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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中心中控室内，三四名年
轻的小伙子 们紧盯各项 生产参
数，泛着微光又不时闪烁的电脑
荧屏倒映着他们专注、认真的面
孔；冶炼车间炉台前，全副武装的
工人们手拿长钎，操作流利，火红
的炉水炙烤着他们已满是汗水的
脸颊……2017 年 1 月 27 日，农历
腊月三十，金冠铜业分公司的动
力车间和冶炼车间，皆呈现出一幅
井然有序忙生产的景象。

“别看我们并非主产品生产车
间，但我们若是停了，整个公司的
生产都会瘫痪。”当天上午，金冠
公司动力车间动力中心班长吴永
东充满自豪的告诉记者，动力车间

负责着整个公司水、气、氧、风的供
应，责任重大。

随吴永东走进该车间现场，只
见设备飞速运转，发出震耳的轰鸣
声，转身来到中控室，吴永东指着
粘在墙上的各种表格数据介绍道：
“2016 年 ， 我 们 完 成 余 热 发 电
5200 千瓦时，超计划完成全年目
标。今年，我们已将年度目标层层
进行分解，以日促月，以月促年，争
取顺利完成任务。”

“目前看来，生产是顺利的”,
吴永东满意地说：“一月份以来，
生产蒸汽使用量大，余热发电原料
不足。我们通过不断调整工艺参
数，确保了车间生产的稳定。”

和动力车间不同，在寒冷的冬
季，冶炼车间的忙碌里，多了几分
“热度”。记者一行来到冶炼炉前，随
着电梯自动门的缓缓打开，即感受到
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车间外，行人在
寒风中瑟瑟发抖；车间内，操作工人
们在炉火的炙烤下汗流浃背。“我们
在冬天从来不用开空调。” 控制室
内，一班员工许胜强半开玩笑半认真
地说道。

在排渣口，工人们拿着长钎进行
扩口作业，防止因独立作业面过高而
延长排放时间。不时四溅的火花、现
场巡检员四处观察走动的身影，飞速
运转的机器，构成了一幅繁忙的生产
场景图。

“减料，马上减料！”采访的间
隙，只见一班班长刘琨从炉口区域
大踏步走来，吩咐了许师傅几句，便
在电脑上流利的操作起来。“我们
每天正常的投料量是 265 吨，刚在
巡检时接到指令，有设备在维修，我
们要减少投料，确保生产稳定。”刘
琨坦言，这样的调整在炉前司空见
惯，设备运行正常后，即会恢复投料
量。

当天，该车间熔炼处理量 6353
吨、吹炼处理量 2039 吨，全部超计划
完成任务。刘琨认为：“能够实现高
产，为企业创造效益，这农历年的最
后一天也过的别有意义。”

陈 潇 封保敏

高产创效的除夕别有意义

“快来扫一下微
信二维码，可以参与
抽奖咧。”春节前夕，
在金昌冶炼厂活动
广场的入口处，张贴
着醒目的二维码标
识，只要用微信扫描
签到就可以参与微
信抽奖活动。“我签
到 成 功 啦 ， 第 86
个！”员工们拿着手
机 纷 纷 扫 码 “ 入
场”，LED 显示屏上
参与的人数不断刷
新。

而在广场上，有
趣的活动远不止这
些，趣味投篮、飞镖
竞赛、足式保龄球、
踢毽子、微信拔河、
套圈……每一个项
目场地前都聚集了
很多人。用这种集合
竞赛性和趣味性的
文体活动迎接新春
佳节，在该厂历史
上，还是第一次。“往
年咱们都是举办文

艺汇演，虽然也热闹，但是只有具备才
艺的人才能参与其中，今年采取这样
的形式后，大家都能加入，能一起
玩。”负责此次活动策划的工作人员
介绍道。

“中了中了！”在这些项目里，传
统的套圈游戏赢得了最高人气。“要
轻轻往上抛，要不塑料圈容易弹起
来。”“身子往前一点，重心往下，让塑
料圈转起来。”“那个矮一点的好套
些。”大家围在奖品周围，你一言我一
语的谈论着自己的“成功秘诀”，给正
在参加游戏的人“出谋划策”。

在诸多项目中，趣味投篮、飞镖竞
赛、足式保龄球、踢毽子为集体竞赛项
目，由 7 个单位选派 16 名员工，分 4
组参与到每个项目中，个人成绩的总
和为各单位最终得分。在比赛开始前
的半个小时，每个项目场地里就已经
有员工开始了热身。“足式保龄球看
着简单，却是最难掌握方向和力道
的。”该项目裁判说，比赛者要在规定
距离里，用脚踢足球尽可能多地击倒
矿泉水瓶。一次次击倒，再一遍遍放
齐，冬天和煦的阳光映衬着每一个人
的脸庞，大家笑着闹着，在欢愉中竞
赛，在比赛中娱乐，用笑容共同迎接新
年。
本报记者 萨百灵 通讯员 姜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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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节日加班忙，岗位竞
风流。春节期间，冬瓜山铜矿 2500
名职工坚守岗位做贡献，矿山生产
红红火火，初一至初三矿石处理量
44000 吨，累计生产铜量 334 吨，
均超计划完成任务。至此，该矿元
月份完成铜量 2000 吨，实现了首
月生产开门红。

