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切实保障国庆节日期
间的车辆设备良好运转，铜冠物流公
司金隆车队集中力量，加班加点对所
属各车辆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维护
和保养。

铜冠物流公司金隆车队主要承担
着金隆铜业公司原材料、产品进出的
运输任务，为保证有良好的运输设备
满足主业单位国庆节日期间的正常生
产，该车队周密组织，积极部署，一方面
对维修人员进行了充分动员，指导维
修人员制定科学合理的车辆维修保养
计划，着重加强车辆维修质量管理和
监控，减少返工率；另一方面，认真落实
车辆维护保养制度，明确维护保养过
程中的注意事项，针对重点设备作了
精细安排，错开叉车、阳极板运输车辆
的生产用车高峰期，将维护保养工作

主要集中在下午和下班时间段，采取车
辆设备分批次和边运行边检查的方法，
确保车辆设备检查保养到位；针对铜精
砂运输车辆少、任务重的现象，采取维
修人员现场检查为主，驾驶员自查为辅
的方式进行车辆的维护保养，同时加强
对车辆的运行情况跟踪，做到保养早安
排，隐患早预见，故障早排除，保证车辆
不带病上路，确保车辆运行状况良好，
降低车辆事故的发生率。

该车队在整个维护保养过程中，还
针对车辆照明系统、转向系统、发动机
系统及制动系统等进行了全面调试检
查，更换了一批汽车大灯、后视镜，对
抱罐车支架、油缸等重点部件进行重
点检查，对发现的故障及时予以排除，
为国庆期间的安全生产提供了有力的
保障。 吴成应

铜冠物流公司金隆车队
强化车辆维护确保节日运行

“吴老师，今天你不是轮休
吗，还来加班？难道是看我没带香
烟，给咱送烟来的？好，快给咱点上
一支……” 在快速下行的罐笼上，工
友小徐咧嘴笑着。“你是想申请一条
‘井下流动吸烟’ 的不安全行为吧？
到时候 5 包玉溪香烟可就没有了！”
吴老师针锋相对。“开玩笑呢，可别当
真。何况今儿是祖国母亲的生日，干
嘛那么严肃？”小徐说道。

“吴老师”本名吴义清，从 1989
年在冬瓜山铜矿干上出矿工作，就从
没离开过。因当过 20 多年的出矿班
组长，不管是老式电耙出矿、现代化
的进口铲运机出矿，还是打眼、爆破
作业样样精通，所以大伙儿在工作中
有个疑难杂症，都爱请教他，并尊称
他为“吴老师”。2013 年，采矿工区
选聘出矿专职安全员，50岁的吴老师

成了第一人选。上任这两年多，他看
不惯的事儿可没少唠叨。

“徐兵，我刚看过早班交班记录，
你们 5S 小组今天大块矿石打眼的活
儿不是很多，你赶快把长 1 米和 1.5
米的旧钎杆分类整理一下。杆体上有
裂纹的坚决淘汰，要放到废铁回收
处；钎杆头磨损变粗的，等会儿送到
负 730 米库房修复后再用……”才到
井下负 850 米休息室，吴老师便盯上
了两堆钎杆。“吴老师，能不能让人喝
口水，再谈工作？”徐兵打断了他的
话。“我没时间跟你们磨蹭，一会儿我
还要到两个出矿中段跑一趟。”吴老
师说完，前脚刚迈出休息室的大门，
突然又回过头来。“老杨，你和老许在
负 875 米打眼时，要相互配合，一人
拿打眼机，一人牵风水管，防止在大
块上行走摔倒。”吴老师嘱咐完，这才
放心地出了休息室的大门。

一路上，吴老师的矿灯总是在巷
道的顶帮板和路面上不停地晃动、停
留，仔细查看路面有无杂物、顶帮板
岩石是否新增碎裂纹路。侦查过 58

线 22 号采场的安全状况，他把铲运机
工小张和小洪叫过来。“现在，铲运机
因故障正在维修，你们赶紧把铲车行走
路线上的顶帮板浮石清理掉，另外出矿
进路内大块矿石不少，铲矿前先熟悉一
下大块的位置，直径超过 80 厘米的大
块矿石，要挑出来码放整齐，明天中班
再打眼集中装药破碎。”吴老师边说边
指着一旁的下矿溜井。“你们瞧，早班
在溜井格筛上丢下的大块，需要爆破解
决，对溜井及周边设施都造成影响，你
说多耽误事。”吴老师带着责备的口吻
说道。

