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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一样的眼神中透着果敢，瘦削
的脸庞上带着干练。这位在班组长岗
位上磨砺 17 年的老兵，一直保持着
年轻人的那股冲劲和在困难面前的那
种韧劲。

他叫倪青，2000 年担任掘进组
长，带领 16 名组员攻下了多个叫得
响的重点工程，并因此连续两年荣获
冬瓜山铜矿标兵，2003 年当选铜陵有
色集团公司“十大杰出青年”。2004
年，倪青怀着对知识的渴望，白天在大
学课堂学习采矿工程，晚班组织掘进
小组攻坚，直至 2007 年毕业后，他被
分配到采矿工区从事采矿技术、采矿
班副班长工作，从 2014 年至 2016 年
担任采矿班长的三年中，班组采矿量
年年突破 280 万吨，2016 年班组完
成装药量 1008.7 吨，节约炸药、爆破
辅材超百万元。被冬瓜山铜矿评为十
大生产功臣。

敢和领导拍胸脯：“没问题！”
2016 年，采矿班掌管着冬瓜山矿段负
670 米至负 875 米共 11 个采矿中段
的大爆破作业，平均每天炸药用量有
3 吨，月度采矿量接近 25 万吨，占全
矿采矿任务的近 70%。每年采矿班没

有大爆破的日子扳着十个手指都能数得
过来，倪青心里明白，采矿生产哪怕耽误
一天，也会使原矿供给吃紧；采矿安全更
是头等大事，哪怕一丁点儿失误，都会造
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倪青日常推行的“三三六”工作法
和“一法一单”细化安全管理是保证班
组安全生产的两件法宝。“三三六”工作
法，即倪青通过班前安全派班、讲话和现
场管理等形式，使全班员工做到“三明
确”：全员明白确认昨天、今天和明天的
爆破事项，包括爆破地点、炸药量及相关
爆破数据；“三注意”：炸药运输、爆破准
备和爆破现场人员，熟记安全注意事项；
“六确认”：炸药运输人员对爆破器材的
确认，爆破准备时找顶人员和时间的确
认，爆破现场的区长、安全员和技术员对
爆破流程的安全确认。

2015 年开始，采矿班率先执行“一
法一单”细化安全管理，倪青主持编制
了大爆破作业工作危害分析法，把深孔
爆破分为 12 个作业步骤，总结出 110
条危害及后果，按照风险程度，制定防范
措施。他还在实施天井防护、扒孔等高危
作业项目前，填写安全措施现场落实确
认单交给作业人员。

敢和技术员叫板：“我能行！”去年
第四季度，井下原矿品位下降至 0.8%左
右，照此态势运行，全年全矿 3.4 万吨铜
料任务就得告吹。怎么办？倪青及时调整
采矿计划，停采低品位采场，对部分高品
位采场实施高频率强采。

倪青时常因为爆破计划和爆破技术
参数等问题，和采矿技术员争得脸红脖
子粗，但往往在争论中制定出了最佳的
爆破方案。

10 月份，为缓解冬瓜山矿段下盘尤
其是 60 线以北出矿采场供矿压力，倪
青不断加大矿段上盘 44-4 号采场回采
力度，按照平均两天实施一次大爆破频
次向前推进，20天内实施 10 次大爆破，
爆破装药量 19.416 吨，爆破矿石量
4.2896 万吨。12月份，在 60-24 号采场
实施 15 次大爆破，完成装药量 16.406
吨，爆破矿量 3.08 万吨。

敢向员工保证：“看我的！”“倪班
长，晚上在家中思考工作到半夜，采矿班
每个人第二天干什么事都在他的脑子
里，才 41 岁头发都白了不少。”组员在
背后议论倪青说。

采矿班人员结构老化，全班 37 人
半数在 45 岁至 55 岁之间，今年 4 名

1962 年出生的老爆破工就面临退休。
怎样优化劳动组合，降低劳动强度，
提高生产效率，是最让倪青烦心的事
儿。

2016 年以来，倪青通过实施当天
运药当天爆破，省去炸药看护环节；
在二步骤采场实施顶板厚度达 10 米
的破顶爆破，打破以往 8 米的上限；
班组自制 5000 个堵孔用的水泥坨；
中孔预留装药，降低炸药单耗 3%至
5%等措施，不断提高爆破效率，节约
爆破器材，还使爆破作业的安全系数
显著增加。