为确保全矿节日期间正常的
安全生产和各项生产任务的完成，
这个矿在节前就对全矿各项工作
进行全面布置，将节日加班的生产
任务分解落实，精心组织，合理安
排，确保节日期间生产稳定。农历
新年，采矿工区为保证春节夺高
产，从生产计划、人员安排、设备管

理等方面全方位采取措施。元月
28 日至 30 日，该区日均完成出矿
量 9624 吨，超计划任务 11%。大
团山工区大年初一至初三，累计完
成出矿量 14634 吨，一举突破万
吨，超额完成计划任务，并创历史
新高。在千米井下负 875 米中段运
输线上，到处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
的生产维修大干场景，正月初一至
初三运输矿石 45576 吨，超计划
20%。特别是在井下负 1000 米的
运矿当中，当班职工克服该中段温
度高、作业现场条件差、人员少且
上下班路途遥远等困难，仅大年初
一中班和晚班就合计运矿 3421
吨。提升一区全力抓好节日安全生

产管理工作，严禁不安全行为，确保
节日生产稳产高产，初一至初三该区
完成提升量 42950 吨。充填区采场充
填产量屡创新高，正月初一的采场充
填取得 5600 立方米好成绩。

春节期间，这个矿两级领导班子
坚持把重点工作放到一线，跟班到点
在现场，深入基层班组慰问坚守一线
职工，并督查安全生产。正月初一至
初三，这个矿组织青安岗成员在井口
设立“新春第一岗”，对节日期间下
井作业人员劳保品穿戴进行规范，对
所有下井人员进行酒精测试，严禁酒
后下井作业，确保节日期间安全生
产。

汤 菁

冬瓜山铜矿实现首月开门红

1 月 27 日除夕，上午 9 时许，记
者走进铜冠冶化分公司进行实地采
访，远远望去，高耸入云的烟囱冒着
淡淡白烟。原来，该公司为了确保春
节期间正常生产，每个小班都有近百
员工放弃与亲人团聚的机会，仍然坚
守在岗位上。

“目前，硫酸市场价格比较平稳，
产销平衡，原料较为充足，我们今年
春节正常生产。”该公司硫酸车间党
支部书记裴涛说道。记者随该车间技
术员何鹏来到硫酸车间主控室里，只
见两名员工各自正对着电脑，认真观
测数据。“目前，两套生产系统都在运

行，他们每人负责观测一套设备。为
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需要一天
到晚聚精会神盯着显示屏，也很辛
苦。”技术员何鹏解释。在主控室电脑
屏幕显示器上，硫酸车间的原料系
统、生产系统和环保系统一览无余，
他俩目不转睛地盯着显示屏，查看各
个系统的生产运行状况。

9 时 30 分，记者来到硫酸车间，
这里机器轰鸣、设备飞转。爬了十多
米高的铁梯，记者已累得气喘吁吁，
来到这个车间生产系统的核心部位
--138 平方米焙烧炉工作现场。硕大
的原料斗和焙烧炉，两条皮带将原料

斗中配比好的原料缓缓地运送到焙
烧炉中，员工们生产激情高涨，以实
际行动奉献生产第一线。

9 时 50 分，记者乘电梯来到造球
工作现场，造球机飞快地翻滚，3 名员
工以轰鸣机器声为乐章，不辞劳苦在
机器边巡视，确保生产设备正常运
行。副主任产宏对记者说：“这个岗位
关系到球团品质，球的大小、品质强
度与其息息相关，必须在水分控制、
转速大小、膨润土添加上做到严谨细
致。”

10 时 20 分，记者走进球团车间
的中控室，只见 3 名员工正在聚精会

神地看着显示屏，球团车间整个生产
工序在这里尽收眼底。从原料库到皮
带运输、链蓖机、回转窑，一直到尾气
脱硫，在屏幕上看得清清楚楚。中控
室是球团车间的“心脏”，发现问题、
处理问题的指令将由这里传达到每
个岗位。

下午 3 时 30 分，该公司生产传
来好消息，除夕当日白天分别生产
硫酸 860 吨、球团 1300 吨，小班生
产成绩是平时生产任务的 105%，为
顺利实现首月生产“开门红”奠定
基础。
本报记者 夏富青 通讯员 朱长华

