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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 10 月，在举国同庆的特殊
日子里，冬瓜山铜矿广大员工坚守岗
位全线生产，用辛勤的劳动表达对祖
国生日的深情祝福。仅 10 月 1 日这
一天，矿山生产铜量达 115 吨，创近
半年来日产铜最高纪录，实现四季度
生产首日开门红。

为确保全年生产任务安全高效完
成，这个矿领导班子突出“节日生产
创高产，安全工作不松懈”的主要工
作思路，将节日加班的生产任务分解
落实，合理组织生产，确保生产稳定运
行。基层各主要生产单位也是紧锣密
鼓，对四季度生产精心安排。10 月 1
日，采矿工区对出矿生产做出重大调

整，负责冬瓜山矿段下盘负 850 米中段
和负 875 米中段出矿生产的出矿二班，
将计划出矿量提升至 15.6 万吨。同时制
定了以采场、溜井、班次为考核对象，具
体出矿任务考核到个人，并明确了奖惩
措施，激励员工多干多超。掘进两个工区
针对目前原矿品位较低的现状，积极调
整生产重点，鼓励多施工原矿品位较高
的作业地点，并针对矿、废石混出出台了
奖惩规定。10月 1至 3 日，仅掘进一区
就完成掘进施工近 1300 多立方米。采
场充填国庆期间对几处施工难度大的接
顶采场和新投入底部结构易渗漏采场实
施充填，10月 1日至 3 日，在取得采场
充填 20000 多立方米优异成绩的同时，

顺利实施 42-4、52-11、58-7 等采场接
顶充填施工。承担全矿井下矿石运输任
务的运输区负 875 米和 1000 米两个中
段运输线上，广大职工坚守岗位，实行满
负荷生产。

这个矿狠抓节日期间安全工作不放
松。基层主要生产单位节前加强安全自
查，重点检查生产作业现场、运输车辆、
机械设备、维修库、井下爆破器材库以及
维修库、配电所的消防设施等安全状况，
对现场查出的隐患，当场落实，限期整
改。国庆期间，这个矿还组织机关部门、
生产单位相关人员分成十九个检查组，
由矿领导分别带队深入全矿井下、地表
各生产岗位、工作场所和卫生责任区，开

展全矿第三季度安全环保与职业卫生大
检查，认真做好现场安全管理工作，消除
作业场所安全隐患，确保国庆节期间安
全生产，同时也为大干四季度营造良好
的安全生产环境。

此外，这个矿以欢庆节日为契机，在
各主要生产单位展开节日劳动竞赛活
动，并通过矿局域网、宣传栏、班组园地
等阵地，大力宣传节日期间各单位的生
产情况，营造了“节日比产量、岗位多奉
献”的浓厚氛围，在全矿掀起“大干四季
度”热潮，大大地鼓舞了职工士气，职工
生产干劲倍增。10月 1日至 3 日，矿山
累计出矿 37700 吨，生产铜量 329 吨，
超计划 10%。 汤 菁

国庆佳节不休假 坚守岗位奉献多

“十一”举国欢庆的日子，为
了保证冬瓜山铜矿、凤凰山矿业
公司及姚家岭矿三大矿山产品、
原料的进出公路运输任务以及
3000 多名矿职工上下班通勤工
作，国庆期间，铜冠物流公司冬瓜
山车队安排 71 名一线职工加班，
管理人员义务值班。大家以饱满、
热情的工作态度，积极工作，庆祝
国庆。

“十一”9 时，记者在该车队队
长张明的带领下，乘车来到货运班
工作现场。货运班班长阮光东已带
领 17 名驾驶员开着重型货车整齐
地排在冬瓜山矿脱水车间装货地
点，在他的带领下进行班前安全宣
誓，自检、互检劳动保护用品可穿戴
整齐，然后等待装车。据了解，“十
一”他们加班到晚上 8 时多，共运
输铜、铁、硫砂 3000 多吨，超额完
成的当天运输任务。

