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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冲刺四季度，全年 32000 吨
铜量必须不折不扣完成……”10月 2
日，冬瓜山铜矿采矿综合楼会议室内
正在召开四季度工作会，该矿矿长姚
道春掷地有声的号令，擂响了矿山大
干四季度，冲刺全年目标的战鼓。

今年 1 至 9 月份，该矿由于设备
检修、原矿品位低等情况影响，生产任
务略有欠产。进入四季度，这个矿积极
应对，主动作为，理清思路，采取措施，
上下动员，迎难而上，围绕年度方针目
标在全矿掀起大干四季度生产热潮。

10月 2 日，这个矿召集全矿各单
位党政负责人，进行战前动员，鼓士
气、激干劲。各单位参加会议的人员也

是情绪昂扬，纷纷在会上说做法、表决
心。采矿工区是该矿出矿主力单位，生
产任务占全矿的 70%。区长黄浩辉在
会上坚定地说道：“四季度我们重点
做好 54 线 G4、G5 隔离矿柱和 60 线
以北高品位采场回采工作。确保 54
线、62 线四个溜井日产达到 6000
吨。”

大团山工区区长徐雄谈到：“四
季度重点是加强负 670 米团山 5 号
盘区、负 623 米桦树坡出矿重点作业
区域，以及负 670 米桦树坡 4 号盘区
残矿回收工作，保障生产任务不拖欠、
不折扣……”

运输区不仅战线长，还承担着全

年 420 万吨矿石运输任务，该区区长陶
胜国信心满满地表示：“我们在做好设
备保养的基础上力争多拉快运，同时一
定完成全年节支降耗目标……”

设备大户选矿车间刚刚结束设备检
修。车间主任陶如兵说道：“我们要抓住
有利时机，一方面加强生产操作，提高生
产效率；另一方面加强技术攻关，不断提
高产品质量和回收率以及半自磨的处理
能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

提升一区作为矿山生产的咽喉要
道，该区负责人姚红卫当场立下 “战
书”：保证每天 13000 吨提升量的同时，
60线以北长皮带提矿不少于 5000 吨。

“各单位一定要冲刺四季度，加强各

项工作检查督促，不折不扣实现全年
32000 吨铜量目标，按照制定的降本措
施 106 条，细化成本管理，运用成本漏
洞分析法，努力实现全年 4000 万节支
目标。”该矿矿长姚道春在会上坚定地
号令，为大干四季度明确了目标。党委负
责人都静明在会上提出“认识、宣传、责
任、措施、落实、整改”十二字要求，强调
要抓好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的维稳安
保工作，为矿山安全生产创造一个稳定
和谐的工作环境。

一句句铿锵有力的铮铮誓言，一
个个精心谋划的工作安排，表达了这
个矿广大干群上下一心，攻坚克难的
信念和决心。10 月 3 日，刚刚完成年
中设备检修任务的冬瓜山铜矿开足马
力，全线生产，誓夺完成全年目标攻坚
战的胜利。

汤 菁

战前动员鼓干劲

“300 吨的大吊车挥舞着巨大的
手臂，30 多米长的钢皮带廊在吊车的
作用下，稳稳地置于正在施工中的皮
带廊和精矿库之间，将两者连接在一
起……”10 月 1 日，在奥炉项目部精
矿库旁，随着最后一节钢结构的吊装
完成，奥炉皮带廊场内部分全部完
工。

远远望去，从金冠转运站到奥炉
精矿库，总长 1700 米的皮带廊如同一
条巨龙酣睡在这片土地上。它肩负着
原料运输任务，自码头而来的原料经
过金冠转运站，再从转运站到达奥炉
精矿库，以满足生产需要。

“若不是天气原因，我们今天就实
现全线贯通了。”有色建安钢构公司奥
炉项目部经理郝红建略感遗憾。

奥炉项目部的原料运输皮带廊由
21截长为 10米至 39米不等的钢皮带
廊组成，施工中涉及到厂区外和厂区
内两个作业区，沿途还受到高压线和
在外单位门口施工等因素影响，施工
环境复杂，不安全因素多。

