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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来，无论是冰天雪地、还是酷
热的夏夜，他们带领班组人员，把厂区
公路和地面冲洗得干干净净，累计冲
洗路面长度达 1300多公里。

6 年来，冬去春来，日复一日，寒
来暑往，年复一年，他们不辞辛苦，将
众多水沟和事故池精砂及时清理回
收，沙里淘金，颗粒归仓，累计回收铜、
硫、铁精矿达 3000 余吨，创造了显著
的经济效益。

他们就是冬瓜山铜矿精矿车间生
产班周胜、司陵坤、朱大庆和刘金富四
名党员班长组成的“淘金队”。

精矿车间是矿山生产的最后一道

工序，负责四种产品的脱水和装运任务，
每天 5000 多吨精砂要通过火车、汽车
运往集团公司冶炼加工厂。每天车间内
车来车往，川流不息，平均一辆车装 50
吨，每天就要 100 多辆车装运，天天排
成长龙。经过脱水的精矿砂子干，颗粒
细，在装车和运输过程中难免泼洒，造成
粉尘飘散、金属流失，导致车间环境较
差，晴天地面厚厚一层粉尘，一脚踩下去
灰尘立马飘起来。雨天地面精砂被雨水
一浇，到处泥泞，鞋子裤管沾满砂浆，无
法行走，环境差，粉尘大，始终困扰着车
间的管理。

面对繁重的生产任务，恶劣的环境，
车间干群想了许多办法，安装洒水装置，
只能降低粉尘，效果难尽人意，安装洗轮
机，只能控制车辆夹带，路面泼洒难以根
本解决，既要保证正常生产和产品外运，
又要降低粉尘改善环境，还要清理回收精

砂防止金属流失，这是摆在车间干群面前
一道令人头痛的难题。怎么办？大家集思
广益，动脑筋，想办法。白天车多路挤干不
了，只有每天凌晨在产品装运结束后才能
将整个厂区路面冲洗干净，可是车间岗位
多，人员少，难以承担长期夜间冲路清砂
任务。关键时刻，生产班的周胜、司陵坤、
朱大庆和刘金富四名共产党员挺身而出，
主动揽下了这又苦又脏又累的活。

从此，每天夜班都有党员带头，穿着
橘红的工作服，蹲着弓步，双手抱着水
枪，喷射强劲的水柱，真像英姿飒爽的消
防战士，抱着消防水带、握着水枪，将长
达 600 多米的厂区路面及大片水泥地
面上洒落的精砂一段段、一块块全部冲
进两侧水沟内，再将沟内精砂冲进事故
池，再返回浓密池回收处理。别看这活简
单，还真不好干，水开小了地面冲不干净
效率低，水开大了水带乱舞水枪抱不住

要多人配合。夏天，虽在每天清晨气温较
低的时候干活，他们仍然汗流浃背，从里
湿到外，衣服上下分不清汗渍水渍，没有
一人叫苦叫累。不同路段，冲路、清砂也
有讲究，有一次，铜压滤机搅拌桶供料管
道出现了问题，党员班长周胜、司陵坤等
人轮番冲洗搅拌桶，夜班他们还要冲淡
和回收搅拌桶周边的铜精砂，外面的铜
要保证精砂品质，就要分段分方向冲，不
能把铜硫铁砂混到一起，遇到沟内池内
有杂物还要及时清理防止堵塞管道，久
而久之，大家也掌握了规律和技巧，效率
也提高了许多。

一年 365 天，每一个凌晨，每一个
夜晚都有党员带领生产骨干冲洗路面、
回收精矿的身影。如今，当你进入车间
时，看到清洁的路面和干净的水沟，那都
凝聚着精矿车间党员“淘金队”付出的
辛勤汗水。 郑子龙

夜幕下的“淘金队”
本报讯 进入下半年以来，金威

铜业公司坚持实施以销定产、以产促
销经营策略，确定“做强前端、做精后
端、延伸发展”的生产经营思路，依靠
技术、设备装备优势，以市场为导向，
扬长避短，创新工作方法，积极拓展市
场空间，生产经营实现平稳较快增长。

