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快快，净化一处管道接头爆
裂，酸液外泄。”凌晨 3 时他被一阵急
促的电话铃叫醒，而此时距离他下班
回家还不到 3 小时。险情就是命令，
曹礼怀迎着凛冽的寒风火速赶往现
场。“停泵、堵漏、接漏液、回收酸液、
换管道接头！”一条条命令，他边跑边
下达，有条不紊地指挥，避免了环保
事故发生。他就是张家港铜业公司净
化车间员工曹怀礼。

曹礼怀在张家港铜业公司净液
车间已经工作了 20 个春秋。他凭借
自己刻苦钻研和脚踏实地的工作态
度，在熟练掌握本岗位业务技能的同
时，积极帮助其他同事学习岗位业务
知识。经常在生产、技术创新方面出
谋划策，提出自己的合理化建议，并
多次被班组和领导采纳。在张家港联

合铜业公司走过风雨的 20 多年中，他
多次获得了公司先进生产（工作）者荣
誉称号。

2016 年是新老净化车间交替的一
年，老净化由于生产工艺落后，已渐渐
无法满足公司的生产发展需要，一个工
艺先进、自动化程度更高的新净化车间
的筹建势在必行。由于老净化职工普遍
文化水平不高，无法快速掌握计算机程
序的操作和先进的工艺流程，曹礼怀勇
于担当，每天上班比别人早一小时到
岗，下班比别人晚两三小时，虚心向安
装工程师学习、请教，努力学习计算机
控制流程，下班后还要将生产管道走向
和阀门控制查看一遍。通过不断地学习
和刻苦钻研，他终于在新净化开工之
前，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将整个计算机
控制流程和输液管道走向几百个阀门

的用处、生产设备的操作以及整个生产
工艺流程都做到了然于胸，成为在净化
职工中最先熟练掌握生产操作、工艺的
人。新净化投产第一天，他一边手把手
地教导其他员工设备操作方法，一边跑
上跑下调试和查看各种设备运转状况，
汗水湿透了他的衣服，他连喝一口水的
时间都不给自己留。在新净化车间调试
生产的一个多月里，他每天 7 时之前上
班，23 时多才下班。从不计较个人得
失，没主动要求给一天加班工资，他这
种吃苦耐劳、以厂为家的精神，受到同
事们的一致赞扬。

领导眼里的好员工，可是在妻子
的眼中，曹礼怀却算不上是一位非常
称职的好丈夫。由于工作的原因，夫妻
两人长期分居两地，曹礼怀每年只能
回家一两次。而他的妻子还必须独自

承担起照顾老人和女儿的责任，每每
想起妻子，他心里更多的是亏欠。在女
儿的心中，曹礼怀称不上是一个合格
的好父亲，因为他根本没多少时间像
别的父母一样陪着女儿逛公园或者是
一起到哪里去游玩。然而，在每一位接
触过他的领导看来，曹礼怀是一位脚
踏实地、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勤奋负责
的好下属，也是一个以诚相待、以心相
交的知心朋友。其睿智的思维方式、勤
奋敬业的工作风格、和善平实的为人
态度，时刻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位同事，
使他成为同事心中的楷模，成为领导
的左膀右臂。当别人在家庭和爱情中
忙碌时，他却在枯燥的宿舍、车间“两
点一线”的生活中坚持把抓牢稳定生
产、学习净化系统生产知识当成自己
的精神支柱，把自己的满腔热情投入
到工作学习中，学理论、钻技术，在知
识的海洋里进一步充实和提高自己。
通过这些年的学习和实践，他在生产
操作技能和业务水平方面的能力正逐
年提高。

陆贤能

我的公司我的家
———记张家港铜业公司净化车间员工曹怀礼

周安平是铜冠池州公司铅分厂
电解工段负责人，在日常工作中，他
始终把产量、经济指标与公司利益放
在首位。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不怕困
难，善于钻研，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
了不平凡的业绩。由于工作认真负
责，他从一名普通员工先后被提拔为
班长、值班长、工段管理，并于 2010
年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2007 年，电解铅工序正式投产，
面对新工艺、新设备、新员工，生产的
各个环节都需要磨合、不断改进和完
善。由于电解液成分含砷锑及悬浮杂
质过高问题，导致电解过程中电流密
度不均衡，造成析出铅和阳极残极大
量断裂，掉落在电解槽中与洗刷池
里，必须及时处理，否则直接影响装
出槽时间影响产量。时值夏日，电解
槽温高达近 50 多摄氏度，每天要连
续十多小时的高温、高强度操作，部
分员工出现中暑现象，有些员工累得
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动弹不得。工