一小时后，吴老师身上的工作服
已被汗水浸湿，在 60 线巷道内他和出
矿二班副班长洪健康迎面碰上了。“洪
班长，电缆、风水管、风机和顶帮板……
这些我都检查了一遍，就是负 868 米水
平的沉淀池有一处泄水孔不排水，等一
下我到上层的泄水口查看清楚……”吴
老师还没说完，感觉口干舌燥，举起水
壶只倒出几点水。“吴老师，你还是先
去休息室加满水再去看吧！”洪健康关
心地劝道。 李志勇

吴老师的“婆婆嘴”

铜山矿业公司掘进区共有职工
47名，其中党员 12名。2015 年，该区
凭着人拉肩扛与“小米加步枪”的简
陋作业装备，共完成掘进 1700 米、浇
灰 200 立方米、锚网支护 1200 余张，
并创连续实现安全生产 3800 余天的
优异成绩，被该公司授予“先进党支
部”光荣称号。

作为矿山井下生产主要骨干单位，
该区多年来一直担负着繁重的掘进开拓
生产任务，为矿山供运矿生产衔接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继承并弘扬老一代
“铜山人”坚忍不拔，善打硬仗的顽强精
神鼓舞下，该区党支部结合工作实际，坚
持开展以争创先进党支部，做合格党员
为主题的生产竞赛活动，将党员的担当
意识落实在生产中，体现在行动上。党员
带头攻坚克难，遇到矛盾不上交，遇到困
难不逃避，遇到问题不绕道，推动了全区
各项生产建设有效开展。今年 3 月份，
该区在担负老区主井负 170 米挡墙浇

铸重点工程生产中，全区党员个个奋
勇争先，原计划 60 天的工作任务，仅
用了 33 天便顺利完成，为矿山今年
防洪抗汛生产赢得了宝贵时间。带头
争创佳绩，做到心中有责。该区党支部
针对本单位的高危行业生产工作性
质，围绕安全生产就是最大的经济效
益开展层层建议征集活动，制定出一
系列党员关注安全，注重生产管理的
规章与制度，以“人人轮流当一周生
产工作义务安全员”为内容的生产实
践，把安全生产管理普及到生产的最
前沿，通过自查自找消除隐患，杜绝

“三违”，开辟生产安全“一家亲”寄语活
动，使全区的安全生产及现场管理取到了
较大改善，党员的担当意识更加凸显，先
后涌现出集团公司优秀共产党员张明友、
张有贵、何永兵以及集团公司劳动模范徐
金生、葛才富、陶勋国等一批先进人物。与
此同时，该区党支部在组织建设与管理方
面，注重加强对党员职工队伍素质的引
导教育，将争先创优与“四先”党小组活
动紧密联系起来，突出党员职工在生产
战线上的表率作用，肩负责任与使命。针
对当前该公司面临的紧张生产压力，供
运矿生产系统遭遇频繁的“梗阻”现象
困扰，该区党员和职工以服从矿山大局
利益为重，尽快扭转供矿生产系统的被
动局面，全区广大党员与职工不分白天
昼夜地奋战在供运矿生产岗位上，以饱
满的工作热情，力争为矿山生产打赢翻
身战而不懈努力。

吴 健

用行动捍卫党旗荣耀
———记铜山矿业公司掘进区党支部

本报讯 日前，铜冠建安公司承
建的“奥炉改造工程”—精矿库、精矿
运输工程举行开工仪式，该公司副经
理杨勇、徐方奇出席开工仪式。

精矿库工程占地面积约 12000
平方米，长 300 米，宽 39 米，檐口高
度为 23.3 米，地基采用复合载体桩进
行处理，工程桩为旋挖桩，主体为排架
结构，屋面为轻钢屋面，墙体采用加气
砼砌块砌筑。精矿运输（含场外皮带
廊）总长约 1.8 公里，从精矿库出发，
途径粗碎仓，沿翠湖六路一直修筑，最
终接入“双闪厂区”精矿库。

李海波

铜冠建安公司承建

“奥炉改造工程”———精矿库、精矿运输工程举行开工仪式

本报讯 日前，为了解新疆少数
民族学生生活、学习情况，加强学生
管理服务工作，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召开了新生座谈会。