“为了保证工期，我们一改从前在

现场加工构件的方式。”郝红建说，对于
现场用到的构件，尤其是 21 截皮带廊，
该公司尽量在本部车间加工好，到现场后
只需进行简单的焊接即可。

“22 米以内的钢皮带廊我们都是加
工好再运输过来。”郝红建解释，在本部
车间制作的好处在于，可充分利用家中的
行车等仪器，制作的精确度和速度都优于
在现场散接制作的构件，施工速度整整快
了一倍。

针对高压线问题，该公司高度重视，
在施工时，邀请供电局、业主、监理三方在
场，共同把关。并使用测高仪测出吊装高
度，确保在高压线范围内安全吊装。

10月 1日，还剩下 2 节场外钢皮带
廊的吊装。“不同于场内，场外施工环境
较为复杂。”郝红建介绍，除了高压线问
题，皮带廊还途径外单位门口、小山坡。在
吊装前，该公司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

“只要老天给我开个眼，一天时间内
就可实现贯通。”当天下午，看着高耸架
空的皮带廊，郝红建说道，我们力争在 9
号完成皮带廊的全线贯通。

陈潇 马能飞

国庆期间 奥炉皮带廊“牵手”精矿库

本报讯 国庆中秋两节期间，安
庆铜矿每天有 700 余名党员干部和
职工坚守在岗位上，该矿一边营造节
日浓厚氛围，一边做到安全生产两不
误，实现了安全高效、稳定生产。节日
期间，该矿马头山 15 号采场、深部东
4 采场生产衔接较好，目前东马矿体
负 820 米、880 米矿源充足，1 至 5
日，完成处理量 17605 吨，一直处于
日均 3500 吨以上的较好水平。

为切实加强节日期间安全工作，
该矿节前打好“预防针”，专门召开了
科级以上管理人员安全专会。节日期
间，该矿领导自上而下实行带班制和
负责制，领导跟班到现场，谁主管谁负
责，24 小时对生产作业区域进行巡
查，发现安全隐患或事故苗头立即整
改并处理。另外，节日期间严格劳动纪
律管理，落实请销假制度，严禁“三
违”、班中饮酒、串岗、脱岗、班中打
牌、玩游戏等现象发生。

为强化治安管理和防控工作，创建平
安矿区，打击偷盗行为，保护国有资产，
按照集团公司保卫部和矿党委要求，节前
利用一个月时间开展了反盗窃专项活动，
对矿区进出车辆进行检查，对要害部位进
行重点巡查，对废旧物资运输、清理加强
防范，对侵害矿山公共财物的行为严厉打
击，仔细梳理存在的漏洞及薄弱环节，专
项活动的开展净化和规范了矿山内部环
境秩序，维护了矿山稳定。

为保证节日期间生产顺畅，各单位节
前做好设备点检和维护工作。该矿采矿工
区的大小铲运机是出矿的重要设备，为了
保证节日期间出矿进度，确保节日期间设
备运行完好，该工区在节前组织技术力量
和维修人员对大小铲运机和钻机进行了
全面维修，更换了遥控 27 号主力铲运机
铲斗，维修焊接了大铲运机大臂，小铲运
机的发动机维修和安装工作都在节前顺
利完成，为节日生产出矿提供了强有力的
保障。 胡耀军

安庆铜矿节日期间安全生产两不误

国庆假期，为确保集团公司各基层单位车辆设备节后能够正常投入安全生产
运行，铜冠物流东瑞公司多名党员班组长放弃休假，坚守工作岗位，带领本班组维
修人员，按照“保质、保量、保工期、保安全”的四保要求，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车
辆抢修工作中,用一种最质朴真挚的方式庆祝祖国生日。 吴 斌 摄

