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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9 日，市气象台发出高温橙
色预警信号：铜陵地区最高温度将达
到 37 摄氏度。而让气象部门如临大
敌的 37 摄氏度高温，跟金隆铜业公
司 PC电解生产现场温度相比，简直
不值一提。13 时 25 分，笔者来到 PC
电解主厂房。刚踏入主厂房，就感觉一
股扑面而来的热气朝自己撞来，整个
身体瞬间陷入无边的热浪包围之中。
不到五分钟，脸上的汗珠就顺着脸颊
往下流淌。

放眼望去，整个电解车间一览无
余。近 400 米长、30多米宽的巨大厂
房内，密密麻麻挤满了正在电解槽中
进行电解的阳极板。“这里总共有四
万多块阳极板。每块阳极板进入电解
程序后，9 天开始出铜，18 天全部下
线。”刚从电解槽面上走下来的出铜
班班长吴晓勇一边抹汗一边介绍。PC
电解是金隆铜业公司的主力生产车间
之一，每年有 20 多万阴极铜从这里

产出，走向国内、国际各大铜金属交易市
场。然而，最美的产品总是伴生着最辛劳
的汗水。在电解车间工作，夏天最难忍受
的是高温，无处不在的高温。电解液的平
均温度是 60-65 摄氏度，阳极板只有在
这个温度区间，才能产生最完美的化学
反应和释放、吸附效果。电解工作面的炙
热高温，正是来自于这道生产工艺。阳极
铜电解中的电解槽仿佛变成了一个个半
沸腾的小火锅，电解溶液在电流的作用
下，温度升高，散发出大量热气，使车间
里变得闷热异常。已在这里工作 9 年的
操作工李晶晶谈起车间里的热，感触最
深的一个字是：闷。他说每天只要一上槽
面，待不了 10 分钟，就会让人热得有种
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李晶晶的装束有点
与众不同，他的头上搭着一条毛巾，毛巾
被安全帽一压，直接垂在两腮部位，显得
不是那么美观整洁，但他说毛巾这样使
用最方便，因为经常工作时汗淌得连眼
睛都睁不开，这时候他只要轻轻撩起毛
巾就能擦汗。说话间，李晶晶走向窗台，
拿起杯子咕咚咕咚地喝起水来。他的水
杯比我们平常使用的水杯大了很多，容
量相当于一个小暖水瓶。再看窗台上摆
放的其他工友的水杯，也一样都是超大

号的。李晶晶说，即使是这么大的杯
子，他一天也要喝掉四五杯水，还不包
括单位为防暑降温而免费提供的盐汽
水和矿泉水。班长吴晓勇接过李晶晶
的话茬说，车间里的确是潮湿感很重
的闷热，职工一到达岗位，就会整天与
汗水为伴。“你看”，他随手拉过李晶
晶说，“他的工作服从上衣到裤子，已
经全部被汗水湿透了”。

PC 出铜班一共 8 人，每个班需
要不停工作 6 个小时，主要包括整
缸、阳极板装槽、接触点洗刷、槽底清
洗、电解铜出槽装槽等多项需要付出
体力的工作，每一项工作都要求熟练
心细，任何一项做得不到位，都会影响
到电解铜的技术指标和产品质量。操
作工王安乐蹲在电解槽面上仔细进行
整缸工序，他拿着手电筒耐心检查每
一块阳极铜和不锈钢阴极板之间的距
离，看两者之间是否有均匀的距离间
隔，防止两者因为接触而导致短路，影
响电解铜生成，无谓消耗电能。整缸是
项很不轻松的工作，蹲在那里，不仅腰
酸腿疼，而且像蹲在一个蒸笼上。由于
和电解液面距离很近，槽液蒸发出的
气体带着强大的热量向上升腾，直往

人的衣服里钻，很快便让人热得大汗淋
漓。看着满身是汗的王安乐，我问他是不
是很热。他的回答出乎真心：“要不是想着
安全，在这里干活，我们热得连安全帽都
不想戴！”