“学院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家是
最远的，大家要克服普通话不流利、
学习压力大的种种困难，在校期间刻
苦学习，自觉遵守校纪校规；和其他
同学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为民族团结与学院发展贡献出自己
的力量。”来自新疆阿克苏地区的该
学院老师张海燕与新疆少数民族学
生交流时说道。该学院专门搭建了一
个小厨房以方便新疆少数民族学生
自己做饭。“在做饭的过程中一定要
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希望每位同学都
能够分工明确，做好值日工作，并对
日常开销进行详细记录和科学管
理。”张海燕强调说。

据悉，根据省教育厅的安排，张
海燕在今后两年内，将对该学院在校
的新疆少数民族学生进行统一的教
育和管理。

傅大伟 徐婧婧

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举办新生座谈会

本报讯 在冲刺安全生产的同时，
金威铜业公司着力冲刺最后一季度降
本增效目标任务。该公司于近日出台了
冲刺最后一季度降本增效实施办法。

在今年的最后一季度，为了促使
该公司能源效率指标、综合能耗、平均
电价、综合产品电单耗、板带熔铸产品
电单耗、天然气单耗、水单耗大幅度下
降，同时进一步促使各生产工序能耗大
幅度下降，使该公司在节能管理、技术、
装备都有明显的提高，全面提升该公司
能效指标水平和能源工作管理水平，该
公司决定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能效降
本增效管理活动。

从 10 月到 12 月底，金威铜业公
司将降本增效的目标依次分解为可操
作目标：该公司的产品综合能耗要降至
每吨 0.42 标准煤；产品综合电单耗必
须降至每小时 1980 千瓦时；而公司用
电峰谷比也要求控制在 0.88 以下。围

绕这一目标，该公司由分管领导牵头
组织了 11人参与的“最后一季度降本
增效领导小组”，专门实施与监督检查
最后一季度降本增效的效果，并将这
一业务主管部门设在能源办，负责活
动的组织协调和督促落实工作。

在这一活动的评价上，该公司将能
效降本增效活动考核指标，作为分厂
分时电价奖考核、低电耗奖考核、节能
奖考核判定的重要依据。同时将能效
降本增效活动考核指标，作为每个分
厂节能考核指标，考核指标纳入年度
承包经营考核中，作为分厂年度节能
先进集体、班组、个人等评比依据。而
为了保证分时电价奖考核的导向作
用，该公司还将分时电价奖考核奖励
直接考核到机组。据悉，该公司目前已
经组建能效监察小组定期开展能源使
用检查，将检查结果运用到绩效考核
中。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黄军平

金威铜业公司
最后一季度冲刺降本增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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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铜冠池州公司九华冶炼
厂电解锌车间以标准化班组建设为抓
手，通过搭建微信交流平台，发挥微信
实时传输的作用，提高了员工安全环
保意识，有效助力安全环保工作。

这个车间始终将员工的安全环保
教育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并不断创新
形式。在加强安全例会、安全培训等基
础工作的同时，利用大家喜闻乐见的
微信交流平台这一载体，突破了安全
环保、职业健康教育时间和空间限制。
从以往车间级、班组级硬式输送、受教
育人员被动式接收的方式，逐步推广
为图文消息群发、自主选择阅读时间
的方式，没有学时、地点、人员限制的
消息推送，将学习内容更全面、更系

统、更直观地展现在员工面前。 微信
平台自开通运行以来，已发送了多条
图文并茂、浅显生动的安全生产知识、
公司安全生产动态、上级安全生产政
策解读等信息。

特别在安全环保、职业卫生、事故
隐患和违章作业查处等方面，助力“反
三违” 工作稳步前行。这个车间以自
查、自纠、互查、互纠的方式，集中生产
骨干对全车间安环生产进行大检查、
大整改，同时在微信群中以图文的形
式及时公布检查结果、整改要求，切实
形成安环隐患问题早发现、早上传、早
解决的高效工作局面。

建立微信平台互动机制，做到车
间管理与班组“两贴近”，真正实现生

产信息交流及时准确。这个车间通过
微信每月将当月生产计划、生产指令、
生产过程情况、产量完成情况等信息
及时准确地进行信息互动。月底对各
项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总
结，并适时传输给员工。此举不仅使员
工及时掌握车间生产动态，而且通过
互动有效拉近了与员工的距离，使这
个车间的生产管理工作更接地气，增
人气。