下半年以来，该公司重点加强了优
势产品和加工费较好的产品生产和销
售，逐步限产和压产边际贡献小的低
端产品，使该公司核心产品和合金产
品销量稳步提升。截至目前金威铜业
公司成功开发了阳光电源、江苏华鹏、
乾照光电、鸿利光电等一批新客户，同
时，在同行业中也增加前端铸锭和带
坯的销售。截至 8 月中旬，该公司的
优质产品出口量同比增加 39%。

下半年是生产黄金时期，该公司
在生产管控上，优化组织生产和产品
交货期，着重销售和生产协调，进一步
加大部门之间横向沟通，逐步形成销

售、生产、质量、技术联动作战的快速反
应机制，有效促进了下半年的生产。同
时, 该公司进一步加大了员工绩效考核
工资比例，通过积分制考核手段，极大地
提高了员工责任感和危机感，促进产品
产量稳步提高，最高产品不断突破该公
司的历史单月最高产量，为该公司产量
每月进入 4000 吨奠定了基础。

在此过程中，该公司将质量目标分
解到机组，责任到人，提倡自主管理，不
断提高全体员工的质量意识，使下半年
该公司成品率指标不断刷新。针对重点
产品,该公司还进一步强化了难点攻关，
针对质量工作难点和薄弱点，积极组织
质量和工艺攻关，成立了质量技术改进
工作和新产品推进小组，重点加强了产
品质量过程跟踪，把好关键产品工序关，
不合格带卷严禁流转到下道工序。下半
年以来，该公司产品加工成品率同比提
高 3.78%。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黄军平

金威铜业公司生产经营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出口量与成品率大幅度增加

本报讯 今年 9 月为第 35 个全
国“质量月”。 9 月 1 日，金冠铜业
分公司在厂前区，开展围绕“严慎细
实保质量，精益求精促生产”主题的
质量知识竞答活动，吸引了该公司员
工的积极参与。

该公司通过开展此项活动，旨在进
一步加深员工对质量知识的了解，切实
增强员工对产品质量、工作质量及服务
质量的学习意识，营造人人关心质量，人
人抓质量，人人重质量的良好氛围。

陈学灵

金冠铜业分公司组织开展质量知识竞答活动

本报讯 铜冠池州公司九华冶炼
厂湿法车间一项小革新变废为宝，不
但快速解决影响净液生产产量的压滤
瓶颈问题，而且净液在相当长时间内
不需要采购备用压滤机滤板，降低了
生产成本。

日前，该厂湿法车间净液工序一
段由于压滤机滤板结晶严重影响到压
滤速度，进而影响到生产产量，急需更
换一段压滤机滤板，由于滤板钙镁结
晶清理难度大，现场已无清理好的备
用滤板。压滤速度不断变慢导致产量
急剧下降，滤板清理难导致没有足够
的备用滤板，解决这个矛盾成了车间
的当务之急。

车间立即召集相关管理人员同
班组人员一道现场讨论解决方案。
在安排人员加班清理滤板和尽快采
购一批备用板的同时，重点查看渣
过滤工序换下来的废隔膜滤板是否
能用于净液工序压滤机。车间立即
安排人员测量渣过滤的废隔膜板的
各力点定位、密封面和把手位置尺
寸，经测量力点定位中心点、密封面
定位同净液工序一段压滤机滤板定
位均吻合，只是具体尺寸大小有差
异，两种滤板把手位置不同。经分析
后认为力点中心点位置和密封面位
置相同，受力面和密封面大小对板
子使用影响不大，把手位置必须调

整。形成统一意见后，立即联系机电保
全科安排人员对滤板把手位置进行改
造，当天改造 42 块隔膜板把手位置，
换到净液工序一段压滤机上，一段压
滤速度迅速得到改善。第二天继续改
造一批滤板使用后，净液一段压滤恢
复了正常产能，利用了滤板 55 块，按
采购价约 1200 元每块计算，仅此一次
就节约成本 6 万余元。

