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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原料供应影响，硫酸和
球团产量均不及预期，压力很大呀！现
在我们掀起大干生产热潮，力争将生
产影响降至最低。”该公司值班人员
说。10月 1日上午，记者到铜冠冶化
分公司采访，被这里繁忙大干的场景
所感动。

在硫酸车间控制室，只见四名工
作人员整齐坐在主控室操作台前，有
的人盯着电脑屏幕显示器仔细观看，
有人在打电话了解生产运行情况。在
操作台前的墙面上，视频监控系统将
整个硫酸车间设备运行情况显示得一
览无余。“别看他们坐在控制室里显

得轻松，时刻要对两套硫酸设备系统运
行情况做到了如指掌。如果哪个环节出
现问题，必须要求在第一时间就能发现，
他们责任重大啊！”陪同记者采访的人
介绍。

穿过密匝的管道，记者来到国内
直径最大的沸腾炉前，这里的温度
明显上升许多。只见灼热的炉膛吐
着火舌，硫精砂源源不断宛如风卷
残云般被吞到炉内焙烧。“焙烧是制
酸生产工艺流程第一步，其间还要
经过净化、干吸、转化等工序，就能
生产出硫酸来。”硫酸车间安全员张
国林说。

“我们现在每天能稳产 300 多吨精
制硫酸，而且销路也很好。”铜陵源丽电
子化学品公司技术负责人宋奎烈告诉记
者，这次大修作用明显，在达标基础上实
现了达产。

10时 10分，记者乘电梯来到造球
工作现场，机器轰鸣，造球机飞快地翻
滚，数名员工不辞劳苦在机器边巡视，确
保生产设备正常运行。“我们岗位关系
到球团品质，球的大小、品质强度，必须
在水分控制、转速大小、膨润土添加上做
到严谨细致。”

接近中午，记者走进球团车间的
中控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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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车间副
主任产宏说。只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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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硫酸市场行情整体比上半年
有好转，球团市场价格也还好。我们通过
这次大修和技改，设备效能得到大大提
升，我们提出大干生产一百天，要求硫
酸、球团、余热发电量要比平时分别增产
6000 吨、8000 吨、1000 万千瓦时，千方
百计把以前的损失夺回来。”该分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左永伟信心满满告诉
记者。

本报记者 夏富青

把以前的损失夺回来

本报讯 9 月 29 日下午，集团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在公司主楼
四楼会议室会见了来访的大冶有色集
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翟保
金一行，双方就企业发展情况进行亲
切交谈，对企业改制、公司架构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交流。集团公司在铜的党
委委员龚华东、陈明勇、李文、胡新付、
蒋培进、汪农生，集团公司、股份公司
高管周俊、刘道昆参加会见。

杨军对翟保金一行的到来表示
欢迎，并介绍了铜陵有色集团公司近
些年发展情况。他说，集团公司在“十
二五” 期间就已形成了有色金属、化
工、装备制造三大主业板块。“十三
五”期间，集团公司围绕提质增效、转
型升级这条主线，精耕细作，提高发
展质量和效益，打造有色金属 （采、
选、冶、加）和以金融贸易为核心的现
代服务业两大主业，集团公司去年实
现销售收入 1496 亿元，实现“十三

五”良好开局。集团公司今年发展稳中
有进：精细化工已有转机；铜冶炼市场
行情持续向好；铜加工在走多年 “弯
路”的情况下，自去年开始实现整体盈
利；但矿山近年来受市场价格影响，生
产经营压力较大。

翟保金对集团公司热情接待表示感
谢。他说，大冶有色集团公司按照中央企
业 “瘦身健体”提质增效要求，对“出
血点”的亏损单位进行改革改制，今年
矿山板块有望盈亏持平。铜陵有色集团
公司产业链完整，尤其是铜冶炼产能、技
术和成本等方面优势明显，大冶有色公
司要以此为标杆，积极开展对标工作。

双方还就企业资金管理、贵金属资
源综合回收利用、企业用工管理、新时期
企业党建工作等关心问题交换意见，共
同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集团公司办公室、人力资源部、财务
部、企业管理部等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本报记者 夏富青

杨军会见大冶有色集团公司董事长翟保金一行

“两节”前夕，在冲刺全年最后一个
季度安全生产的号角刚刚吹响之际，集
团公司个别单位出现了人员伤亡事故。
事故警示我们：安全大于天、责任重于
山，必须再次审视安全生产形势，以此为
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各类事故隐患；
必须以新的思维、新的举措、新的机制来
营造安全氛围，落实安全责任，提高安全
系数，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各类安全
事故的发生，才能以更好的成绩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才能以更加稳健的
姿态顺利实现全年生产经营目标。

毫无疑问，已经到来的第四季度，
是冲刺全年生产任务，全力以赴实现
安全环保胜利成果的关键时期，同时
也即将迎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在
这个特殊时期，安全生产工作更为敏
感、责任更大、任务更重。

作为集团公司的任何一个成员单
位，都应该进一步认识到此时此刻安
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安全生产事关
广大职工的根本利益，事关企业的和
谐稳定，事关全年方针目标的大局，在

