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0 日，冬瓜山铜矿组织全矿各单位计生兼干开展了一次药具知识测试
活动，全面了解计生兼干业务知识掌握情况，进一步提升计生兼干的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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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泽志多年来扎根于生产一线，
勇敢创新，勤于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
的冶炼技术本领，成为一位小有名气
的冶炼行家里手，为金昌冶炼厂冶炼
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严要求，精益求精

2015 年，金泽志以“有色金属火
法冶炼技能大师工作室” 为平台，将
技术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以企业技
术发展为统领，聚焦行业及企业疑难
问题，以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为手段，引
导工作室成员在创新性解决问题过程
中实现自我突破。

为进一步提高转炉的生产效率，
他组织开展了提高转炉炉衬寿命和
送风时率的攻关活动：对转炉个别部
位耐火砖的尺寸和材质加以调整，提
高砌筑质量；提高对操作过程控制能
力，减少吹炼后期产生对炉籿有强烈
腐蚀的有害物质。通过这些有效措

施，有效地延长了炉寿命。其中，小修炉
龄已由先前的平均 165 炉次提高至
195 炉次；大修炉龄由先前的平均 719
炉次提高至 950 炉次。每年镁砖平均单
耗由先前的每吨 3.95 千克已下降至每
吨 2.65 千克。与之前相比较，仅耐火材
料一项每年可节约近 300 万元。通过创
新转炉 3H2B 炉、期双交换作业制度，
制定标准化作业规程，将转炉的送风时
率由原来的 70%提高至 81.5%，极大地
提高了转炉生产效率，维持铜酸系统的
平衡，有效减少了转炉烟气低空污染。
本项目 QC 小组获得集团公司优秀 QC
小组称号。

处理故障，沉着应对

设备的正常运转是维持企业生产的
重要保障，金泽志始终将这一条记在心
里，落实到行动上。他对本工段的所属设
备运行状况做到了如指掌，每遇突发故
障，他都能快速地制定应急处理方案，多
次为企业挽回巨大经济损失。一个严冬
的夜晚，0 号转炉涡轮减速机涡轮开裂,
炉体无法转动，接到电话后他火速赶到
了现场。当时 0号炉处于 B2 期吹炼，炉

位处于负 20 摄氏度位置上，如果等维
修人员赶到现场更换好减速机，至少需
要 4 个小时。在正常送风吹炼情况下，
B2期只需 2 小时就结束，长时间的过吹
会使炉内大部分粗铜氧化生成氧化铜随
烟气进烟道，粘附在烟道的水冷壁及余
热锅炉的冷凝管上无法清除，后期还会
使炉温骤降，剩余的铜水会在炉内结死，
造成巨大损失。紧急关头金泽志临危不
乱，果断采取手动放风，缓慢降低入炉风
量，通过调节送风量来控制吹炼终点。这
是一项难度极大的操作，需保持风管出
口处的内外压力平衡，让熔体在出口处
缓慢结瘤，直至将出口封住，再将管道内
余风全部放空，以保证风机和炉子风管
安全，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炉内熔体反压
过大倒灌进支风管直至 U 型风管或送
风压力大导致高压鼓风机喘振，造成巨
大损失。金泽志凭着自己对工艺和设备
的了解，谨慎操作。与此同时，他还带领
维修人员抢修，抢在吹炼终点前 2 分钟
更换好了减速机。当炉子转过来那一刻，
在场的人无不惊叹！他不仅为工厂挽回
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也为同类型故
障处理开创了先河。

注重环保，优化设计

熔炼车间P-S转炉的最大优点是自
热反应，能耗低、产量大，但因其环集系统
密封性差、烟气低空污染严重而饱受诟
病。铜陵有色金昌奥炉改造项目新建3台
285吨 P-S转炉，为确保新建项目环保
达标、消除转炉短板效应，在工艺设计之
初，金泽志通过与国内外有色冶炼行业的
设计专家们进行广泛交流并赴国内多个
大型铜冶炼企业实地考察、交流，结合实
践经验、集众家之长、大胆创新，经过多方
论证，设计出一种平移对开门式环集烟
罩。其主要优点是烟罩内空间大，所有接
口处均采用迷宫式密封，利于烟气自下而
上流动，烟气收集效果好且外表美观、占
地空间小、故障率低，有效地解决了转炉
生产烟气低空污染的顽疾。

