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27日，农历丁酉年大年初一。
8 时许，当人们沉浸在新春欢乐之中
时，中科铜都公司金利银粉厂硝酸银
厂房内已灯火通明，呈现一派忙碌有
序景象：反应釜电机搅拌声、制酸系统
运行嗡嗡声、离心机脱水轰鸣声……
各岗位操作人员各就各位，按部就班，

加班加点多产硝酸银，多为银粉提供原
料，保证节后市场充足供应，履行定单，
及时向客户交付产品。

在硝酸银生产车间内，笔者看到，
各岗位操作工有条不紊、各司其职，有
的在补液加料、有的在测量比重、有的
在脱水甩干、有的在称量包装……每道
工序都衔接有序，成品纷纷涌下生产
线。

10时许，在硝酸银包装区，笔者见
到了正在查看当天产出硝酸银物理指
标的金利银粉厂副厂长王长发。据他介

绍，2016 年，硝酸银生产为银粉实现
87 吨提供了强大保障，也为银粉创历
史最好成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由于
营销措施得力，强化市场开发举措得到
有效落实，客户订单量高速增长，销售
交付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对硝酸银的需
求处于饥渴状态，生产供给负荷压力
大，这给中科铜都公司主产品产销带来
了巨大挑战。

为此，该厂在节前相继召开职工大
会、班组长骨干会和党员大会，把企业
当前面临的有利形势向员工讲清、讲

透，要求员工切实转变观念，以客户需
求为导向，以市场需要为指针，利用蒸
汽动力供应充足机遇，放弃节日休息时
间，坚持连续生产，强化生产过程控制
与管理，合理安排班次与人员组合，加
强前后工序衔接，精心组织生产，确保
将原料及时转化成产品，抢抓难得市场
机遇，保障节后复工企业供给，创造最
大机会效益，进一步巩固与扩大市场份
额，保持领先优势，实现首月及首季“开
门红”，为企业实现全年方针目标奠定良
好基础。 钟 萱

春节，他们忙碌在生产一线
———中科铜都公司金利银粉厂节日生产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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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0日至 20日，冬瓜山铜矿
在全矿范围开展为期 10 天的设备检
修。充填区广大职工把此次检修称为
一场特殊的班组新年聚会。这场“聚
会”式的检修战，上演了一幕幕感人
的故事。

班组又添新成员

“向来被称之为是‘大兵团’作
战的设备检修施工，人手少了，肯定忙
不转。”大修前夕，井下充填工小周按
照自己罗列的一些检修内容，介绍说
道：“虽说充填区没啥大型设备，但可
别小瞧了管道更换检修，一根 6 米长
的充填管就足有 300 多斤重，拆装、
搬移所更换的管道，不仅要有一把力
气，人手少了还真的是望 ‘管’兴
叹。”就在小周和工友为班组人手不

足发愁时，区里新制定的检修方案出炉
了。新制定的检修方案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将修筑巷道路面、疏通排水沟等检
修施工，搭配在管道更换、充填挡水坝加
筑等“重量级”检修项目中，以两班次、
同步施工的办法进行，有效缓解人手不
足难题。与此同时，区党支部成立的“党
员大修突击队”，也见缝插针地包揽下
晚班管道搬运、现场顶帮板浮石撬除等
脏活累活。这几年，班组陆续退休的人
多，也难怪大伙为检修人手少而发愁。充
填五班班长高生说：“年底前，我们班先
后有 2 位工友退休，好在区里及时制定
出新的检修对策。”

在为期 10 天的检修施工中，不仅
班组之间人员可相互调兵遣将，班次之
间也打破原先三班次常规，改为两班制
作业。青工小许这样感慨地说：“此次年

初大修，班组时常有新成员参战，大伙在
这种‘聚会’式的检修战中，不仅默契配
合，也相互切磋技艺，共同提高操作技
能。”

“我的大修‘末班车’”