现在越来越多的员工参与进来，
对车间生产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并形成班组之间横向竞争的积极工作
氛围，以“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热情解
决生产中的难点和突出问题。

王松林 张 军 袁永新

铜冠池州公司九华冶炼厂电解锌车间
搭建微信交流平台 助力安全环保工作

日前，天马山矿业公司选铜车
间职工正在生产中查看球磨机运行
状况。天马山矿业公司选铜车间针
对车间设备老化、生产能力偏小的
现状，从今年 4 月份启动了扩能改
造，并与 7 月份完成改造。通过改
造，车间 3 台球磨机产能均可每小
时增加处理量 3 至 5 吨，经过 2 个
多月的生产磨合，目前，改造后的设
备系统逐步实现了稳定运行。

王红平 叶玉芳 摄

为进一步增强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提高员工消防业务技能，凤凰山矿业公
司日前在钢材库开展了一次消防演练。图为演练现场。 段青 黄琳 摄

为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提升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激发爱岗敬业工
作热情，日前，金泰化工公司组织全体党员前往铜陵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大家
表示，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坚定理想信念，加强自身廉政意识，做到自重、自省、自
警、自励，扎实做好本职工作，永葆廉洁本色。 高 敏 摄

为全面提高拉丝工专业操作水平，10 月 9 日，铜冠电工公司在高导铜材举行
拉丝工实践操作比武。该公司将对在理论考试和实践操作比武中综合评分获得前
三名的选手将分别授予首席员工、技术能手等称号。 芦广胜 王 桃 摄

崔卫军是铜冠黄狮涝金矿机运工
区一名副区长，该矿停产后，他仍负责
着井下通风、排水、电气管理等工作，
任务诸多，崔卫军每日如同陀螺般转
动在各个现场，被工区的员工们形容
为：忙碌的副区长。

每次在给班组分配任务时，崔卫军
坚持强调遵守操作规程的重要性教育，
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在他三令五申之
下，大多员工逐渐养成自觉学习安全知
识和遵守操作规程的好习惯，多年来工
区一直保持安全生产无事故的好成绩。

翻阅崔卫军的工作日志，几乎看不到
双休日和节假日，他用他的奉献和努力，
影响着身边的人。机运工区由于涉及任务
点多面广，劳动强度大，维修人员少、一度
存在人员思想复杂、工作拖拉，成为工区
管理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崔卫军在平时工
作中，经常是安排好日常工作分工后，再
和任务最重的维修班和电工班组一起进
行设备维修保养工作。该公司 35千伏供
电线路，每年都要进行巡查清障工作，由
于线路都是在山头经过，山高林密没有道
路，时常有毒蛇、野猪出没，还存在人为放

置的捕兽器等不安全因素，每一次外出巡
检，崔卫军都是亲自带队，走在前面为大
家探路。一轮巡查工作最快要一个多星期
的时间，这样的工作每年至少要进行二
次，如遇有雷雨天气线路跳闸不论什么时
间崔卫军都在第一时间带领人员进行线
路巡查，在确保线路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向
供电部门申请送电。每次巡检，虽然有荆
棘挡道，虽然中午吃饭只能靠自带的干粮
充饥，但在他的乐于吃苦敢于吃苦的行为
感染下，大家从无怨气，反而将所有的辛
苦化作了工作中的动力。

该公司负责周边村庄居民的生活用
水供应任务，长期以来，这一直是一个很
棘手的事情，经常因为供水问题，出现村
民堵上下班大客车事件，村民和员工双
方都心力交瘁。崔卫军从机运工区成立
并由他负责供水后，就经常跑周边村庄
到居民家中了解情况和存在的问题，通
过深入细致的走访，发现问题的根源是
由于供水时间短和维修等工作没有到
位，群众长期不关水龙头，致使部分高处
居民无法得到生活用水。问题原因找到
了，他亲自带领维修人员将居民损坏的
管道及时修复，并根据季节用水量的不
同而适当调整供水时间，经过努力，长期
困扰该公司的老大难问题终于得到了解
决，该公司与周边村民的关系也得以融
洽相处。 陈 潇 吴 燕

忙碌的副区长
———记天马山矿业公司优秀共产党员崔卫军

天马山矿业公司选铜车间
改造设备系统

确保生产稳定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