
意识，科学掌握动火安全技术，严格规范动
火作业操作流程，为公司安全生产提供有
力保障。

张 军

金隆铜业公司
大力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工作

本报讯 日前，金隆铜业公司新
增 1600 千瓦余热发电机组建成投
运，经 72 小时连续试运行正常，预计
满负荷发电量为每小时 2000 千瓦以
上。

该公司为高效回收熔炼炉和转
炉余热锅炉产生的饱和蒸汽，提高全
厂蒸汽余热利用率，规避蒸汽及其它
能源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积极实施
余热发电节能与技术升级项目。该项
目主要包括余热发电节能与技术升
级、综合管网改造、熔炼余热锅炉循
环泵改造三个子项，遵循“低碳节能、
技术先进”的原则，并借鉴同类企业

成功经验，采用国产背压式汽轮发电
机组、工艺设备选用变频调速装置以
及先进的水处理技术等，对全厂配电
系统进行电能质量管理，更精确、有效
地使用电能，降低能耗，使得整体装备
水平和各项工艺指标达到国际先进。

在项目建设前期，该公司对其技
术先进性、经济合理性、实施可能性等
进行了充分论证与评估，同时，密切关
注项目实施进度，保证了项目按计划
竣工投运。据初步测算，该项目并网后
年节约能耗近 2000 吨，每年可为企
业降低成本 400 多万元。

陈书文

金隆铜业公司余热发电机组建成投运

本报讯 面对近期铜陵地区普降雨水
的状况，铜冠物流公司冬瓜山车队早部署、
早排查、早落实，多项举措抓好防汛工作，确
保运输生产正常进行。

该车队制定了防汛计划和应急预案，并
细化了程序，明确任务目标，落实责任到人，
以确保防汛工作有序开展；对班组和重点地
点实现专人负责，并认真组织人员开展安全
隐患排查，做好应急预案的演练，把防汛措
施落在实处；车队还利用排班会、板报等，向
职工宣传防汛知识和防汛要领，在危险源点
处设立相应的警示标牌；对抢险用的各类工
具、车辆、物资，安排专人清点检查，确保性
能完好，以备出现险情时能及时到位；坚持
执行 24小时防汛值班不间断，要求值班领
导、防汛人员手机 24小时畅通，确保发生险
情时第一时间取得联系，以便问题及时得到
处理。

王树强 刘福云

铜冠物流公司冬瓜山车队
多项举措抓好防汛工作

本报讯 今年以来，面对铁矿石市场复
苏滞后、内部原料品质差异较大、部分设备
隐患较多、生产运营系统尚不能持续稳定、
生产效率难以提升等“内忧外患”，铜冠冶
化分公司不等不靠，主动自我加压，着力抓
好工作任务执行落实，1至 4 月份，完成议
定安排事项 54项，有效保障了效益化生产
组织的顺利进行。

“‘安全生产经营例会’是公司每周活
动安排的第一项工作内容，主要是各单位对
上周重点工作执行落实情况汇报和对近期
工作计划安排，在传达集团公司每周‘生产
经营例会’会议精神同时，根据各单位汇报
反映情况，明确责任单位，部署安排工作任
务，并对重点工作项目事项进行要求或强
调。”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会后，由该
公司生产运营部及时对会议内容进行记录
整理，形成会议纪要，公布于该公司内网
《文档中心》的《生产报表》栏，以便各部
室、车间按照会议议定安排事项对照实施。

为了切实提高工作执行效率，该公司生
产运营部还对每周会议议定事项执行责任单
位或责任人工作进展落实情况进行信息跟踪
登记，并在下周“安全生产经营例会”进行通
报。通过层层抓落实，1至4月份，该公司召开
“安全生产经营例会”16次，会议议定事项
75项，其中完成安全环保、降本增效、生产组
织计划、经营责任制考核、设备管理、劳动纪
律、5S管理等事项方面54项。内容涉及加强
员工安全教育、对标挖潜、效益化生产测算、
合理配料、产品营销等正在落实和长期工作
要求的有21项。通过切实抓好议定事项落地
工作的实施，推动了该公司效益化生产目标
的顺利实现，硫酸吨酸生产成本得到较好控
制。

朱长华 吴思银

铜冠冶化分公司
强化议定事项落实促效益化生产

铜冠冶化分公司面对各种困难与压力，在全体员工中树立过“紧日子”的
思想，降本增效从细节抓起，针对球团脱硫净化系统压滤机滤布更换频繁、换后
滤布难清洗、不能重复利用的现象，车间想方设法将更换下来的滤布洗干净后
重复使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图为员工在清洗压滤机滤布。

朱长华 李文波 摄

为认真做好困难家庭的填报上报工作，日前，铜冠物流北环公司领导特意
走访慰问了困难职工，详细了解困难职工家庭现状，并就调查表中的问题进行
了建档登记，帮助困难职工解决遇到的困难。图为该公司领导慰问困难职工情
景。 万 青 摄

本报讯 今年一季度，铜山矿业
公司尾矿库管理车间通过生产系统
与选矿对接“搭便车”生产，完成硫
精砂 4700 吨，是计划的 188%；供水
系统在保障矿业公司生产水的提前
下实现了产量创新高，成本创新低的
良好局面。

今年以来，该公司尾矿库管理车
间以实现“科学规范管理、高效有序
生产”为目标，本着“成本一降再
降”的原则，真正做到“压力层层传
递，指标层层分解，责任层层落实，
绩效层层考核”的目的。在生产上，
强化均衡生产，加大生产考核力度，
保证生产连续、稳定、有序进行。强
化设备管理，严抓浮选机、30 米泵
房、二级泵的维护、检查，最大限度