10 月 2 日，铜山矿业公司保卫部护卫人员正在练习擒敌术。据了解，国庆期
间，该公司保卫部在加强矿区安保工作的同时，始终坚持“以练为战”的原则，提高
矿山护卫队伍整体素质和业务技能，确保在紧急情况下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为
边远矿山建设保驾护航。 张霞 任建中 摄

铜冠投资金神耐磨材料公司职工国庆长假期间正在生产锻球。铜冠投资金神耐磨材料公司为确保今年生产钢球 4.5 万
吨，销售收入 1.6 亿元目标顺利实现，同时为上市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国庆长假期间为使生产不受影响，该公司组织一线生产
职工放弃国庆休假，坚守工作岗位，开展了正常的生产作业，保证了节日期间生产的稳定。

王红平 王常志 摄

10 月 3 日上午 7 时，平日车
水马龙的滨江大道此刻冷清不少。
伴着缕缕桂花香，金冠铜业分公司
精炼一班的班长申浩一路疾驶。刚
刚升任班长的他，每天总是早早来
到班上，用比别人更多的时间，来
积累经验、积蓄力量。

“没有谁不想放假，休息休
息或者陪伴家人，但我们肩负
着生产的责任，不容有失。”他
边说着，边走进排班室。班组
里，没有一个人请假，没有一个
人迟到。和往常一样，申浩穿戴
整齐劳保用品，仔细查看着作
业时序安排、今日需要安排的
检修和安全注意事项，将排班
指令严格地传达到每一个人，
并特别强调了节假日期间的劳
动纪律。

拿起点检工具，他穿梭在各个
设备之间，对透气砖的温度、流量
变化，炉口、风口的使用情况，风
机、水泵的运行情况了然于心。设
备检修的三方确认、现场安全交
底、安排专人现场监护，忙完这些，
又去询问吹炼炉况、硫酸系统运行
情况、动力车间供氧、天然气、压缩
空气状况……

竖炉炉长取样、测温，保证圆
盘正常浇筑。“阳极炉还原结束时
间直接关系到圆盘的工作量，还原
结束时间提前会导致阳极炉等待
浇筑影响作业时序，而还原结束时
间推迟将使得圆盘必须更换中间
包、浇筑包。”申浩笑说：“当两炉
铜水实现无缝对接，就是对我工作
的最大肯定。”

精炼车间，红彤彤的铜水从溜
槽流出，在中间包内短暂储存，再
经过浇铸包缓慢的浇铸在铜模上。
圆盘主操熟练地控制着圆盘这个
庞大而又精密的仪器顺利运转，现
场的岗位员工也是井然有序地刷
油、抹粉……一切看起来都是忙而
不乱。

突然，申浩皱起了眉头：“浇铸
快半个小时了，B 盘浇铸的阳极板
左边怎么还有毛刺，想要提高阳极
板质量，必须要控制好每一个细
节。”模温正常，冷凝水系统正常，
喷涂系统正常，浇铸系统正常……
对一个个因素进行排查，仍然没有
找到根本原因，申浩脸上略有焦急
之色。

“会不会是浇铸包的原因？”
和工友一阵嘀咕，申浩一路小跑，
来到浇铸包附近，观察着浇铸过
程。身处一千两百摄氏度的铜水
旁，厂服逐渐发热发烫，申浩随手
将额头汗水一抹，说道：“浇铸包
左边低了，浇铸时左边流量大冲
击力大，导致阳极板左边有毛刺，
把左边升高点。” 工友们接到指
示，即刻操作，很快，左边毛刺消
失了。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申浩
说，作为班长，自己一有时间，就待
在圆盘岗位。他用实际行动表明他
对质量的重视，也激励着班组成员
更好地投身质量工作当中。