学用结合，提高素质

为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他注重
技术总结，加强与同行业之间的交流与
学习。2015 年，他撰写的“提高转炉送
风时率”和“降低转炉渣含铜”两篇专
业论文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齐宏明

金泽志：做铜冶炼行业的创新实践者

“作为班组负责人，他立足岗位，
奋发进取，开拓创新，勇于奉献，在平
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
献。”铜冠机械公司环保分厂领导这
样评价韦朝胜说。作为该分厂陶瓷板
工段成品班班长，他以身作则，带领班
组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2015 年，受到宏观经济影响，低
迷的市场环境对该公司带来了不小的
困境。韦朝胜所在的环保分厂陶瓷板
工段成品班人员只有 5 人，人员相当
紧张，而该班组的多个岗位又是用胶
的特殊岗位，工作量大，任务很难完
成。面对这种情况，韦朝胜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主动寻求解决之道。他分析认
为：造成人员捉襟见肘的根源，表面看是
人员的减少，实则是用胶作业人员的匮
乏，说到底，是一人只会“一岗”，这就造
成了极大的劳动人力浪费。在向该分厂
提出这一建议后，他在每天完成生产任
务后，主动担当起辅导员的角色，积极组
织人员开展用胶作业知识的培训。

韦朝胜一方面主动加强自身学习，
另一方面注重搞好“传帮带”，他主动
将自己掌握知识技能，毫无保留地传授
给班组中其他成员。在工作中，无论哪
个员工遇到困难，他都认真细致地指
点、耐心地帮助解决，使班组每一位员

工都能够在工作中独当一面，提高了班
组整体工作效率。功夫不负有心人，经
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考核，好几名其它
工作岗位的员工顺利通过了考核，能够
胜任用胶作业岗位的工作。在他的带领
下，成品班员工都同时掌握了多个岗位
的生产技能，这样一来，生产安排的灵
活性和处置特殊加班工作时的适应性
得到了极大提高，人力资源利用得到了
最大程度的发挥。

面对日益严峻的市场形势，该分厂
不等不靠，积极主动想办法，找“活”干。
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一支能打硬仗，技术
和作风过硬的员工队伍。针对该分厂去

年外派安装施工作业多、维保任务量大
的情况，韦朝胜多次主动请缨，带队出差
到外地进行维保作业。不管施工现场的
条件多么艰苦和复杂，他总是身先士卒，
冲在最前面。

在贵州瓮福集团维保现场作业时，
陶瓷过滤机超声波电源工作出现故障，
导致陶瓷板堵塞。面对布满矿泥的黑漆
漆的料浆池，韦朝胜毫不犹豫，一个迈步
就跳了下去。现场管路发现泄漏，到处都
是泥浆，查找泄漏点困难相当大，他就耐
着性子一点一点用水清洁，清一段查一
截，成功将泄漏点找出并封堵上。这之
后，客户还提出跟班一个月的需求，要求
该公司完成相应陶瓷板的清洗作业，以
观察评估效果的严苛要求。面对繁重的
维保工作量，韦朝胜一声不吭，一干就是
近 40 天，让客户现场管理人员由红脸
变成了笑脸，对他竖起了大拇指，连声夸
赞。 傅大伟 王征社

尽职尽责 勇于奉献
———记铜冠机械公司先进生产者韦朝胜

本报讯 日前，金隆铜业公司召
开大学毕业生座谈会。该公司领导与
近三年来的大学毕业生代表聚集一
堂，共话未来。参会大学毕业生们分别
结合自身的实习和工作情况，谈心得
讲体会，并根据自身所学的专业知识
从不同的视角对企业的管理和发展提
出合理化建议。

召开大学生座谈会，搭建企业与
大学生相互了解、沟通的交流平台，是
该公司人才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内
容。座谈中，该公司领导鼓励大学毕业
生们发挥年轻人特点，增强做好工作
的责任心和成就感。要求大家在以后
的工作中，志存高远，用心务实，笃学
慎行，修身成才，丰富和提升自己，以
适应企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努力成为

公司发展的中流砥柱。
据了解，近年来，该公司从企业可持

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每年都会招聘大学
毕业生，并安排他们入职后到主要的生
产和关联岗位进行跟岗，了解上下游工
序的基本工艺。在工作的课室干好本岗
位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人员在 1 至 3
年内进行课内岗位的轮换，鼓励员工一
专多能，对能力强的员工进行内部兼职
培养。同时，结合绩效评价体系进行月度
和年度的绩效考核评级，激发员工的工
作热情。目前，该公司已经建立了三大职
业发展通道，即管理类、技术类、操作类，
以满足员工个人需求和职业发展意愿，
提供适合期要求的上升通道，有效地保
证了后继人才的队伍建设。