挖掘设备潜力，提高设备运转率。同
时把精细化管理工作落实到生产的
每一个环节，适时根据矿石性质变
化调整药剂，稳定硫精砂产能，确保
了生产任务的完成。在节能降耗上，
创造条件进行技改。在新选矿 400
立方米高位水池建成后，该车间将
尾矿库溢流水引入选矿循环水池，
增加并改善选矿生产水质，实现选
矿用水自给自足。3 月份，车间组织
力量对趸船泵进行技改，由 180 千
瓦水泵减小到 75 千瓦水泵，目前已
经投入使用。该项工程改造所用水
泵和管道均为现有修复废旧的水泵
和管道，且完全依靠自身力量组织
改造，节约设备、电力和人工成本百
万元以上。

此外，车间鼓励职工对工艺进行
小改小革，通过对浮选的溢流砂和事
故砂接入工程区的冲填池，减少了
30 米泵房开泵频次，既节省了电力
又降低了职工的劳动强度。与此同
时，在设备检修中，该车间从“积极消
化库存备件、开展备件修旧利废活
动”双管齐下，大力推行预知检修模
式，有效防止设备欠修、过修、返修，
降低设备检修费用。日常工作中，根
据设备使用时间长短，在分析设备运
转性能的基础上每月制定检修计划，
讨论检修方案，提前落实材料、备件，
科学制定检修工期，严格控制检修质
量，提高设备一次试车成功率，从而降
低成本。

郑宝华

铜山矿业公司尾矿库管理车间
全力打响降本增效攻坚战

5 月 3 日，铜山矿业公司采矿区维修工对新购的铲运机铲斗主刃板进行加密革新，使铲斗使用寿命延长一倍之多。
该公司为赢得挖潜增效降耗主动权，充分发挥职工聪明才智，大力开展“五小”成果、合理化建议和技术创新等活动，
让职工智慧成为矿山发展的真金白银。 夏富青 王良生 摄

由铜冠建安安装公司承建的铜冠池州公司黄山岭铅锌矿采空区充填治理项
目浓缩砂仓克服了空间狭小和连续阴雨等诸多困难，于日前顺利完成支座及仓
体的主体吊装。 图为吊装现场。 徐兴海 摄

孙本初是一名退伍军人，1984 年分
配到金昌冶炼厂转炉车间工作，由军人
转变为一名普通劳动者，从此与转炉结
下不解之缘，他无怨无悔，一干就是 30
多年。他凭着工作热情不减和精湛的操
作技能，获得了同行认可，被评为金昌冶
炼厂十大标兵。

孙本初利用自己过硬的业务技能，降
低渣含铜技术难题。渣含铜超标直接影响
转炉直收率，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孙本初组
建了公关小组，查找、分析原因，对一些工友
在操作上出现的问题，如炉温过低、吹炼时
间短、石英不足、渣形不好，及时进行纠正，
并且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操作才能造好渣，
达到放渣的要求，经过多次论证和现场实
践，渣含铜偏高问题得到解决，呈下降趋势，
并且控制在较小范围之内。

近年来，由于环保压力大，企业必须

搞好上、下道工序配套生产，转炉人甘
当配角，在车间的要求和安排下，转炉
实行2开1备模式，既要吃掉上道工序
的来料，抓紧进度，又要搞好自身的冷
热料平衡，还要保证下道工序生产要
求。孙本初勇担重任，负责生产管理，每
炉几包筛炉，加多少冷料、多少残极，放
多少渣，他都仔细计算，凭借多年的经
验，很好地完成了车间下达的生产任
务，保证了工序间的生产协调。

搞好生产就要有好的设备，孙本初

每天上班都拿着工具、手电筒在每台炉子
上下左右忙碌着，这是他每天上班必做的
事情。一次，他值晚班，当时 0号转炉 2 包
料准备放渣筛炉，他二次巡查到 0 号转炉
基脚设备时，用手去摸发现手指感觉有裂
纹，“不好，炉子的小齿坐可能裂了。”当
再次确认自己的判断后，他采取了紧急措
施，安排骨干上炉台，缓慢操作炉子，将炉
内料子全部安全倒出，避免了齿坐拉断，
避免了设备事故，为工厂挽回了经济损
失。 王松林 齐宏明

一心想着工作
———记金昌冶炼厂十大标兵孙本初

本报讯 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
牢固树立“防大汛、抗大涝”的思想
意识，多举措强化雨季防洪防汛工
作，切实做到汛期万无一失，确保汛
期生产经营稳定有序。

全面落实防洪防汛责任。该公司
强化组织领导，层层落实责任，成立
防洪防汛指挥部，由公司党政主要领
导担任总指挥，组建防洪防汛领导小
组及应急小分队，随时待命，做到宣
传到位、工作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
位。

强化安全检查。该公司抓住重点
部位、重要岗位、关键设施，开展汛期
安全检查，仔细深入地全面排查，加
强对供配电系统、柴油发电机、防排
水系统、避雷、监控、避险、通讯等设
施和现场照明的排查，对检查出的隐
患和问题，落实整改责任，及时进行
整改，做到生产系统完善，设备设施
有效，现场管理到位，实现安全度汛。

加强物资储备，做好应急保障。
在汛期安全督查中，该公司强化对防
汛应急物资的日常检查，对于物资储

备不足的及时购置配发。同时加强防汛
工具、车辆、通信设施等管理，强化发电
机、抽水泵等设备的维护保养，做到有
备无患。

开展应急演练，全力确保安全度
汛。该公司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及天气
变化情况，通过微信、网络、短信等方
式，第一时间向全员发布气象信息，并
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增强员工安全意
识，有针对性开展演练应急预案，启动
应急响应，提高员工应对汛期突发事件
的能力。 杨学文

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
扎实做好防洪防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