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铜冠物流金园分公司坚
持“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近日，分公司党支部按照计划布置，
利用“党员活动日”进行革命传统教

育，包括参观纪念馆、向烈士陵园敬献花
篮、重温入党誓词，以及途中开展党的基
本知识问答等。通过回顾历史瞻仰先烈，
增强党员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陈玲琍

铜冠物流金园分公司党支部“党员活动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本报讯 近日，铜冠物流金铁
分公司组织开展了一场贴近实际的
消防安全演练，设定下属机务段油
库重地突发火灾，在没有火警外援
的情况下，实施自救的过程。来自该
分公司机务段机车乘务人员、加油
工等岗位 10 余名员工参加了演
练。演练结束后，该公司武保部负责
人就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作了详细
讲解，并现场进行了操作演示，增强
了参演员工消防应急处置的实战能
力。 邹卫东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
开展消防安全演练

本报讯 今年以来，铜冠冶化
分公司克服阶段性原料供应紧张、
品质波动且多样性以及设备老化和
市场弱势运行等不利生产条件，强
化管理，精心操作，科学合理地调整
配料结构，生产保持稳定运行。上半
年，完成硫酸产量 33.9 万吨、球团
43.3 万吨、发电 6428 万千瓦时，经
济效益明显好转。进入下半年，该公
司咬定任务指标不放松，撸起袖子
加油干，确保三季度安全环保和生
产三丰收。

该公司根据自身生产实际，三
季度按照“稳产、降本、增效”的工
作思路，以效益最大生产组织为重

点，自我加压，积极开展技术、QC 小
组攻关和合理化建议活动，促进指标
优化，力争稳产高产。通过进一步提
高员工岗位操作技能，加强学习，认
真执行岗位操作规程，提升员工对工
艺设备的驾驭能力。车间及生产岗位
之间加强互联互通和协调配合，突出
解决工序之间的平衡，保障系统稳定
运行。

与此同时，该公司还进一步增强
安全环保意识，加大对“三违”的查处
力度，有效遏制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加强全员安全学习教育，规范操作，强
化安全防范意识。针对夏季和汛期安
全生产的要求，按照区域管理原则，加

强防汛物资储备，抓好酸库、酸槽、泵
房和配电室等重点设施设备的防洪防
汛工作，落实责任，同时做好雨水收集
和清污分流工作，采取有效措施，确保
生产安全度汛。尤其在 8 月下旬和 9
月份系统设备大修期间，要求严格执
行项目安全施工方案，规范穿戴劳保
用品，消防器材配备齐全，现场交叉、
高空、吊装、受限空间和电器检修等作
业，全力做好安全监管和防护工作，确
保大修任务顺利完成。

此外，该公司坚持以降低生产成
本为核心，深入开展提质增效和挖潜
降耗工作，紧扣市场、成本与效益关
系，立足内部资源的综合利用，克服影

响生产不利条件，内挖潜力，精心操
作，加强配料生产组织管理，稳定生
产，提高烧渣品质，保障公司整体效
益。同时还把去库存作为重点工作，大
力开展技术攻关，加快回收利用筛下
粉项目实施进度，面对目前原料现状，
硫酸车间通过合理调整配料结构，稳
定烧渣品质，为产品销售创造条件，降
低烧渣库存，减少倒运成本。球团车间
加强生产管控和工艺操作，减少开停
车频次，避免大块和粉球对产品质量
影响。加强班组生产成本预算，对发现
的问题，及时总结分析，并采取有效措
施加以改进。

夏富青 朱长华

铜冠冶化分公司全力抓好三季度安全生产
按照“稳产、降本、增效”的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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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12 日, 铜山矿业
公司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踊跃参加无偿
献血活动。据了解，此次前来献血的职
工中，有很多职工已连续多次参加，大

家用实际行动，体现了铜山人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和热心公益事业、爱心奉献精
神，如今，无偿献血已成为该公司全体员
工的自觉行为。 丁 波

铜山矿业公司职工踊跃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近日，铜冠建安新型环
保建材公司接到一单特殊产品———薄
层砂浆，该产品要求的原料砂为粒径
0.4 毫米的超细砂，与该公司生产的大
多数砂浆品种通过生产线的设备快递
生产有所不同，该产品需要人工的辅
助才能完成，面对 600 吨的产品用量，
如何快速高效地完成任务成为生产难
题。

据悉，如果利用现有的设备运输
则需要将砂仓内原有的中砂全部导

出，而这势必会给企业造成一定的损
失和浪费。于是该公司采用了最原始
的人力运送方法，机关人员配合车间
员工，装袋的装袋、运送的运送，十几
个同志汗流浃背干了一上午，才运送
不到 3 吨砂，离每日生产用砂量 15
吨，存在较大差距。面对紧张的生产任
务，该公司领导和技术人员集思广益，
利用技术改造解决生产难题。由于现
有的生产线设备是由电脑控制的自动
化设备，如果改造操作不当，会给生产