冲刺中，任何一天，都不能掉以轻心。
作为集团公司的每一位领导干部，

还应该从“讲重作”的高度，充分认识做
好当前冲刺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
性，转变作风应该从身负重责的各级领
导做起，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努
力防范和控制各类事故的发生。

在冲刺四季度安全生产中，还要进一
步认识安全生产的紧迫性。毋庸置疑，在
集团公司个别单位，安全隐患依然存在。
甚至对已经治理的隐患，由于工作不够彻
底，还有可能出现反复，新的隐患还会产
生，随时有可能酿成事故。在个别单位，不
可否认，一些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不强，管
理人员安全管理水平不高，尤其在工作中
仍存在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因此，冲刺
四季度的安全生产，就必须时刻保持清醒
的头脑，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切实做到
领导上一刻不能削弱、工作上一刻不能放
松、措施上一刻不能疏漏，把安全生产工
作看得更重、攥得更紧、抓得更实。

我们每一位企业员工，都应该始终
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度警觉，把安
全生产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抓紧抓好；始
终以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责
任意识和大局意识，把安全生产工作抓
得严而又严，细而又细，实而又实。

冲刺四季度更应绷紧安全弦
□ 江 君

9 月 29 日下午，集团公司 2017 年质量知识竞赛决赛在铜冠建安公司三楼会
议室举行。最终金冠铜业分公司代表队夺得第一名，金隆铜业公司和冬瓜山铜矿
代表队获得第二名，铜冠矿建公司、铜冠池州公司和金威铜业公司代表队获得第
三名。图为金冠铜业分公司代表队正在决赛中答题。 本报记者 王红平 摄

10 月 1 日，笔者在我市各大公园和主要广场看到为营造国庆 68 周年和即将
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喜庆氛围，市住建委园林处投放 20 万盆鲜花扮靓我市主要景
区。图为滨江公园入口处“五大发展谱新篇”创意花坛吸引着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留影。 殷修武 摄

10 月 1 日，铜冠机械公司矿冶设备制造分厂职工正坚守岗位制作奥炉配件。国庆节里举国欢庆的时刻，铜冠机械公司矿冶
设备制造分厂职工们用坚守工作岗位的方式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在集团公司重点工程奥炉改造项目中，该分厂今年承担了 7
台冶炼炉制作任务，9 月底 7 台炉体已全部运送到施工现场投入安装，各炉体的相关配件尚在赶制中。国庆长假期间，为保证施
工现场炉体安装需要，该分厂职工发扬奉献精神坚守工作岗位，加班加点制作各炉体的相关配件，并加工完成一批及时发送一
批，全力确保施工进度不受影响。 王红平 王征社 摄

10 月 1 日国庆节，在举国欢庆之
时，冬瓜山铜矿大部分干部职工却放弃
与家人团聚或外出旅游休闲的好时机，
依然忙碌、奉献、坚守在设备检修现场，
大家用辛勤的劳动向祖国生日表达祝
福。

该矿自 9 月 29 日全面停产，拉开
了全矿年中设备检修工作的帷幕，全矿
上下投入紧张而繁重的检修工作，数百
项设备检修重点和主要工作计划在 5
天时间内完成。检修的效果直接对全矿
四季度生产设备的安全、稳定、经济、高
效运行和全年生产任务至关重要。这是
一场艰巨战，更是一场攻坚战。笔者在
10月 1日走进矿生产区城，无论是地表
车间，还是井下一线，广大员工坚守在检
修现场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提升一区
是全矿检修重点单位，承担主井首绳更
换、井下负 920 米旋回破碎机整套衬板

更换等数 10 项重点检修任务。在主井
首绳更换中使用新式换绳车，并采用
“一法一单”工作法，大大提高了换绳速
度和质量，在国庆节当天，顺利完成 6
根首绳更换、缩绳，并提钩成功;井下负
920 米旋回破碎机衬板更换结束并进行
试车。选矿车间检修项目多时间紧，许多
检修项目难度较大。为了确保检修的顺
利完成，这个车间前期就确定了检修计
划，多次专门召开有关人员会议，对节日
检修工作反复研究，人员的组织、材料的
准备、安全保证及检修质量等都制定了
预案。他们把确保安全与检修质量的要
求贯穿于整个检修的全过程，车间检修
人员 24 小时连班作业，国庆前半自磨
出料格子板、大提升斗已全部更换结束。
大团山工区在做好前期准备工作的基础
上，10 月 1 日，完成了对 10 多台辆 E-
JC145E 铲运机、电机车及运输卡车等

进行维修保养和“体检”。并完成负 730
米中段运输轨道更换 100 余根道木、铺
设 12 对铁轨及道岔、带道器、架空线
等。运输区检修重点项目是主溜井大直
道沿线 13 节铁道，他们全员上阵，完成
了井下负 875 米中段运输道 200 余根
道木铺设和矿仓曲轨任务。地表动力车
间积极组织精兵强将全力以赴投入到检
修中，当天，该车间已完成 110 千伏变
电所 12 台 6 千伏开关柜清灰除尘，并
配合公司电气试验室完成该批次开关柜
的电气试验任务……