上午 10 时左右，来到冬瓜山
铜矿后山，远远就听到几辆货车
发出轰鸣的声响，那是冬瓜山车
队废石班正在进行废石排矸工
作。废石班工作地点在人迹罕至
的半山腰上，工作环境恶劣，为了
保证生产，24 小时运作，安全尤为
重要。当天小雨，天灰蒙蒙的，视
线较差，老党员邱宏当班，他将自
卸车开到废石排放点，下车观察
四周状况，特别是山下方，防止有
人被滚落的废石砸伤。虽然工作
场地禁止闲人进入，但是为了安
全，他有腰间盘突出的老毛病，仍
长期坚持下车检查后才进行废石
卸载。

在车队修理车间，修理工杨
旭东正拿着扳手，趴在刚送完冬
瓜山矿职工下班才归队的大客车
下面，脸上满是汗水和油泥的混
合物，一身工作服已经分不出颜
色，但带着防护手套的手指却十
分灵巧迅速拧下大大小小的螺丝
帽，检查大客车的供油系统。他听
大客车驾驶员说车辆供油不畅，
担心车辆坏在半路上耽误冬瓜山
矿职工正常上下班，主动加班加
点检查车辆，虽然心里仍牵挂着
几个月没见，假期赶着回来才上
大一的儿子，但认真的工作态度
丝毫未变。

客车二班主要负责凤凰山矿
业公司职工上下班通勤。站点分布
到铜陵市每个角落，最长单趟 70
公里。路途远，路况复杂，车辆老化，
车况较差，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年纪最大的驾驶员吕师傅，今年 58
岁，从事驾驶工作 30 多年，未发生
过任何大小安全事故。他驾驶的客
车因车况老化，条件简陋，没有空
调，高温季节进了驾驶室几分钟就
要汗流浃背，工作环境非常艰苦，但
他毫无怨言，总是笑呵呵地接送凤
凰山矿业公司职工上下班。

王松林 郑志芳

为了保运输
国庆加班忙

10 月 1 日，天马山矿业公司选铜车间职工正在巡查磨浮生产。天马山矿业公司选铜车间因上半年实施了技术改造，影
响了生产产量。为尽可能弥补亏欠，该车间技改后 3 台球磨机全部投入了满负荷生产。赶上国庆长假，为避免生产中断，该
车间组织职工放弃休假坚守岗位，坚持正常生产作业，保持了节日期间生产连续稳定。 王红平 叶玉芳 摄

本报讯 国庆节前夕，为搭建大
学生自主创业平台，全面提升大学生
自主创业能力，安工学院与中国邮政
集团公司铜陵市分公司在该学院举行
了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双方就“校园
主题邮局”签署了合作协议。

“校园主题邮局将以公司化、企
业化的运行模式，学生将在中国邮政
集团公司铜陵市分公司专业指导下，

自主经营、自主管理。邮局将招聘在校
大学生为邮局工作人员，经过业务培
训后，负责校园主题邮局日常工作的
管理和维护。”该学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投入运营后，校园主题邮局将出
售邮资信封、明信片、贺卡、集邮品等
产品；提供代收、代投平信、快递包裹
业务，报刊订阅、报刊零售，汽车票代
售等邮电通信服务；提供学生档案寄

递服务；免费提供智能包裹柜等服务。同
时，该院学生自主设计开发的创意产品、
校园文化产品也将在邮局进行销售。

据了解，每年，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铜
陵市分公司将对优秀的邮局学生员工进
行奖励并颁发证书，提供实习通道，而这
些受到奖励的学生员工在今后邮政企业
招聘中也将享有优先录取权。

傅大伟 徐婧婧

安工学院与市邮政分公司共建“校园主题邮局”

10月 6 日一早，金冠铜业分公司
精炼车间生产四班班长黄小明一如往
常地换完工作服后来到生产岗位，对
早班的吹炼炉投料量、设备运行、检修
的进度状况进行了详细了解。班组人
员陆续到达派班室后，他根据了解的
生产状况，对一天的生产工作进行了
安排，并带领班组人员进行安全宣誓，
一天的工作随着展开……

揣着手电筒、测温枪，带上点检仪
器，黄小明和班组的一名成员便开始
了每日的例行之事———巡检。在点检
至阳极炉北门的时候，发现有许多冷
铜被雨水淋湿，他赶紧联系叉车将冷
铜运进厂房内进行晾干。“这样就能保
证在冷铜加入阳极炉的时候不会放
炮。”黄小明一脸严肃道。按照点检程
序，他和工友对透气砖、风机轴承温度