线带来损害，造成严重后果。在技术人
员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技术经验基础
上，该公司通过反复论证，最后决定在
斗提机上新开原料入口，上部出口新
增闸板阀和旁通，将超细砂直接打入
备用砂仓。通过运行试验后，改造达到
了预期的效果，既节省了人力又提高
了效率，满足了生产的需要，同时也为
该公司今后生产其他特殊品种的砂浆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彭 妍 高 明

铜冠建安新型环保建材公司
技术改造解决生产难题

日前，安徽铜冠（庐江）矿业公司组织员工拆除牵引机车，并通过提升系统运送到坑下巷道用于生产。该公司沙溪铜矿项目在重
负荷联动试车后，按照时间节点有条不紊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为矿山全面生产做积极准备。 夏富青 汪海滨 摄

追忆革命战争年代峥嵘岁月，弘扬传承革命先烈精神。日前，矿产资源中心第
一、第三项目部党支部组织党员来到大别山红色教育基地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
动。在教育基地，党员们缅怀革命先烈，聆听革命事迹，开展互授党课及微党课等
活动。图为全体党员在岳西大别山烈士陵园，面向庄严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默哀致
敬，并站在党旗前，重温入党誓词。 萨百灵 蒋涵森 摄

铜冠物流金运物流分公司始终把职工的冷暖放在心上，切实帮助解决职工的
实际困难。图为该单位领导探望生病住院的职工，鼓励职工安心治疗，早日重返工
作岗位。 汪开松 摄

本报讯 7 月 12 日上午，冬瓜山
铜矿动力车间维修人员冒着高温正在
安装直径 165 毫米输精砂管道。该矿
动力车间承担安装的又一条输精砂管
道全长 3600 米，自 6 月 21 日开始安
装以来，克服任务重、作业空间狭小、

时间紧，以及高温天气等不利因素，组织
精兵强将合理施工。目前已安装输精砂
管道 1000 余米，预计 8 月份完成安装
任务并投入运行，届时将有效提升冬瓜
山铜矿精砂输送能力。

陶信宁

冬瓜山铜矿动力车间战高温安装输精砂管道

本报讯 “你认为公司安全环
保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改
进？”“你对本岗位的操作规程熟悉
吗？哪些需要改进，如何改进？”7 月
12 日，记者走进铜冠神虹公司生产
车间，见到了车间副主任吴勇正利
用生产间隙同生产班长俞伟春进行
安全谈心。一一与职工开展安全谈

心，正是该公司当前推出的一项“岗
位达标，人人过关”安全管理新举措
中的重要环节。

为提升公司整体安全生产管理
能力和水平，加强对员工的能力考
评，确保公司安全生产顺利进行，进
一步强化全体员工的安全责任，今
年以来，铜冠神虹公司在深化“安全
环保，意识先行”活动中开展了“岗
位达标，人人过关”活动。其目的是
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全员参与、全员
治理、全员提高的理念，促进员工立

足岗位、落实岗位责任，强化操作技
能，实现人人操作达标、管理过程达
标、环境动态达标、业务水平达标，
通过人人达标，人人过关，推动公司
安全环保稳定发展。“安全谈心是我
们这项活动的重要一环，安全环保、
职业健康知识同技能考核的分值在
达标考核中各占 50 分。”该公司安
全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安全谈心
内容涉及到安全管理等多个方面几
十个问题。安全谈心对象为公司全
体员工，并采取先一线后机关。目前

生产一线 60 名员工已经人人谈过，
安环部门正在进行机关后勤部门人
员安全谈心。

该公司通过安全谈心活动，极
大地提高了员工安全生产意识，提
高了安全生产操作技能，在实际工
作中懂安全，知危害，员工先后提安
全合理化建议 52 条，采纳 20 条，整
改 20 条。今年以来，该公司未发生
一起安全事故，安全生产保持了平稳
运行。

王红平 陆文武

铜冠神虹公司安全谈心提升职工安全意识

随着井下充填采场的作业范围不
断扩大和管道线路不断延伸，冬瓜山
铜矿充填区在对管道与充填采场的协
调与铺设施工中，如同一场不断升级
的竞技大战。这场采场与管道的“升级
战”，最为经典的当属“鞭长可及充填
战”和“左右逢源充填战”。

“鞭长可及充填战”。常言道，鞭
长莫及。近期投入充填的 G6 号采场，
是井下首个三步骤充填采场，三步骤
采场与一、二步骤采场充填，不仅存在
工艺差别和现场环境等诸多不同点，
其相对偏远的采场位置，对充填管道
的“身长”，也有着及其苛刻的要求，
经过一番摸排，这 G6 号采场的周边，
一时半会难以寻觅到与之 “般配”的
管道。