陈 潇 王承乐

金隆铜业公司招才爱才为企业发展蓄力

本报讯 9 月 15 日是中秋节，金
冠铜业分公司冶炼车间全体职工依然
坚持奋战在生产一线，当天熔炼炉投
料量为每小时 265 吨，吹炼炉为每小
时 85 吨，均实现了持续稳定高效生
产。

“对我们来而言，从来没有节假
日之说。”该车间班长黄炯告诉记者，
一年 365 天不管什么重大节日，他们
都坚守在生产在一线。

当天 7 时 50 分，在该车间三楼
排班室，黄炯将车间排班指令传达到
每一位员工。按照派班指令，全体职工
开始了忙碌的一天。仪表外勤人员相
互交接，报告自己系统的点检问题故
障和处理过程结果，仪表内勤人员仔
细看着生产记录表，观察电脑生产参
数，时刻监视生产画面，不时切换着，
内勤与外勤、炉前、备料和其他相关单
位的人员保持沟通联系。炉前，组长对

炉体点检的同时，每隔一个小时都测量
铜面、渣面，以此为依据来计划实行放铜
排渣的周期。

“每天 16 时许，班组召开安全会，
总结一天的工作内容和经验收获，学习
安全环保知识以及公司车间下达的各项
通知要求，收集关于安全生产和技能操
作的合理化建议。”黄炯表示，每天都是
在这半个小时的安全会结束班组一天的
生产工作。

中秋节期间，该公司冶炼车间明确
要求所有领导和系统负责人手机 24 小
时开机，全天候保持畅通，随时有生产情
况联系时要及时处理和汇报。此次节日
期间有台风来临，该车间针对这一情况，
加强了安全生产，包括检查高空物品，关
好楼面窗户，及时排空蓄污水池水位，以
确保节日期间两台闪速炉安全稳定高效
生产。

陈 潇 吕 俊

金冠铜业分公司冶炼车间中秋佳节生产稳定高效

铜冠冶化分公司年度检修坚持
“安全第一、环保优先”的原则，实行
全方位、全天候、全覆盖的安全督察，
检修安全做到管得了、控得住。

刚刚结束的该公司硫酸、球团系
统年度检修项目多、时间紧、任务重，
为实现安全检修目标，该公司强化检
修期间的安全环保监管力度，成立了
两级安全督查组，明确了安全督查组

工作职责，即检修期间，教育和引导全
体参战人员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
思想，彻底杜绝各种“三违”和设备事
故的发生；监督检查全体参战人员正
确穿戴好劳动保护用品，高空作业系
好安全带；监督检查电气作业实行挂
牌制度；监督检查全体检修人员做到
文明施工，检修物资堆放整齐，现场清
洁；监督检查特种作业施工手续齐全，
方可施工。对不能执行检修各项安全
环保各项制度的单位和个人，查出一
起处罚一起，绝不姑息。

此次检修在安全督查全覆盖的同
时也有所侧重，注意对重点检修项目

如球团三大主机、脱硫解吸塔、硫酸焙烧
炉、酸槽、动力汽轮机等加大安全监管力
度，对参检方做到安全交底到位、安全防
范措施落实到位、应急设施到位，保正督
查不留盲区和死角。

在年度检修现场，安全督察员每天
对各个检修项目进行全程跟踪和安全监
管，从源头和关键环节防控安全风险，发
现违章现象和苗头立即制止，把事故隐
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经过全体参战人员
的共同努力，检修期间未发生人身及设
备事故，检修安全做到了管得了、控得
住。

王松林 陈书青

“安全督查让安全管得了控得住”

“减速器箱体不得有裂纹或变形，
如果有轻微裂纹，允许焊补修复，但应
消除内应力。铸铁箱体只允许在非主
要受力部位焊补，如裂纹已贯通两轴
孔时，必须更换。”这是冬瓜山铜矿提
升二区维修班员工班前“安全每日一
题”的一项主要内容。

今年以来，该区把增强员工自我
安全防范意识、自觉抵制“三违“行

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类事故的发生
当作各项工作的主题，结合现场工作
实际，在员工中开展“安全每日一题”
活动，并根据当天的工作环境、工作内
容、工作性质，制定了详细的活动要求
和严格的考核办法。为了提高员工学
习的积极性，该区以派班会为契机，利
用视屏播放的形式，开展安全学习每
日一题，提高员工学习兴趣，促进员工