“不仅要照顾好老同志，还要把班
组安全、产量、质量和降本增效等工作赶
上。作为班组长还必须身先士卒，关键时
刻要做到‘看我的’，擦亮‘全国有色行
业系统模范班组’和‘全国质量信得过
班组’这两块金字招牌。”倪青充满激情
地说。

李志勇

敢说敢做的带头人
———记冬瓜山铜矿生产功臣倪青

本报讯 开年以来，安庆铜矿认
真布置安全生产，加大市场销售力度，
截止 1 月 31 日，该矿当月完成处理
量 101500 吨，铜量 592 吨，铁精砂
29100 吨，重介质 6100 吨，分别是月
度计划的 100%、100.34%、100.34%、
101.67%，各项指标全部完成或超额
完成月度计划，并盈利 686 万元，首
月取得了产销两旺的良好局面。

该矿针对今年春节早当月生产任
务必须不受影响这一关键要求，为使
生产保持平稳正常，重点抓住一至二
个主要铜铁采场，提前合理组织爆破
作业，备足存窿矿量，满足当月配矿需
要，确保入选品位；同时，考虑到驻矿
外协生产单位春节放假，浅采矿量等
受到影响，采取将溜井、卸矿坑、原品
矿仓和成品矿仓备足矿量等举措，保
证春节期间的产量稳定。合理安排岗
位人员并做好技术跟踪，做到既保证
生产正常，当班人员又出勤出力认真

负责，确保技术经济指标的稳定。另外，
还加强了系统和设备的维护和点检，做
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保证了生产顺畅。

在安全工作上，重点加强现场监督
和管理，强化对采场顶帮板、爆破作业点
的管理，杜绝安全隐患；并做好斜坡道车
辆的调度和管理，保证上下井车辆的运
行安全；同时严格爆破器材的运输、存
储、使用过程的管理，防止出现漏洞，保
证节日期间做到万无一失；还加强了井
下通风设施的维护和检查，有效保证了
各生产中段通风的正常。另外，侧重对春
节期间岗位人员的“三违”检查，尤其是
严禁酒后上班和班中饮酒等，增强了岗
位职工节日期间的安全意识。整个 1 月
份，没有发生一起安全违章事故。

在经营上，该矿抓住市场价格上涨
契机，克服春运带来的运输困难，合理组
织矿产品运输和转运，完成了当月签订
的销售订单，获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

杨勤华

安庆铜矿首月产销两旺

本报讯 新年伊始，铜冠投资神
虹公司克服生产原材料大幅涨价、产
品市场销售淡季所带来的重重困难，
迎难而上，扎实开展生产经营各项工
作，元月份硫化钠生产产量完成了
4100 吨，产品销售首次突破 5700
吨，同比增长 31﹪；完成销售收入
651.61 万元，同比增长 19.56﹪，实现
了元月份生产经营开门红。

在生产系统组织中，各生产班组
按照该公司要求，围绕安全、持续和高
效的方式组织生产，确立全员、全过程
成本控制理念，实施全过程成本控制，
各项消耗指标进一步下降；销售部门
始终把合同组织到位率、调整产品品
种结构和直供客户的开发及服务作为

销售工作的核心任务, 超前制定营销方
案及价格策略，在供应、销售及存货方面
充分挖掘潜力，全面推进物流成本降低；
设备管理部门精心组织重点设备检修，
精心维修维护，提高设备运行质量，为生
产顺利运行创造了良好条件；财务部门
千方百计用好用活资金，控制库存，加快
资金回笼及周转速度。春节期间铜冠神
虹公司生产一线的员工们放弃了春节休
假，加班加点生产。

该公司负责人说，人心齐凝聚，换来
开门红。在新的一年里，进一步强化精细
化管理，发挥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的
优势，加快发展，努力实现公司 2017 年
方针目标。

陆文武

铜冠投资神虹公司实现首月开门红

本报讯 铜山矿业公司以“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和“讲看齐见行动”
学习讨论为契机，扎实开展基层组织
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