除夕 他们坚守在岗位

又是一个春天, 又是一个耕耘的季
节。

刚刚过去的 2016 年,是艰难而非凡
的一年, 我们实现了扭亏为盈的绝地反
击,顺利开局“十三五”。集团公司因时
而变,随事而制,吹响了全面打造“一强
五优”国际化企业集团的冲锋号。从规
划布局,绘出“十三五”发展蓝图,到调整
主业,转型发展。从深耕细作提质增效,企
业稳健发展, 到全面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员工与企业同股同利、同心同德;从胜利
召开第二次党代会, 描绘出未来五年蓝
图,到全面加强党建工作,企业里风清气
正……一年里,集团公司上下团结一心、
攻坚克难, 用不懈奋斗换取了来之不易
的成绩,我们朝着“21155”迈出坚实步
伐。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2017 年,
是全面落实集团公司第二次党代会部署
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
重要一年。这一年,提质增效、深化改革、
国际化发展等工作将继续推进。“天上
不会掉馅饼,努力奋斗才能梦想成真”。
面对新起点、新征程,我们唯有脚踏实地,
埋头苦干。“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
脚更长的路”。“十三五”的宏伟蓝图,国
际化的梦想, 全体员工对企业发展的期

许,都必将在真抓实干中一一实现。
前行之路布满荆棘。实现发展,我们

要攻坚克难加油干。新的一年,集团公司
发展不足、不优的问题依然存在,受错综
复杂的外部形势影响, 发展风险增多,改
革创新、转型升级任务艰巨繁重。“天下
之事,为之则易,不为则难。”在困难与挑
战面前,唯有认清形势,把好发展的关键
点,着力在稳中求进、改革创新、提质增
效上做足文章, 方能在搏风击浪中乘风
破浪,绘就波澜壮阔的奋进画卷。

实现发展, 需要我们同心协力携手
干。“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集团公司取
得的成绩,离不开全体员工的敬业与付
出。”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杨军
在新年致辞中的深情话语,道出了“一
勤天下无难事”的真谛。基于事实的述
说,展现了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共同奋
斗的实干气质。当前,集团公司正处于
深化改革、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更加
需要广泛形成共识,凝聚全体职工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发展合力。上下
同心者胜。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更
多职工, 让职工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
集团公司才能为新一轮发展积蓄更大
动力。

“始不垂翅, 终能奋翼”。要相信,
“天上不会掉馅饼”。也要相信,“有梦
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
够创造出来”。2017,让我们更加紧密地
团结起来,撸起袖子加油干,齐心协力努
力干, 共同创造铜陵有色更加美好的明
天。

始不垂翅 方能奋翼
□ 陈 潇

创造成就梦想，创造成就未来。
2017 年是集团公司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深化之年，也是全面落实公司第
二次党代会部署的开局之年。为营造
促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良好舆论氛
围，全面实现公司今年的方针目标，创
造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本报从即日起，与铜冠（庐江）矿
业公司联合举办庐江矿业杯“有色创
造”头条新闻竞赛活动，具体事项如
下。

一、征文内容
集团公司及各单位在提升发展质

量效益，推进转型发展，激发发展活
力，创新发展思路与发展模式，加强安
全环保工作等方面工作的新思路、新
成果，特别是紧盯效益，精准发力，在
稳增长、调结构、补短板、促改革、控风
险、强党建，深化改革创新，全面提质

增效等工作中的突出成效、成功经验、
好的做法，以及在工作中涌现出来的
先进典型人物或群体。

二、稿件要求
1、新闻体裁不限，稿件字数控制

在 1500 字以内。
2、主题鲜明，选题新颖，观点明

确，具有较强的创新性、指导性。
三、征稿时间
从即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底结

束。
四、投稿方式及其它
1、征文请发电子邮件至《铜陵有

色报》信箱：tlysb@tlys.cn,并注明征
文字样。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单位、
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等。

2、征文结束后将组织相关人员
对所刊稿件进行评奖。

本报编辑部

庐江矿业杯“有色创造”
头条新闻有奖竞赛征文启事

春节期间，安庆铜矿在开展好春节喜庆活动的同时，合理安排生产，强化安全管理，岗位职工尽心尽责，自除夕至
正月初三，累计生产铜量 77.03 吨、铁精砂 3681 吨、完成处理量 13482 吨，做到了节日气氛浓厚热烈，安全生产平稳顺
畅。图为农历正月初三该矿调度室人员正在指挥调度安全生产。 杨勤华 摄

春节期间，铜冠物流金隆车队职工正在缓冷场驾驶抱罐车作业。铜冠物流金隆
车队作为金隆公司和稀贵金属分公司的协力服务队伍，始终坚持业主单位生产需
要为出发点，扎实做好协力工作。今年春节长假期间，金隆公司和稀贵金属分公司
生产不停产，为保障业主生产正常运转，车队一边实现领导轮流带班，一边积极组
织一线职工放弃节日休假，坚守工作岗位，正常开展生产服务作业，特别是重点抓
好缓冷场作业，较好地确保了两家业主单位生产之间的稳定衔接。

王红平 周广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