该车间将渣过滤废隔膜板改造后作
为净液压滤机备用滤板，得以重新利用，
不但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此次现场解
决问题的方式，避免了停车，也拓展了员
工日后解决生产问题的思路。

王松林 汪九初 李明华

铜冠池州公司九华冶炼厂湿法车间
一项小革新 节约 6万元

7 年来，从未安安稳稳地休过一
个完整的工休，其中 5 个春节的合家
团圆之日，他却远离家人奔波穿梭在
百里之外的荒郊，为那些突然驾鹤仙
逝的矿山老职工们忙碌着，以亲情般
关爱送上他们最后的一段里程，他就
是铜山矿业公司社保站干事方勇。日
前，在该矿“全员创星”评选活动中，
以高达 97%的得票率，方勇当选为矿
“友爱之星”。

矿山的社保管理服务是一项既特
殊又非常复杂的行业，若稍有不慎便
能带来很多麻烦。自 2009 年担负起
这项工作以来，方勇便感到工作的压
力和艰巨性。由于该矿远离市区，一些
职工与家属对政策或信息了解掌握偏
少,极易形成矛盾,加上当前矿山又呈
现“两多”的特殊状况：一是长年驻住
矿内老弱病残人员多，二是中青年职

工迁居市区人口增多，使得孤寡空巢
独居老人在政策交流与咨询服务上存
在短缺。针对这一特殊的情况，他与社
保服务管理站的几位工作人员，便自
然地成为了老职工们心目中的信息使
者，不论是他们生活中发生的琐事，或
者是政策待遇方面需要宣传解释，社
保站工作人员总是以热情、耐心、周到
的态度，帮助化解各种疑难杂症。面对
一些老人文化低、政策理解不透，方勇
总是慢声细语，采用最通俗易懂的解
答方式，帮助他们排除烦恼和忧虑，让
他们揣着顾虑来，带着满意归。

时刻应对突发的外勤服务，是方
勇和他的同事们的另外一项重要工
作。一年 360 个日夜，方勇从不关手
机，不论是三九严寒，还是酷暑盛夏，
只要接到矿社保站或职工家属的电
话，他总是选择在第一时间赶往当事
人家中。尤其是近年来身患各种疾病
的老职工日渐增多，甚至有时一周连
续出现多名老工人去世，为安慰他们
家人，体现企业对老职工的敬重，他不
辞辛劳，主动积极和民政部门联系，让

逝者的亲属们从温馨关怀中得到宽慰与
安慰。

2014 年冬的一天，邻省某山区一位
年迈老职工不幸病逝，其亲属急忙用电
话告知矿社保。当时因外勤人手少，站领
导便将信息转告正在出差办事的方勇，
一贯对工作高度负责的方勇急忙办完差
事，便马不停蹄赶往邻省，路途不熟加上
山区车辆陈旧抛锚，漆黑的路上只能凭
手机一路联络方位，当赶到目的地时已
是深夜，老职工们的亲属们感动得热泪
盈眶。

其实，现实生活中方勇担负着繁重
的生活压力，因工致残的年迈父亲在生
活上需要照料，面对本职工作，他只能舍
“小家”，顾“大家”，结合矿山老职工生
活规律，将那些无子女或子女不长在身
边的人员编入信息网，定期与他们保持
联系，时刻将他们的冷暖牵挂在心上，这
不仅为矿山老一代建设者建立起沟通联
系桥梁，更赢得了矿山职工子女对他的
信赖尊敬，他也因此多次获得矿优秀员
工和优秀共产党员等光荣称号。

吴 健

工作之情胜亲情
———记铜山矿业公司“友爱之星”方勇

本报讯 日前，第十一届“恩智
浦”杯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安徽
赛区暨安徽省第九届大学生智能汽车
竞赛在安徽工业大学进行。通过激烈
角逐，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
程系代表队探险一队在竞赛中获得二
等奖。

此次大赛分为六个赛体组别，该
学院机械工程系竞赛队参加了电磁组
比赛。

在该系邵建、黄茜、周刚、邢邦武
等老师的辛勤指导下，参赛队员卓帅
生、施道涛、翟筱羽同学刻苦钻研、认
真实验，设计出的智能赛车代表该系
与众多经验丰富的高校代表队同台角
逐，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安徽赛区
二等奖。