为保障全矿年中设备检修工作取得
实效，矿工会组织人员奔赴检修现场，慰
问节日期间奋战在检修一线的广大职
工。后勤单位生活服务公司每天精心采
购各类食材，为检修人员及时送上卫生
可口的班中餐，热情周到做好后勤服务
工作。 汤 菁

节日加班检修忙

10月 1 日，国庆节当天，笔
者走进奥炉工程建设现场，放眼
望去，偌大的工程建设现场，一座
座厂房雄伟壮观，70多米高的熔
炼奥电炉主厂房巍峨耸立，绿色
的钢构、银色的墙面和屋瓦，红色
如长龙般的管道，在阳光的照耀
下泛出温和的光芒。

路上，来来往往的是运送工
程物资材料的车辆，门岗保卫人
员如往常一样，对进出大门的每
一辆车及每一个人进行严格检
查，确认无问题后放行。门口几辆
装满物资的大货车在通过检查
后，缓缓进入厂区大门，按照厂区
内道路规定速度向施工现场开
去。顺着厂区中间主干道向前走，
施工现场吊车、装载车、行车开动
声等各种安装机械的轰鸣声更加
清晰起来。走进熔炼主厂房，眼前
呈现出一片繁忙、火热的场面，在
奥电炉区域，施工人员正在吊装
焊接环集烟气管道，在往前走，就
是转炉和阳极炉区域，三台偌大
的圆筒状转炉炉体已经安装就
位，两台阳极炉正在安装，业主单
位一名负责人指着 2 号转炉炉
体，正在对身边的安装单位人员
说着什么……顺着奥电炉区域楼
梯向上走，每一层都能看到安装
工人师傅们在忙碌着，有的在吊
装奥炉余热锅炉烟道、有的在安
装电炉电极系统、有的在安装铜
溜槽……

为确保“两节”期间工程建
设正常进行，奥炉工程项目部提
前安排，认真部署各项工作，确
保工程建设正常稳定进行。在物
资保障方面，对物资材料申报计
划进行梳理，加大催货协调力
度，能运回到现场的物资尽量运
到现场，与物资公司沟通，放假
期间保持正常工作机制，做好物
资到货验收、发货，确保节日期
间现场物资供应。在施工方面，
做好项目部领导及各层级人员
值班安排，各项目经理、专业组
长几乎全部上班，现场督促指导
协调施工。所有施工单位保持正
常施工状态。在安全方面，在放
假前相继组织开展了三次安全
综合性、针对性、专业性现场检
查，扫除现场隐患，确保节日期
间安全。

目前，奥炉工程各区域厂房
建设已完成，正处在设备安装调
试的高峰时期，熔炼系统奥炉、
电炉以及三台转炉已经安装就
位，两台阳极炉正在安装。110
千伏总降配电所及线路、皮带
廊、动力中心等项目设备安装已
进入尾声。与此同时，硫酸、电解
等区域进入安装关键阶段，工程
各子项按节点要求有序推进，工
程建设持续达到“保安全、保质
量、保进度、保投资”的“四保”
要求。

齐宏明

走进奥炉
工程建设现场

本报讯 历时一年的准备，日前，铜
冠建安电控设备厂顺利取得矿用一般型
高低压柜资质。从 8 月开始，该公司可
自行生产矿用高低压柜，这一市场价格
比一般性高低压柜高出 20%的产品，以
后每年，将会为该公司增加四五百万的
销售收入。

“矿用高低压柜和一般型高低压柜
技术相通，但比一般型高低压柜的柜体
防护等级更高。”该厂厂长王辉介绍，近
几年，随着行业的日趋规范，矿用高低压
柜的制作标准也越来越高。7月份，该公
司做出的样柜，达到了技术要求，顺利通
过了检测所的检测。目前，该公司已经开

始与冬瓜山铜矿、安庆铜矿等矿山接洽，
着手在矿山试制并推广矿用高低压柜。

据了解，一般性高低压柜以地表为
主，而矿用高低压柜则主要用于井下。集
团公司的矿山单位较多，矿用高低压柜
的需求量居高不下。该厂紧紧抓住这一
商机，于 2016 年开始，积极申报此项资
质。

作为一个老企业，该公司有着完善
的营销队伍和技术队伍，在平时的操作
中，电钳工各司其职，接小线和接大线的
员工分工明确，为企业的资质升级和市
场开拓提供了有力保障。

今年来，该公司与铜箔项目签订

1485 万的高压柜订单，其中 80%已经
交货，与奥炉项目签订了 600 万自动化
控制系统的合同。在沙溪铜矿的技术改
造项目，该公司负责着自动化系统的更
换、改造和设计，并为该公司提供配电柜
产品。

“下半年，冬瓜山铜矿、安庆铜矿、
铜冠冶化分公司等单位的技术改造工作
即将开始，我们的工作量也将随之增
大。”王辉说，去年该厂完成销售收入
2000 万元，今年全年预计将实现 2100
万元。而矿用一般型高低压柜量产后，这
一数字还将大幅提升。
本报记者 陈 潇 通讯员 李海波

铜冠建安电控设备厂取得矿用一般型高低压柜资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