“既然 G6 号采场的‘身边’没有
可调剂管道，那么，采场间的分支管道
线路能否优化利用呢？”为了寻求充填

支管与新投入充填采场能够无 “缝”
对接，区里在对各采场的管道线路走
向与对应采场位置进行逐一梳理过程
中，发现即将从团山老区拆移合并的
冬瓜山新区 3 号管线有着无可比拟的
“身长” 优势，两者可谓是 “一拍即
合”。经过前期管线布置、水路流向治
理、现场环境整治等技术攻关，井下负
730 米 中 段 52 线 首 个 三 步 骤 采
场———G6 号采场终于按期投入充填
了，这不仅为生产接续赢得了有利条
件，也为系统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左右逢源充填战”。随着 52-19
号、60-4 号等采场出现的交叉渗漏故
障，以及相邻区域存在的交叉作业、采
场接顶等干扰因素，对管道系统带来
一定程度的牵制。为了攻克这一难题，
区里在合理掌握充填节奏、严防裂隙
封堵等应急故障排除的同时，根据不
同类型采场与对应管道系统的机动

性，优化管道布置、科学调配排放口的方
位，确保不管哪一类型采场均能与相对
应的管道系统组合充填。

另外，通过详细了解和掌握各中段
采场分布情况，密切关注每一处充填采
场相邻区域存在哪些交叉作业干扰因
素，按照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对各区域
充填支管安装采取划片、包段等 “网格
化”管线布置办法，有效破解接顶充填、
渗漏治理对系统主管道与充填支管供需
不平衡的难题。充填支管划片法，即通过
改变充填支路管道线路走向，实现相邻
对应采场管道共用充填。充填支管包段
安装法，即通过调节放砂口充填方位，实
现跨中段采场任意充填，使采场与系统
管道能够“左右逢源”。

别样的采场与管道“升级战”，既保
障了管道系统满负荷运行，又确保了不
同类型采场有序充填。

汪为琳

别样的“升级战”

7月 9 日深夜，安庆铜矿机运
工区技术员陆志在主井提升箕斗前
拿着图纸认真对比，让操作工做最
后一次调试，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反
复比对和调试，提升系统终于又恢
复了正常。陆志和维修人员、操作工
这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在三个小时以前，正在
家中的陆志接到工区的电话，说是
主井正常提矿的过程中负 598 米
处突然跳电，整个提升作业立即停
止下来，箕斗在上停车开关处，无
法正常停车卸矿，需要他来矿紧急
处理。

这天是周六，刚刚忙玩家务准
备睡觉，便接到单位电话，陆志犹豫
了一会走到房门前，孩子正在发着
高烧睡着了，陆志看了看孩子轻声
地对妻子说：“单位设备坏了，需要
我马上过去一趟。”望着劳累的妻
子和熟睡的孩子，陆志的话语显得
有些无力。此时，外面正在下着暴
雨，妻子眼睛有些湿润，低声说道：
“你去吧，路上小心，记得带伞。”和
妻子告别之后，陆志拿起雨伞匆匆
离开家，在雨中拦了一辆出租便来
到矿里。

到了单位，陆志拿着工具和图
纸来到主井，详细询问故障情况。操
作工陈述道：“可能是雷暴天气，突
然跳电，主井提矿到负 598 米停住
了，重新复位，没有任何反应，卸不
了矿。”陆志仔细查看了提升系统，
在一名电工的配合下，他让操作工
在手动慢速运行过程中，紧固编码
器的螺丝卡口，重新调试并做好数
据的采集，随后立即展开电路排查。
由于天黑又在下雨，陆志提醒大家
在主井架上检查作业一定要注意安
全。

经过认真分析和比对图纸，问
题终于找到了，原来是编码器的
数据采集出现误差，从而导致箕
斗没能到达指定位置，造成过卷
现象，经过处理之后，排除了故
障，箕斗恢复正常。

荣 丽

雨夜排除故障

7月 11 日，铜冠电工公司组织 40 多名职工在市献血中心参加义务献血，职工
们纷纷伸出手臂，献出自己的热血和爱心。出现在献血中心的大多数都是老面孔，
漆包线分厂黄超同志已连续 5 次以上参加献血，他的爱心举动受到有关部门及领
导的高度赞誉。 芦广胜 摄

冬瓜山铜矿退休干部杨宗保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7 年 7 月
16日 21 时 30 分在铜陵市逝世，享年
87岁。

杨宗保同志系湖北省襄阳县人，
1951 年 3月入伍，1952 年 10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分别在 0048 部队任战
士、班长、排长，1959 年 10 月转业到
有色井边铜矿任党支部书记、副矿长，
1979 年 11 月任有色第二巷公司副经
理，1982 年 1月任有色狮子山铜矿副
矿长,1984 年 10 月退休,享受副县级
待遇。

杨宗保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
长期以来，他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
兢兢业业，受到干部和职工的高度评
价。退休以后，他始终关心矿山发展，从
未向组织提出过要求，保持了一名老干
部的光荣传统和高尚情操，时刻用党员
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革命事业和矿
山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杨宗保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于
2017年 7月 18日上午 9 时整在铜陵市
殡仪馆举行。

铜陵有色冬瓜山铜矿
二○一七年七月十七日

杨宗保同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