似乎是为了印证王安乐的回答，班长
吴晓勇顺手拿起身边的一个手持式测温
仪，他将测温仪对着悬挂在电解槽面上阳
极板耳部按动开关，显示屏上出现了一个
数字：50。“这块阳极板表面温度是 50摄
氏度”，吴晓勇解释说，“不过这是断电后
的温度，如果是电解槽处在通电状态，铜
板温度会在 60摄氏度左右”。为了体验铜
板的热度，我将食指按在他刚才测温的铜
板表面，并在接触到铜板的同时开始计
数：1、2、3、4……刚数到 5 的时候，我的手
指便经受不住灼人的烤烫而不得不抬手
离开。怪不得电解车间里这么热这么高
温，四万多块烙铁般烫热的阳极板不断地
向空气中散发热量，我进门五分钟便汗流
浃背便不足为奇了。而那些在现场操作的
工人，他们一个班由多少个五分钟组成？
会因高温流下多少汗水？我们实在无法统
计，我们能统计到的，只是他们每天产出
的闪耀着青紫光泽的优质电解铜数量。

章 庆 程文胜

一到岗位就与汗水为伴
———金隆铜业公司 PC 电解高温生产现场速写

本报讯 8 月 10 日上午，《重金
属精矿贸易仲裁处理规范》 标准审
定会在铜陵市铜雀台开元国际大酒
店召开。会议由全国有色金属技术研
究院标准专利中心副主任、全国有色
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赵
永善主持。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相
关负责人出席会议。来自全国有色金
属行业的技术审查机构、第三方检测
机构、相关评审单位 40 多人参加会
议。

本次会议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主办，铜陵有色金属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办。会上，与会人
员观看了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宣传片，听取了《重金属精矿
贸易仲裁处理规范》 行业标准起草
过程有关情况的介绍，审定了《重金
属精矿贸易仲裁处理规范》标准。

由于我国铜、铅、锌、锡等冶炼企
业原料自给率很低，需要大量采购国
内和国外的原料，尤其是进口国外原
料。为解决国际贸易中话语权低和贸
易争端权益不对等现实问题。根据中

国有色金属协会的要求，在全国有色金
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统一协调和指导
下，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
责牵头 《重金属精矿贸易仲裁处理规
范》 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标准起草工作，
其中铅锌精矿、锡精矿分别由云南驰宏
锌锗股份有限公司、云南锡业集团公司
负责起草。

针对重金属精矿（铜、铅、锌、锡精
矿）国内贸易时常出现无理要求仲裁、
重复要求仲裁、仲裁结果扯皮等现象，
为确保国际贸易仲裁的公平、公正和可
执行性，起草编制人员历时两年多时间
的调研、意见征集、数据征集及整理，于
2017 年 3 月正式开展 《重金属精矿贸
易仲裁处理规范》标准起草工作，完成
期限为 2018 年 12 月。本标准主要分
为仲裁协议、仲裁接受、仲裁机构、仲裁
样品、仲裁结果应用、仲裁费用支付、仲
裁协议和仲裁委托书、附则等八部分内
容。《重金属精矿贸易仲裁处理规范》
标准的出台，不仅可以作为国内重金属
精矿商务谈判依据，还能够起到规范仲
裁程序，保证仲裁的公平、公正的作用。

夏富青 徐 敏

《重金属精矿贸易仲裁处理规范》标准审定会在铜陵市召开

本报讯 8 月 11 日上午，集团公
司团委在江南文化园意大利风情街
Caffe Buono 咖啡馆举办迎七夕“青
馨”交友聚会，来自集团公司各二级
单位以及铜陵网、市建投的 26 名单
身青年聚集一堂，展风采、觅知音。

“青馨”交友活动内容丰富多彩。
在以前活动中牵手成功并走进婚姻殿
堂的青年发来视频，给单身朋友加油
鼓劲。活动中，男女生经过简单的自我
介绍后，男生撕名牌展示“男友力”，
女生则认真观看，并在“女生特权”时
指定有意了解的男生进行现场表演。
随后，大家在“零花钱”“自由交流”
等环节中进一步增进了解。活动共有

6 对单身男女青年“成功牵手”，收获了
属于他们的祝福和礼物。

一直以来，集团公司团委以服务青
年为己任，自 2014 年来，平均每年至少
主办一场联谊活动，展示有色青年的时
代面貌、青春风采，促进青年之间友好、
真诚交往。部分青年因鹊桥会而相识、相
知，并走进婚姻殿堂。

集团公司团委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集团公司团委还将坚持不定期举办联谊
活动，切实为集团公司内外部有交友意
愿的单身男女青年搭起交友平台，让更
多的单身男女青年在活动中找到属于自
己的另一半。