序对于这样生产进度很是着急。关键时
刻，周安平挺身而出，身先士卒，不怕
苦、不怕累，将重达一百多斤重的析出
铅一块块捞起，一副副手套磨破了，手
掌心、虎口也磨烂了，血糊糊地与手套
贴在一起。在他的带领下大家度过了试
生产期间的艰难时刻。经过半年的人、
机磨合，生产实现平稳，但此时身为工
段管理者周安平没有闲着，根据生产部
与工序的要求及时对操作流程、生产工
艺进行改进，对吊架工具以及残极冲洗
进行改造，极大地提高了装出槽效率，
让电解装出槽速度与阴阳极浇铸机组
的时速实现了同步，使各生产环节趋于
正轨，员工的劳动强度减小了，而生产
进度也达到了工序要求，为工序产量的
大幅提升奠定了基础。紧接着他从勤耕
细作、精细化管理着手，对装出槽、清
槽、补槽、处理短路槽时间做出明确规
定，力争做到槽时利用率最大化。根据
昼夜电费差异调整电流，增强短路检查
频率与效率，并合理调整添加剂的投入
量、增设加硫酸除铅措施来降低铅离子
浓度，努力改善电解液环境。一系列措
施收到了预期效果，电耗指标从每吨
163 千瓦时降至每吨 120 左右千瓦时，
产能从年产 4 万吨逐步达到设计产能

8 万多吨。
2014 年底，由于经济危机市场行

情的恶化，铅砂加工成本费用出现倒
挂，铅系统出现严重亏损，总部决定停
铅系统生产，等待时机再复产，铅系统
操作人员全部分流，周安平没有怨言，
服从分配全身心投入锌系统的生产中。

2016 年市场行情出现好转，该公
司决定恢复铅系统的生产。周安平等一
班骨干成员被再次召集，踏上艰辛的复
产之路，一切从零开始。在清理电解槽
的酸泥中，他顶着刺鼻的酸气，身先士
卒，自己动手清理淤泥，他的行为很快
感染了其他同志，电解场地提前完成了
清理进度，按照公司要求，2 月份按时
时恢复生产，并且生产出的 1 号铅锭质
量达到 100%合格。

由于刚恢复生产，岗位上大多数是
才招进公司的新工人。新工人没有师傅
带，他就自己带，每人带三四个徒弟。电
解装出槽新手多，常常装槽到夜间一点
钟以后，夜间生产成了电解工段的安全
隐患。周安平常常和工人们一道工作到
凌晨，和他们一道下班，工人还可以休
息一天，而在早晨大家又见到了周安平
的身影。在他的努力下，电解槽生产在
当年四月下旬就实现满负荷生产，当年

五月份就达到设计产能，五月份共生产
电解铅 7072 吨。

周安平善于学习，工序的每台设备
他都了如指掌。行车出现故障，维修人
员找不到故障点，带班人员又说不出所
以然，深夜里打电话给他，他从无怨言，
耐心接听，从故障现象中就能判断出故
障点，指导维修人员修理行车，他分析
得精确到位，为行车抢修节约了大量时
间，精湛的技术得到检修人员的称道。

周安平在认真工作的同时,还服从
工序领导，从大局着想。2016 年 10 月
公司开始实验新的生产方式，从而实现
减员增效的目标，刚刚平稳下来的生产
状态又一次被打破，很多工人不理解，
也有很多外协辞职离岗。他耐心做同事
的思想工作，和同事共同完成工作任
务。正是他的不懈努力，电解工段新的
生产方式结合电解铅生产的实际条件，
得以顺利实现，电解用工从 120 人下降
到 97 人，大大节约了电解铅生产人力
成本。

冲锋在前、任劳任怨，周安平在平
凡的岗位上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默默为
铜冠池州公司的事业发一分光、一分
热。

凌 坤

立足岗位发光放热
———记铜冠池州公司优秀共产党员周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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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季度以来，铜冠电工
公司在生产经营任务繁重的情况下，
大力开展工艺研发，大大促进了企业
的后续发展。