进行了测量检查，对天然气进行了查
漏。

回到控制室的时候，两人工作服
已湿透了。还未来得及休息片刻，外协
检修人员带着指令书来到生产岗位进
行检修项目确认。“一定要清楚所有
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黄小明反复
交代注意事项，在与外协检修人员签
完三方确认单后，带领维修人员来到
现场进行再次进行安全确认，并安排
人员在检修现场进行跟踪督促。

在中控电脑上，黄小明将运行数
据浏览了一遍，在确认一切正常后，快
速来到圆盘浇铸机前，只见一汪汪火
红的铜水流过，作业人员正“全副武
装”作业着，一切都紧张有序地进行
着，他转身再看看喷淋水压力及喷涂
状况、阳极板的物理规格……

铜水沿着中间包流入浇铸包到达铜
模，形成一块完整的阳极板，再经过喷淋
水冷却，废阳极板提取机的预顶将阳极板
提入水槽进行冷却，形成一块合格的阳极
板。“看起来一个很小的流程却需要大量
的前期准备工作。”说起自己的工作，黄小
明如数家珍，中间包、浇铸包使用前必须
烘烤到位，这样保证了铜水浇铸过程不出
现翻包；浇铸包在浇铸前用硫酸钡进行涂
抹，这样铜水不容易和浇铸包捣打料粘
结，倾斜包嘴浇铸的阳极板也可能出现厚
薄不均的情况。

整个“十一”期间，金冠铜业分公司
的生产现场活跃着很多像黄小明这样的
身影，更多的是普通职工。他们坚守在现
场，不知疲倦地奉献着，为该公司完成全
年生产目标任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陈 潇 封保敏

国庆长假一个班组长的坚守

10 月 1日国庆节，细雨霏霏的凉
意里，上午 10 点时，陶金江正一身汗
水地在铜冠商品混凝土公司的大院里
忙碌着，进进出出的水泥罐车在他的
协助指挥下有条不紊地停靠在搅拌台
边。没有打伞的他，分不清是汗水还是
雨水，额头上细细的不停地渗出。作为
铜冠商品混凝土公司总调的他，在记
者等候与他攀谈的半小时里，他没停
下一刻。

“6 时就起来了，要去奥炉拆迁
建设的现场去看。下雨天，现场的场
地，对水泥罐车影响特别大。雨一泡久
了，场地疏松，车子容易侧翻———那么
重的车辆，即使是空载，一旦侧翻了，
拉起来很不容易。”工作了 4 个多小
时的陶金江，居然没有显现丝毫疲惫。
“习惯了。每天都这样。别说国庆节
了。”

铜冠商品混凝土公司建设 10
年，53 岁的陶金江就在这里工作了
10年。有 9 个国庆节，是在工作岗位
上度过的。平日里，每辆水泥罐车，一
天要拉十几趟水泥到工地现场，26 台
搅拌车、4 台混凝土的泵车，一天下来
近 400 个趟次，陶金江必须对每一个
趟次都清楚，多少吨、送往哪里的工
地、哪一位驾驶员开车……“哪里有
国庆节放假的概念啊！（今天）早上 6
时起来的，从东村到铜陵县那边，奥炉
拆迁建设工地，看路基、看施工进度。
8 时到大院里 （铜冠商品混凝土公
司），一直到现在。”抽着烟的陶金江，
终于歇下来一会。“特别是浇筑的时

候，混凝土量的大小、场地大小，合适什
么车辆、怎么配备、周围有没有高压线、
有没有施工的脚手架碍事，都要留心啊！
这工作就这样。”

指着细雨霏霏的沉重的天空，陶金
江不无担忧地介绍，“就这样的天，最让
人担心。前几年不是发生过车侧翻的事
嘛。雨不大，天天下，路基就给泡软了。好
几十吨重的东西不留神，就被陷下去了。
侧翻一下，轮子都能给陷下去看不见。得
花你十几个小时才能把车弄起来。一点
一 点 地 填 渣 土 ， 一 点 点 地 挪 空
间·······”