为统筹做好这两项工作，该矿党
委高度重视，进行了精心部署。在组织
生活会召开之前，该矿印发了《关于
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召开专题
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的通
知》，对基本要求、方法步骤、时间节
点、指导思想等作出明确要求，规范组
织程序。各党支部以严肃认真的态度，
紧密联系各自实际，以内审发现的问
题为参照，以履职履责为核心，着力解
决规矩意识不强、担当精神缺乏，工作
不在状态、责任不在心中等方面存在
的突出问题。各党支部中层管理人员
实事求是地回顾总结了自身思想、工
作、作风等方面的情况，深入查找个人
在班子团结、领导作风、履职尽责、工
作开展、作风建设、执行纪律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深刻分析原因。每位中层管
理人员发言结束后，其他中层管理人
员逐一对其开展批评、提出意见。批评

结束后，本人还进行了表态发言，并提出
了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改进工作作风、提
高创新意识等整改措施。根据基层联系
点工作分工，该公司领导班子分别参加
了所在党支部的民主生活会，力求民主
生活会取得实效。

为加强对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的领导
组织，该矿党委进一步完善了每名党员
要以“四讲四有”为标尺，结合“讲看齐
见行动”学习讨论围绕“四围绕四查看
四确保”要求,查找自身在政治合格、执
行纪律合格、品德合格、发挥作用合格方
面的差距和不足, 重点看是否存在理想
信念模糊动摇、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不
鲜明,组织观念淡薄、道德品行失范,不
履职尽责、不担当作为等问题上踊跃发
言，查找自己的不足，是否存在进取精神
和业务技能不强等问题查缺补漏、巩固
成果，筑牢开好专题组织生活会的思想
基础。按照分工，党委班子成员分赴有关
基层党组织，全程参与、现场指导组织生
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并对开展情
况进行点评。

程中喜

铜山矿业公司扎实开展基层党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

2 月 10 日，铜冠（庐江）矿业公司举办庆元宵趣味文体活动。猜谜语、
掷飞镖、投篮……现场活动趣味盎然，两百多名职工踊跃参与。在欢声笑语中，大
伙锻炼了身体，增长了知识。该公司还精心准备了实用小礼物，为活动更添一份乐
趣。图为投篮游戏现场。 陈 潇 汪海滨 摄

铜冠矿建公司日前正在新基地卸载到货挖掘式装载机。铜冠矿建公司针对海外市场不断扩大，施工项目增加，为满足
施工需要，狠抓机械化作业线施工工艺的研究以及先进设备的应用，并在新年之初就积极购买了 3 台挖掘式装载机，为新
年生产施工提供了良好的设备保障。 王红平 陶 莉 摄

本报讯 “方班长，你革新的锌焙
砂清理吸尘装置使用效果不错，你是怎
么想到发明这个吸尘装置的？你真行！”
这是在日常设备检查中，设备管理员刘
坚对方宏贵夸赞的话。

九华冶炼厂湿法车间浸出生产工序
锌焙砂仓进砂作业，进砂管道受锌焙砂细
粒的冲刷磨损，主管道和阀门经常出现小
砂眼喷砂，产生的锌焙砂浮尘较多，各生产
班组经常组织人员全面清扫，但现场状况
还是不容乐观，真是车间的一个大麻烦。

为了提高锌焙砂浮尘清理效率，改
善现场操作和维修环境，做好岗位员工
职业卫生健康防护，降低锌焙砂损失率，
班长方宏贵开始带领班组成员多次对现
场环境和设备状况进行观察，他发现收
尘装置运行时布袋收尘室为负压，每次
打开锌焙砂仓观察孔查看料位时，观察
孔为负压状态吸力很大。他想，如果利用
布袋收尘室的负压吸力，在观察孔处连接
一根 10 米长的软管接在自制的吸尘头
上，就能利用布袋收尘室的负压吸力清理
现场锌焙砂浮尘了。他利用两天时间绘制
了吸尘头草图，并自制了吸尘装置。

自去年 10 月份以来，方宏贵带领
班组成员经过反复试验改进，吸尘装置
清理效果越来越好，相当于一台工业吸
尘器。自制的吸尘装置，使现场锌砂浮尘
得到了便捷处理，现场环境得到很大改
善，减少环境污染和锌砂的损失，保障了
岗位员工职业卫生健康安全。