再过几个月，充填一班支护工徐延
长就到了退休的年龄。充填三班充填工
王德进比徐延长要早几个月，是 3 月份
退休。区里在编排检修人员组合时，考虑
到他们俩即将退休，于是特意把他俩安
排在检修后勤组，可是徐师傅和王师傅
说啥也不愿意做大修的旁观者，倍加珍
惜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大修。在更换充
填管道时，由于管道内存有大量余水，被
抬起的管道，如果有哪一端稍有倾斜，余
水就会全部流淌到身上。发现这一“诀
窍”的徐延长，每次抢先包住靠近管口

的位置不撒手，而且故意将自己这头稍
稍放低一点。他的这一小小举动，流露出
对工友那份关爱与真挚的情义。

车站离别迟相送

此次年初大修，正逢学校放寒假。充
填五班充填工钟师傅的外侄女就在铜陵
读大学，他与爱人说好元月 12 日下午
一起送外侄女乘车返回天津老家。谁知
这天中班，钟师傅与工友在井下遇到突
击抢修堵塞管道的任务。由于整条管线
被固定安装在管道支架上，要想疏通，必
须一根根拆开。此时的钟师傅哪里还能
想起送别外侄女的事，为了能够尽快排
除故障，他是既当管道工，又当搬运工。
经过数个小时突击奋战，被堵塞管道疏
通了。当钟师傅赶到车站时，已是傍晚时
分，外侄女乘坐的那趟动车早已驶离车
站。环视空静的站台，钟师傅略带歉意的
眼神，朝着铁轨延伸的远方看去。

1月 20日中班 8 时许，伴随着井下
五套充填管线开车运行的轰鸣声，标志
着充填区年初检修工作提前完成，并全
线投入生产。 汪为琳

为了这场“新年聚会”
———冬瓜山铜矿充填区设备检修侧记

1 月 28 日, 农历大年初
一 9 时许，在冬瓜山铜矿大团
山工区派班室里，出现这样
一幕热闹的场景，约有 100
余名员工，先是井然有序
地坐在椅子上，不少人挥
舞着手大声喊道:“我……
我……” 也有的大声叫道
“我回答……”不久,甚至有坐
在后面的个别员工做起“小动
作”,挪到前面座椅上，站起来
举着双手，“你也太猴急了吧,
就你那水平, 也想获奖啊？”
“都有机会, 请大家不要着急
和抢座位……”带领员工们进
行安全知识有奖答题活动的现
场主持人大声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
冬瓜山铜矿大团山工区在春节
来临之际，在合理安排好员工
坚守岗位和安全生产的同时,
为丰富广大职工文娱生活，节
日期间除参加矿部举办的扑克
牌、拔河、新春游园等文体活动
之外，还自行组织开展扑克牌、
象棋比赛，以及安全知识有奖
答题活动……这天，工区在派
班室开展“我举手，我回答”现
场互动式安全知识有奖答题活
动。

笫一个走到派班室讲台桌
边的是无轨维修班组的无轨
维修工胡维东。他右手迫不及
待地伸进摸奖箱里，迅速摸出
一道答题: 大团山工区 2016
年安全出矿量是多少万吨,A:
143.76,B:120.76,C:133, 他
仔细地端详半天,在括号里郑
重地填写上 A，将答题递给
主持人，“回答正确”, 主持
人大声宣布道。当胡维东接过
不锈钢多用双层蒸汤锅奖品，
不时地向台下员工们挥手致
意, 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下一个举手的是彭叔
东。”当出矿班组铲运机工彭
叔东听到自己的名字时，立
即走上讲台前，将抽出的答
题逐字逐句地念出声音: 在
有浮石顶板下面作业的不安
全行为处罚多少分。A:10,
B:3,C:5, “是 5 分 , 对
吧？”不一会，彭叔东毫不犹
豫地大声说道，说完, 他半
信半疑地望着主持人, 当他
接过奖品时，像个孩子似得开
心地微笑着……

“下一个……”“我，我，
我……” 现场抢答氛围热烈,
安全知识有奖答题活动仍在继
续中……

徐志勇

我举手，我回答
春节期间，金

威铜业公司熔铸分
厂职工正在有芯炉
前作业（如图）。为
确保节 后生产 稳
定，春节长假期间，
金威铜业公司对板
带分厂进行停机检
修保养，而熔铸分
厂因工 艺设备 因
素，不能停炉，有芯
炉、无氧铜炉等班
组职工放弃节日与
家人团聚的机会，
仍然坚 守工作 岗
位，认真做好保温
作业。