傅大伟 徐婧婧

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在“恩智浦”杯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中获佳绩

本报讯 由工程技术分公司承担
的金昌冶炼厂 2016 年停产检修工程
自 8 月 22 日起在金昌冶炼厂熔炼车
间奥炉、转炉、阳极炉，硫酸车间转
化、净化、电除雾、空塔，动力车间制
氧系统、余热锅炉等各检修点全面铺
开。

连日来，以工程技术分公司金昌
项目部为主，分公司专业项目部、金
稀项目部及 10 多家外协单位为辅的
近 500 余名施工人员克服高温炎热
和一些施工场地设备、管道交错、空
间狭小作业不便，部分检修项目多工
种立体交叉作业安全风险大等诸多
困难，事先做足准备，每天早出工，晚
收工，自觉减少午休时间，奋战在检
修一线。

施工现场汽车吊长臂轻舞、焊
花飞溅、锤声叮当，随处可见满脸满
身灰尘，衣衫汗湿的维修工紧张忙
碌着。

各班组、各工种维修工既按专业
分工各司其职又相互协作、密切配合，
忙而不乱，安全有序。

工程技术分公司和分公司金昌
项目部两级安环督查人员和各检修
项目管理员在各检修点来回巡查，检
查、督促施工人员劳保品规范穿戴、
现场安环措施落实情况和检修质量、
进度。

每日收工时，各检修项目负责人
都要到金昌项目部调度中心汇报当日
工作量和安环生产状况。

检修指挥部每日召开检修例会，
根据工作完成情况适时调整、协调，
并重申检修安环注意事项，确保金
昌冶炼厂停产检修按计划节点安全
推进。

嵇家保

工程技术分公司金昌冶炼厂
停产检修工程全面铺开

本报讯 近日，铜冠物流金铁分
公司工务段近 20 名线路工，冒着室
外高温炎热，合力对余家村铁路站场
28 号、16 号两股道岔的基本轨、尖
轨、导曲线及直叉等铁路线路设备进
行了集中作业。

经过 3 个多小时紧张有序施
工，顺利地完成了设备的更换保养
工作，保证了铁路线路畅通及行车
安全。

邹卫东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
维护铁路线路保行车安全

铜冠建安安装公司安全员日前正在沙溪项目施工现场督查。铜冠建安安装公司为保证安全施工，促进各施工项目安全
实施，在每个施工项目中严格制定安全施工方案和施工风险防范措施，认真做好安全施工交底。同时还加大了施工现场的
安全督察力度，明确每个项目施工中设置专职安全员，全程跟踪监督纠察，坚决杜绝各类违章施工行为，确保人员和设备安
全。 王红平 陈玖生 摄 冬瓜山铜矿动力车间积极做好挖潜增效工作，以持续开展修旧利废工作为载

体，秉承勤俭节约的良好作风，让节约成为员工的习惯，不仅给企业节约了成本，
还使员工的技能水平在实践中得以迅速提升。图为该车间组织人员对发生故障的
315千伏安电力变压器进行修复。 杨李军 摄

入夏以来，连续高温酷暑，安庆铜矿为做好矿区绿化树木草地的抗旱保湿，矿
保卫部及时出动消防洒水车为花草树木喷雾洒水，作业人员头顶烈日，认真细致
地将绿地苗木浇透，着力为矿区营造一个绿意盎然的生态环境。 陈文革 摄

为更好地检验配电工的“实践进岗位”培训工作成果，凤凰山矿业公司于日
前开展了配电工“实践进岗位”培训考核。据了解，该公司为了向姚家岭输送配电
所操作人员，在 2013 年 5 月选派了 8 人在机运车间配电所进行培训实习，通过近
三年的培训，使她们掌握了工作中应该遵守的安全操作规程和配电工的岗位标
准，供电线路的停、送电程序。经过考核，8 名培训人员均按规程完成操作，能够胜
任配电工的岗位要求。 段 青 黄 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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