该公司着力在产品工艺设计、
产品研发创新、产品品质管理上狠
下功夫。首先，严格落实工艺纪律检
查制度，加强漆包线和磷铜球过程
检验和最终检验，确保工艺文件及
客户技术要求得到有效贯彻落实。
到目前为止，该公司本部漆包线成
品率达到 97.304%，芜湖漆包线成
品率 98.11%， 磷铜产品成品率
98.085%，一季度该公司顺利完成了
集团公司下达的指标。其次，该公司
通过完善工艺纪律日常检查考核办

法，不断规范员工操作行为。严格实行
三级工艺纪律检查制度，着力推行产
品批次管理，完善各工序的投料记录
及产品的批次记录，做好产品质量的
可追溯性，改进高速漆包机的粒子检
测手段，加强过程控制，有效防范产品
质量问题的发生，稳定提高产品质量。
与此同时，该公司在新产品开发方面
还大力开展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桩用
易切削高碲铜合金的研究与开发，这
一成果获得安徽省科技重大专项；完
成了一批新能源汽车电机用漆包线产
品的试制及小批量客户试用工作，且
都一次性达到客户需求，取得批量订
单。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芦广胜

铜冠电工公司大力开展工艺研发成效好

本报讯 一月份以来，铜山铜矿
分公司用自行研发的科技手段主动承
担了原矿仓清理、防水闸门及废石卸
载站硐室开挖、浇筑安装工作，累计开
挖工程量 440 方, 浇筑钢筋混凝土
105方，节约费用 20万元。这是该公
司用科技攻关带动降耗增效的一个显
著典型。

在科技攻关带动降耗的过程中，
该公司首先加大科技攻关的力度，紧
紧围绕降低矿石损失贫化率、提高选
矿回收率、硫精砂脱水等问题开展技
术攻关，确保技术经济指标稳步提高。
去年，该公司就与北矿院合作开展提
高硫精砂品位试验研究，目前，这一研
究成果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即将转入

工业试验阶段。
科技攻关的另一个途径，是该公司

大力推进信息化平台建设。用科技的手
段来完成西风井及井下负 658 米水泵
房自动化控制系统安装，在提高系统稳
定性的同时节约了能源消耗。针对铜山
矿体变化，该公司还积极开展采矿方法
研究，对井下负 523 米以上采矿方法进
行优化，努力降低后期采矿损失率、贫化
率。开展全尾砂高浓度充填技术研究，这
一技术，可以使充填体质量能够满足回
采要求。同时该公司还与江西理工大学
合作开展深部开采通风降尘技术研究，
制定了铜山深部开采通风降尘初步方
案，正在组织实施，确保达到预期效果。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张霞

铜山铜矿分公司科技攻关带动降耗增效

本报讯 为巩固和深化 “安全
生产，意识先行”活动成果，实现长
周期的安全生产，铜冠物流金运分公
司扎实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工作。
对分公司所有从业岗位开展全覆盖
式排查整治，彻查整改各类隐患问
题，促进安全生产由事后调查处理向
事前预防、源头治理转变，为连续实
现“安全生产年”的工作目标夯实基

础。
全面排查。将隐患排查整治贯穿生

产经营活动全过程，检查组对照各岗位
《安全生产操作规程》，严格检查每个
环节和部位，做到全覆盖、无禁区。

突出重点。针对分公司点多面广、
安全难点多、现场管理难度大的实际情
况，突出对自有车辆、铜冠工业物流园
区过驳交叉作业现场、各装卸作业现场

的安全状况检查以及对仓储区的消防
安全检查。

严格整治。分公司检查组对检查排
查出的安全隐患，恪守“三定四不推”
的原则，制定整改方案，限期整改销号。
加大对安全隐患的督查督办力度，积极
推进标准化作业，纠正从业人员的不安
全行为，确保彻底整改到位。

汪开松

铜冠物流金运分公司扎实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工作

本报讯 阳春 3 月，铜冠矿建
公司团委组织开展“红黄蓝绿白，五
彩雷锋月”主题青年志愿者活动，邀
请市交警一大队和幸福社区井巷卫
生服务站共同参与。组织开展了“黄
马甲文明出行引导”，在交通复杂的
北京路小学路口，开展交通秩序维
护、文明劝导志愿服务工作，引导行
人和车辆遵守交通秩序，向市民宣
传文明出行理念；开展“白衣天使免
费健康义诊”活动，深入居民小区，
为社区居民发放健康科普宣传资
料，免费提供测血压、测血糖等健康
检查服务。青年志愿者们用良好的
形象、饱满的热情、进一步弘扬了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
务精神，增强了青年的志愿服务意
识，提高了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企
业的归属感。