学习的主动性，达到全员“想学习、爱学
习”的目的。

广大员工根据“每日一题”注意事
项和安全知识，自觉遵守规程、按章作
业，杜绝不良习惯的人多了，有力地促进
了安全生产。员工小陶深有感触地说：
“安全每日一题，提醒我们工作中有哪
些安全隐患，应该注意什么，怎样防范人
身事故，是一堂鲜活的安全课。”胡敦华

班前“安全每日一题”效果好

铜冠铜箔公司职工日前正在保养分切机。铜冠铜箔公司在今年挖潜增效工作中，通过提高自主维修能力，有效降低了
生产成本。今年前 8 个月，该公司通过对磨床、车床进行改造，实现了胶辊、刀具、导电环等零部件的自主维修，累计节约近
40 万元维修成本。同时，实现分切刀具自行修磨试验成功后，预计每年均可节约 5 万元维修费用。 王红平 高钰 摄

近日，铜冠矿建公司开展起重工技术比武活动，共有 14 名选手参加。比武分
实践操作和理论考试两部分，经过一天半的紧张角逐，评选出前三名予以奖励。多
年来，该公司坚持以赛促学，通过开展技术比武活动，强化岗位练兵，激发广大职
工学技术、钻业务的工作热情，提高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图为选手们在进行实践
操作。 陶 莉 摄

为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凤凰山矿业公司于日
前组织部分优秀共产党员来到枞阳县旗山革命烈士陵园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
动。 段 青 摄

时下正值“金九银十”，我国许
多地区进入结婚、家庭装潢的旺季，
家用电器市场同样赢来消费旺季。中
秋节小长假期间，笔者在我市几家家
电卖场逛溜时看到，同样种类的家电
产品，因为档次定位不同，价格相差
很大，有的相差几百元甚至上千元，
有的甚至相差七八倍。这些高端家电
产品，究竟是否值得购买呢？

一、高端家电卖点多。笔者在调
查中发现，高档家用电器产品往往都
是以丰富的个性化和科技化的卖点
来吸引消费者。如一款售价高达 2万
多元的滚筒洗衣机为例，其采用上下
两层的独特设计，相当于普通滚筒洗
衣机下半部又增加了一个小型的波
轮洗衣机。这种洗衣机能够实现“分
类洗涤”的效果。再如，有一款售价达
1 万多元的挂壁式空调，增添了“防
爆”的特殊功能，并且可以实现远程
控制。还有一款标价 2万多元的多门
冰箱，集合了多路循环、快速制冷、净
味过滤、金属冷却等多种功能和技
术，并且外观也是由国际知名设计师
设计，按照促销员的说法，这样的冰
箱摆在客厅里，如同一件插电的高档
“艺术品”，使人赏心悦目。

二、高端家用电器价格不菲。“家
里的美菱冰箱用了八九年了，最近打
算换台好的，但是发现高档的比普通
的价格贵了好几倍。”笔者在义安路
一家家电卖场采访时，消费者董先生
说：“普通的电冰箱二三千元左右，高
档的二万多元，其实容量都差不多！”
笔者发现，董先生遇到的问题并不是
个例。时下无论是冰箱、空调、洗衣机、
平板电视等大件家电，还是吸尘器、电
烤箱、空气净化器等小家电，基本上都
存在高端产品价格高的情况。消费者
刘先生感叹说：“买一件高端家电产
品的价钱，都够买全套普通家电了！”

三、理性消费不要追高。价位偏
高的高端家电值得购买吗？家电维修
资深专家王先生接受采访时说，很多
高端家电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的都是
“基本需求”以外的“附加需求”。因
此，从理性消费、精明消费的角度来
说，买家电时不必要盲目追求高档。
他说：“以冰箱为例，大容量、低噪音、
节电等就属于基本要求，而所谓的智
能化、网络化以及设计感等，就显得
有些华而不实了，还会让消费者多花
了不少冤枉钱。此外，一些高端家电
所提供的超前的高科技功能，在日常
生活使用中往往很少用到。那么，消
费者就等于无形中为多余的闲置功
能买单了。当然，钱多的人买高端家
电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萝卜白菜，
各有所爱吧！ 殷修武

高端家电究竟是否值得购买？
动辄上万元的高端家用电器让许多消费者犹豫不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