王红平
黄军平 摄

2006 年 3月，高峰应聘到铜冠冶化
分公司硫酸车间任余热锅炉现场巡检
员。余热锅炉是制酸系统的关键设备，也
是该公司重大危险源。一旦余热锅炉发
生泄漏，制酸系统必须停车降温处理，最
少也得停车 72小时。面对新的岗位，高
峰 “不懂就学，不会就问”，利用工余时
间，认真阅读专业书籍，学习笔记记了满
满一本，每次锅炉内漏停车后，高峰穿戴
好劳保用品，冒着高温，第一个爬到锅炉
内部，打着手电筒仔细查找漏点，做好标
记，确保补漏完全。

2009年 8月，硫酸二期系统建成投
产，主控员紧缺，责任心强、业务水平高
的高峰被车间领导看中，担任生产二班

主控员。主控岗位是硫酸车间生产的神
经中枢，负责硫酸系统的生产工艺操作
指挥, 这除了要求主控员对生产流程熟
悉，还要对各个数据变化了如指掌，根据
情况及时做好相应的调整。对于在生产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高峰身边常备一本
记录本，及时记录一些新问题以及处理
的办法，事后与工友讨论，优化改进。去
年上半年，硫酸两套系统设备工况欠佳，
尤其是焙烧炉底流阀常被砖块堵塞，导
致排渣困难。如果停车处理不仅影响系
统产量，而且能源消耗加大，导致吨酸加
工费上涨。高峰与岗位人员通过摸索，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短时间内断料停风，
及时疏通下料阀，然后通过稳步操作，使
系统逐步恢复正常。这样就可以将损失
降到最低。有一次接班不久，高峰正在仔
细查看系统参数，突然闻到了胶皮味，过
一会又消失了,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突
然他意识到主控楼下即为配电柜，难道

刚才的胶皮味是配电柜那里散出来的？他心
里咯噔一下，赶紧汇报值班长，并打开配电
室的门，传出一股刺鼻的焦味。电工立即检
查，发现是配电柜内有电线着火，电工赶紧
处理，避免了一起因配电柜故障引起两套系
统跳停事故。

去年 12月的一个大夜班，高峰当班时
发现中控净化工段动力波液位读数显示满
液位，且一段时间无变化，他随即通知操作
人员去现场检查，此时动力波现场液位计也
显示满液位，但却无溢流液流出，动力波泵
出口压头却逐渐上涨并达到了 0.4 兆帕,高
峰根据自己丰富的经验判断此时液位计可
能因红粉堵塞显示假液位，实际动力波已缺
水，循环液含固量上升，导致泵出口压头升
高。他立即通知相关人员打开动力波应急喷
嘴和高位槽补水，加大冷却塔串酸量，并紧
急停车。由于处置得当，避免了动力波逆喷
段可能因高温损伤而造成的设备事故。

何 鹏

业精人勤心细
———记铜冠冶化分公司季度好员工高峰

本报讯 根据集团公司党委“讲
看齐、见行动”学习讨论决策部署，工程
技术分公司将学习讨论作为一项长期
坚持的重要任务，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
行动自觉，加强工作谋划，紧抓关键环
节，精准施策、精细操作，确保学习讨
论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结合公司实际，通过“党建重点
工作清单”制度，及时督查各支部学
习讨论开展情况，分析存在问题，提出
对策建议。在开展学习讨论中，积极建

立党员领导干部“1+N”党建联系制度，
密切一对一、一对多的党员联系度，注重
强化专题学习的实效性，引导党员增强
党性修养，尽职尽责做好各项工作。

近期，该公司党委组织领导班子成员
积极撰写“讲看齐、见行动”体会文章，并
择优推荐参加集团公司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征文活动。为增强学习
讨论的影响力、辐射力，创造良好的舆论
氛围，该公司通过公司网站和“两学一
做”专栏突出报道该公司广大党员干部积
极参加学习讨论情况以及党员干部在维
修一线的感人突出事迹，进一步教育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立足岗位作贡献，做到学在
深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丁 嵘