曾红林 王杰

铜冠矿建公司团委
开展“红黄蓝绿白，五彩雷锋月”志愿者活动

冬瓜山 铜矿
扎实推进“三反一
打” 专项整治活
动，积极组织保卫
人员深入全矿各
要害部位、周边小
矿点、人员上下井
通道及输砂管线，
及时加大防火防
盗等方面的巡逻
查 验 密 度 （ 如
图），不断增强自
身责任心，努力提
高事态处置能力，
以确保此项活动
取得实效。

陈 海 摄

3 月 23 日，铜冠投资公司中广公司党支部班子成员分别围绕思想、学习、工
作、生活等方面开展自我小结和自我剖析，重点针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展开了
“挖根”般的自我批评，同时进行了“出汗”式的互评，并列出了整改措施。图为
组织生活会现场。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王雪荣 摄

近日，安庆铜矿接受了 15 名黄狮涝矿业公司劳务输出人员，在对其进行三级
安全教育后全部入职上岗。图为在该矿重介质厂刚刚上岗的黄狮涝矿业劳务职工
正在生产作业现场接受操作指导。 杨勤华 摄

本报讯 日前，金隆铜业公司
成功举办了一期 2018 年度 QC 小组
活动培训班，来自该公司各个部门的
50 多名骨干成员参加了此次培训活
动。

此次培训该公司邀请了集团公司
国家级 QC 小组诊断师来现场授课，
讲解了如何编写 QC 活动成果报告，
列举了 QC小组活动中常见的问题及
解决方法。通过理论、程序注意事项及
常见问题，分析其优缺点，增强 QC小

组活动的理论性、科学性、实用性和有
效性；并紧紧围绕 QC课题选择、现状
调查、原因分析、对策制定、效果检查
等方面阐述了 QC小组活动过程中各
环节的要求，深入浅出地将 QC写作
方法、QC活动流程传授给学员。重点
讲授了 QC小组活动新标准解读及相
关评审要求，现场点评了上年度上报
的优秀 QC成果材料，现场模拟成果
发布时应注意的各项问题和对突发情
况的应对和处置能力。

此次培训工作的开展，增进了学员
对 QC 知识的了解，更加清晰地掌握了
QC小组活动的特点和流程，提高了对
QC成果的总结提炼能力，为该公司今
后的 QC 成果报告编写和现场发布评
选打下了坚实基础。学员们纷纷表示：
要将本次培训过程中学到的知识和技
巧运用到今后的 QC 小组活动中，帮助
解决实际问题，促进企业提质增效创造
效益。

桂新峰

金隆铜业公司举办 2018 年度QC小组活动培训班

本报讯 日前，冬瓜山铜矿提升
全面部署今年防洪工作，做到早谋划、
早动员、早落实，做好充分准备，提高
应急能力。

该区承担着全矿井下生产排
水重任，为扎实做好今年防洪工
作，他们制定好防洪工作计划，成
立了 防 洪 领 导小 组 及 防 洪 突 击
队，明确责任，强化落实。把防洪
各项工作落实到班组，落实到个
人，督查考核到位。并定期和不定
期的对防洪设备及排水管理全面
排查，详细规范地做好各种记录，
做到井下水能排上来，地面水能
排出去，对各泵房水仓及沉淀池
有计划地进行清理，对各泵房的
备用泵落实到位。同时，该区还及
时准备了草袋、铁锹、铁镐、箩筐、
麻绳、铁线、扁担、沙子、水泥、砖
等防洪物品，用于雨季防洪突发
事故的抢险。

胡敦华

冬瓜山铜矿提升二区
超前做好今年防洪工作

本报讯 今年来，铜冠物流金运
分公司认真贯彻落实“精益管理做除
法”的工作要求，聚焦发展中心任务
和突出问题，积极开展职工 QC小组
活动。

金运分公司 QC小组针对现有集

装箱卡车业务量较少的实际，拟对集装
箱卡车的牵引车液压系统和电路系统进
行技术改造，与厢式货车匹配使用，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以有效盘活资产，提高
设备使用效率，降低购置设备费用。

汪开松

铜冠物流金运分公司 QC活动助力生产经营

3 月 24 日，由安工学院大学生组成的“亮亮社团”，弘扬雷锋精神，组织近百
名社团成员走进天井湖社区，为居民开展家电维修专场活动，受到居民的点赞。

殷修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