李明华

小革新带来大便利

从对冶化行业所知了了，到在车
间生产中独当一面，再到手中紧握主
作业线上的“指挥棒”，过去的十年，
对铜冠冶化分公司生产二班中控员周
自斌来说，是破茧成蝶、绽放光彩的十
年。

初来乍到 锋芒初现
2006 年，周自斌应聘到铜冠冶化

分公司球团车间任回转窑操作工，并
被安排到安工学院、云南昆钢球团厂、
湖北程潮球团厂学习理论知识和实际
操作技能。在新的生产设备和生产工
艺流程面前，周自斌定下心、俯下身，
探索如何修炼自身。不管是工作日还
是休息日，他学习的劲头始终不减，他
泡在生产车间，细心观察，虚心求教，
迅速完成了相关理论知识的自我普
及，技术水平逐日提高。

因生产需要，2012 年，周自斌改
任生产二班中控员。这并非一次简单
的调任，而是该公司领导经过再三思
量而做出的决定。中控室操控着球团
主要生产设备，中控员负责整个作业

线的原料准确配料、膨润土精确添加、三
大主机的工艺参数严格控制以及辅助设
备的运行和监护，工作繁重而辛苦，没有
过硬的业务知识和技术水平无法胜任。
“我们当时就想到了周自斌。”该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周自斌也并未让大家失
望，他敢于吃苦、善于总结，在中控的岗
位上愈发得心应手。

技术过硬 独当一面
提起周自斌，生产二班班长吴以官

赞不绝口：“他作为中控员，承担着球团
系统主作业线上的组织、指挥、协调工
作，不仅要掌握造球生产工艺、机械设备
操作和维护等相关知识，对整个生产线
的运行状态也有一定的分析与判断能
力。”

当班时，周自斌会细心观察生产设
备的运行情况，关注生产各个环节工艺
参数的变化，并做好记录，以便及时调整
操作步骤，确保进入球团脱硫系统的氮
氧化物、二氧化硫等在可控范围。

2016 年 6月的一天大夜班，周自斌
在中控室突然发现监控数据显示球团回

转窑内温度仅有 1100 摄氏度，正常情
况下，这个数值应该在 1200 摄氏度至
1250 摄氏度之间，过低的焙烧温度对整
个系统的热工都有很大的影响，会导致
球团产品质量波动。

“我当时赶紧查看焦炉煤气压力和
流量。”发现各数据显示都正常，温度数
值却不对劲，周自斌不敢耽搁，即刻通知
岗位人员到现场检查，察看焦炉煤气是
否有泄漏，罗茨风机是否正常，操作工检
查后怀疑说是不是仪表显示有误……在
忙碌的同时，周自斌结合整个工艺流程
和多年窑头工作的经验，暗自思忖着，是
否有可能是环冷机鼓风机故障导致的
呢？他再次打电话让操作工去检查其运
行是否正常，果不其然，环 1 风机故障，
风量减小，导致环 2 风机压力过大，低
温气流进入窑内，导致了这一现象。找到
了“病根”，检修人员马上对环 1 风机
进行了维修，生产恢复了正常，一次质量
事故因此避免。

大胆实践 为企创效
2016 年 5 月，该公司球团车间接到

一笔低品位球团的订单，但是车间生产
该类球团尚在尝试摸索阶段，红粉配比、
造球参数、热工制度等工艺参数指标尚
未形成一整套数据链。周自斌在获得车
间领导的支持后，大胆尝试调整红粉配
比、膨润土使用量、系统温度等重要指标
参数。

“为掌握第一手资料，他每隔 30 分
钟就主动通知原料、造球、链篦机、回转
窑、环冷机等关键岗位操作人员，让他们
到现场收集数据并马上报告中控室。”
班长吴以官介绍，周自斌在工作笔记上
详细记录了原料配比、辊磨压力、造球参
数、主机系统各段风量大小、温度高低以
及对应球团成品的产、质量等数据，并带
着做好的功课，主动向车间领导、技术员
进行报告，与他们共同探讨。经过近 3
天的尝试与研究，周自斌摸索出了低品
位球团生产的规律，找到了各项最佳工
艺参数，随后迅速向其他班组进行推广，
确保了该批次特种球团的交货期及质
量。

陈 潇 李文波

紧握主作业线上“指挥棒”
———记铜冠冶化分公司标兵周自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