“讲看齐、见行动”学习讨论注重建载体创特色
工程技术分公司

本报讯 为保证设备在节日期间安
全稳定运行，作为矿山设备大户的冬瓜
山铜矿提升二区，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
所有设备巡检力度，确保设备稳定运行。

多年来，该区坚持把提升、排水系
统的设备巡视作为一项常态工作，通
过每日的巡视检查，及时发现设备运
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并认真做好分析日常巡视检查的影响
设备各种因素及常见的一些问题。为
加强节日期间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该区要求点检人员树立强烈的责任心，
对日常巡视工作做到仔细、及时、到位，
通过设备检修记录，掌握设备运行历史，
有针对性地对主要设备的运行情况进行
系统的巡查，掌握设备的检修规律，消除
影响安全稳定运行的隐患。将设备缺陷
记录在案，对已检修的设备处理过程做
好事故处理记录，对短时间内还没有消
除隐患的设备，加强巡视，确保全矿提
升、排水系统设备安全、稳定、可靠运
行。 胡敦华

冬瓜山铜矿提升二区加强节日巡检

本报讯 铜冠物流公司坚持以管理
创新为抓手，以信息化建设为突破口，有
力地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去年以来，该公司不断加大对信息
化建设的投入，先后完成了甩挂运输站
场数字监控和长江散装危险化学品船
CCTV 监控系统，实现了对重点区域实
现了视频监控全覆盖，强化了现场管控
力度。去年 5 月份新的物资统供 ERP
正式上线运行，实现了所有物料按计划
移交集团公司物资公司统供。该公司对
水运、码头调度作业信息化系统已开发
也于去年完成，并正式投入使用。至此，

该公司主要业务全部实现信息化管理。
该公司还加大对科技创新力度。去

年组织实施了三个科研项目立项和开发
工作；建立了业务集成与可视化监控平
台；开发了铁路道口远程集中监控系统，
使长江二路道口成为首个“无人值守铁
路道口远程控制”试点道口。该公司物
流服务交易平台科技项目也于去年完成
了一期建设，并于去年 12 月 28 日正式
上线投入使用。此外，该公司去年还获得
实用新型专利 5 项，软件著作权 2 项。
去年，该公司还有三篇管理创新论文分
别荣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企业管理现代

化成果二等奖和三等奖。
该公司还加强了基础管理工作。持续推

进导入卓越绩效模式，积极开展铜冠卓越绩
效奖和铜陵市市长质量奖申报工作，将卓越
绩效模式融入到管理工作中；加强标准化建
设动态管理，组织实施标准体系的修订工
作；完善“三标一体”管理体系，通过了中国
船级社“三标一体”年度评审认证；全面开
展对标管理活动，完善对标责任体系，并根
据行业特点，设立七个板块对标专业组，提
升了自主管理水平，并荣获“中部地区诚信
物流示范企业”称号。

王树强

铜冠物流公司不断提升管理水平成效好

日前，安庆铜矿组织维修人员对副井卷扬超过“服役期”的衬垫及时进行更
换，防止矿山提升系统带“病”作业。该矿新春伊始，“严”字当头抓好安全防范工
作，对矿山安全生产重要部位、要害岗位实行例检、巡检，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做到
不安全不生产。 夏富青 胡耀军 摄

锣鼓喧天恭贺新春，众志成城力拔山河。正月初二上午，冬瓜山铜矿办公大楼
广场前新春“齐心协力”拔河赛吸引了广大职工的积极参与和关注（如图）。赛场
上人头攒动，锣鼓声、加油声、喝彩声不绝于耳，广大职工群众沉浸在节日的欢乐
氛围中。 汤 菁 摄

2 月 1 日（鸡年初五）上午，许多市民来到铜陵西湖欢乐世界游玩（如图）。记者
看到，铜陵西湖欢乐世界一期 20 项游乐设施，有梦幻西游、自控飞机、欢乐海洋、立环
跑车等 13 个项目已建成并于元月 28 日向市民开放。 殷修武 摄

春节前夕，金隆铜业公司组织开展了迎新春拔河比赛，来自该公司近百人组
成的 8 支队伍参与其中。经过 15 场比赛，最终，该公司熔炼课获得第一名。

陈 潇 王承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