陈潇 张彤纬

一个班组长的一天

“趁着国庆节放假期间，抓紧施
工，不然会影响到办公，我们做起事来
也碍手碍脚·······”10 月 1 日上
午，秋风初凉，而在有色机关大院里协
调施工的铜冠建安装饰公司的李光亮
一头细汗。

有色公司机关大院安全综合整治
三期工程目前接近尾声。东西侧楼的
维修维护，股份公司会议室的装修整
治，所有公共区域老化的电气设备要
改造，接近坍塌的屋面檩条要翻修整
理······每一个子项的工程，都要求
李光亮的这支施工队伍不能有太大的
噪音，绝对不能影响到所有办公人员
的正常工作，也不能影响到周边居民
的生活和休息。

“15 个施工人员，从 9 月初开始就
在这一片特殊的工作区域里扎缝找合理
时间做事情。”木工黄师傅满脸灰土，双
手尘灰更重，抹了一下脸上的汗水，脸就
更“花”了。“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环
境，人家办公不能停呀，又不能有点噪
音。上午不能施工，中午休息的时间也不
能施工，晚上居民区里要休息同样不能
施工。只有这个放假期间（国庆期间）抓
紧扫尾。”一边说话，黄传顺一边带领人
员赶紧处理垃圾，这也是这个特殊区域
施工的要求之一：垃圾立即处理。

虽然绝大多数人都放假休息，但这
一支队伍却在这个国庆的早上 6 点赶
到现场，开始搭建防护外架。

在股份公司的会议室，同样放弃休

息的建安装饰公司员工赵成闩爬上高高
的会议室屋面顶部，配合油漆工杜师傅
做公共区域的屋面基础。让记者惊讶的
是，大院里凉意阵阵，从屋面爬下来的瓦
工师傅池长权背后却有清晰的汗渍。

“辛苦点没事，除了我们自身的安
全以外，我们一定要确保在这里上班，还
有今天加班人员的人身安全”池长权介
绍，从去年 1 月份开始的危墙改造，到
危房拆除，再到人行道的改造铺设，他参
与很多项目，没有发生一起哪怕破皮伤
的安全事故。但背后，和这节日加班的
15个同事一样，大家付出的是文明施工
渗入到每一个细胞的警惕，也是为铜陵
有色企业形象增光添彩的自豪。

本报记者 江君

国庆施工 为企业增光添彩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离休干
部、有色公司党委原副书记张希栋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7 年 10 月
2日 19时 10 分在铜陵市市立医院逝
世，享年 90岁。

张希栋同志系辽宁省营口县人，
1928 年 2 月出生，1946 年 1 月参加
革命工作，1946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生前历任营口市保安司令部政治
部组织干事、青年建国联合会委员；辽
南公学学员，辽南一地委城工部敌后
工作；营口县民运部土改工作组负责
人、代秘书，干部训练大队负责人；东
北青干校学员；中共营口县青委、团县

委书记；辽东团省委宣传部科长、副
部长、部长，团省委副书记；北满钢
厂党委委员、团委书记；北满钢铁建
设公司、四冶总公司党委委员、团委
书记；四冶三公司党委书记；铜陵有
色公司政治部经营办工作；铜官山
铜矿党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铜官
山化肥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主任、
党委书记；铜陵市生产指挥组副组
长；铜陵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铜陵
市委宣传部部长；有色公司党委副
书记、铜陵市委常委；铜陵市企业整
顿办公室负责人；铜陵市人大副主
任等职。1993 年 4月离职休养，副

厅级待遇。
张希栋同志热爱中国共产党，始终

保持共产党员本色；对待工作，认真负
责，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任劳任
怨，具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
积极支持铜陵有色的建设和发展，为铜
陵有色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
献。

张希栋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已于
2017 年 10 月 6 日 9 时整在铜陵市殡
仪馆举行。

铜陵市人大常委会
铜陵有色集团公司
2017 年 10月 3日

张希栋同志逝世

岗位过佳节 创造新业绩 喜迎十九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