“7天假？没有没有，我都上班。哪
里能出去玩？！10来年了，基本很少走出
过铜陵市。特别是今天，国庆，一线的职
工还有加班的，任务更重，不知道要忙到
几点。”

“国庆节女儿放假，陪不了啊！有一
年，孩子那会还小，初中吧。（我）老婆无
意中看到女儿日记的一篇。大意是说：晚
上爸爸不知道去哪过夜了，早上起来也
见不到，节假日更看不到人影。（我）老
婆转述给我听，说孩子把你写得一无是
处。”坐在记者的面前，闷着头，抽着烟，
陶金江瞬间眼泪纵横，双唇紧抿。“晚上
加班迟了，十一二点，不敢回家怕吵醒孩
子、老婆，就在这办公室沙发上凑合一晚
上。第二天早上五六点起来，就直接工作
了。”

“真希望企业好啊！企业好了，我们
也能多拿点钱回家。国庆，国家强大了，
才这么热闹。企业好了，才有好生活。”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花玲玲

陶金江：国庆节里的汗水、雨水与泪水

国庆节前夕，被“省景评委”列为 15 家 4A 景区之一严重警告的天井湖景
区，国庆节黄金周期间加强景区的各项管理工作，服务、管理井井有条，吸引了大
量游客游玩（如图）。据悉，7 天长假期间来景区游玩的人达到 9 万多人。

殷修武 摄

国庆长假期间，铜山矿业公司近
千名干群放弃了假期休息和亲人团聚
的机会，依然坚守在各自工作岗位上，
用高涨的工作热情和辛勤的劳作，确
保了节日期间生产稳定运行。1 至 4
日，累计完成铜量 47.41 吨，选铜平均
回收率为 89.21%，两项指标均高平时
生产水平，以实际行动向建国 67 周
年献礼！

10月 1日 8时刚过，记者在该公
司新副井乘罐大厅，看到采矿区爆破
支护班班长易士杰与 30 多名穿戴整
齐劳保用品的工友们，正陆续通过指
纹考勤系统，伴随着清脆的信号铃声，
踏上罐笼，奔赴井下负 568 米中段 4
号矿体西 3 号、5 号采场，为当班进行
爆破药量为 2324 公斤的扩孔拉槽爆
破而辛苦劳作。下午 3 时整，该采场
按时成功起爆，估计可产矿量 6800
吨。据悉，该公司为了确保出矿采场正
常衔接，在 8 月份就掀起了“大干后
五个月”生产热潮，向年度生产目标
冲刺发力，把上半年生产影响程度降
至最低。

在该公司露天供矿上料系统现
场，只见焊花四溅、锤声阵阵，一派繁
忙景象，原来资源回收区的员工们正
连班加点在对振动放矿机衬板进行更

换。生产班班长吴爱平与钳工李卫国正
轮换着用大锤敲打漏斗口上的螺栓，副
区长武立志站在漏斗口平台上，固定电
动葫芦，为下一步起吊衬板做准备。“振
动放矿机长期连续地工作，衬板已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磨损，破碎的矿块粒径也
比较大了，影响到原矿仓下矿的顺畅。这
几天下雨，露天不生产，我们刚好能倒出
时间来，赶紧把破碎机的衬板给换了。不
能因为过节就放松了手上的工作，现在
时间就是效益。”正在与员工们一起忙
碌的资源回收区副区长武立志对记者说
道。

10月 2 日上午，该公司选矿车间浓
缩机溢流沟旁人头攒动，热闹非常，只见
几十人员工正冒着迷蒙细雨挥舞着铁锹
忙碌着，有的在清理垃圾，有的在对溢流
沟内的矿产品进行回收。尽管水沟里散
发着刺激难闻的阵阵气味，身上满溅矿
浆，却乐此不疲。原来该公司机关党总支
部的党员们为了给矿山员工创造良好生
产作业环境，发扬着不怕苦、不怕脏、不
怕累忘我精神，早上一上班就带着工具
来到选矿车间，在鲜红的党旗下忙活起
来。整整一上午，回收硫精砂近百吨，清
理沟渠 200 多米，成为矿山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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