陈 潇

集团公司团委扮红娘搭鹊桥

工程技术分公司承
接的金隆铜业公司循环
水用于缓冷喷淋试验管
道铺设专项工程，自 7
月开工以来，现场施工
人员充分做好现场高空
与地面的协调配合，在
做好安全防范工作的前
提下，克服炎热天气带
来的困难，保证施工质
量与工期双推进。

图为施工人员进行
高空管道架设现场。

王 璐 摄

8 月 8 日，铜山铜矿分公司工程区维修班冒着酷暑正在更换尾胶充填管阀。
该分公司成功试用尾砂细料与新型絮凝剂集中添加胶充法，使充填生产的质量与
进度有显著改善，7 月份创下月充填 1.3 万立方米生产新高。 吴 健 摄

8 月 11 日，检测研究中心试金女工正在 1100 摄氏度高温下的试金炉前进行作业。高温试金炉是
试金分析的主阵地，1100 摄氏度的高温将整个工作场所烘烤到 40 摄氏度以上。检测人员要穿戴劳动
保 护 用 具，工 作 服 是 湿 了 又 干 ，干 了 又 湿 。 为 保 证 酷 暑 时 期 产 品 检
测质量 、进度，一 群铿锵 玫瑰们 责 无 旁 贷 坚 守 在“ 火 烤 ”阵 地 上 ，无
怨无悔。

夏富青 黄巍巍 摄

本报讯 平时工作看出来，关
键时刻站出来。冬瓜山铜矿党委激活
基层党组织活力，充分发挥广大一线
党员吃苦在前、身先士卒的先锋模范
作用，揽工程干实事，争当生产标兵，
让党员动起来、身份“亮”出来。

为把党员打造成为矿山发展的
有力推动者和实践者，该矿党委深
化创先争优活动，通过开展党员
“亮身份、作承诺、当先锋、树形象”
等活动，不断引领和激励着广大党
员在政治上求进步、在技能上争
“尖子”、在岗位上当“标兵”。

该矿运输区主要担负着井下负
875 米和负 1000 米两个运输中段
400多万吨的矿石运输生产任务。区
党支部在党员中开展了“一名党员
一面旗”“运输线上党旗红”等主题
教育活动，将党建工作有效切入服务
矿山生产经营中，保证党建工作和生
产发展相互融合，同轨运行。党支部
班子成员坚持三班制与工人同下井、
同升井，跟班协调解决生产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和矛盾，做到难事走在前、
急事跑在前、险事冲在前、重事干在
前，有力地促进了全区安全生产。今
年“七一”前夕，该区党支部被省国
资委党委授予“省属企业基层服务

型党组织建设示范点”称号。
集团公司优秀共产党员、运输

区维修班班长洪光发，为确保井下
负 1000 米运输系统早日投产，他
主动带领几名维修人员，克服通风
差、气温高、战线长等困难，他们早
上班晚下班，提前 5 天顺利完成整
改和完善运输系统任务，为该中段
按时生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掘进一区掘进二班班长、集团
公司优秀共产党员徐海洋敢打硬
仗、善打硬仗，他所带班组长期承担
重点工程施工任务。施工中，他自己
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确保了施
工效率，创下月掘进 1800 余立方
米的好成绩。

在工友们眼里，采矿工区值班
长、共产党员刘晓平是个能人，被大
伙儿亲切地称为“二哥”。他参加工
作近 30 年，从事过最苦最累的打
眼工，当过安全风险大的起重工、支
柱工，时刻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要求自己。他在 2009 年至
2017 年担任采矿工区服务班班长
期间，负责冬瓜山矿段井下 9 个生
产中段、上万米管缆线路、20 余条
下矿溜井、8个变电所的维护。他经
常加班加点，及时为生产解决了许

多难题。井下铲车出矿过程中会产生
大量粉尘，过去操作工尝试向矿堆上
洒水降尘，但这种方法会产生大量积
水，使矿石烧结，出矿困难。刘晓平听
说市场上有雾化喷头，通过实体店
找、上网搜索，最终买到了理想的喷
头。如今，冬瓜山矿段井下所有出矿
采场的进路，都安装上了雾化喷头，
现场粉尘明显减少，改善工友们的工
作环境。

该矿不断夯实党建工作基础，
将党建工作向生产一线覆盖，以
“党徽在闪耀”“党员示范岗”“党
员责任区”“党员活动日”等创优争
先活动为载体，突出特色，先后在党
员中开展了“党员攻关组”“党员突
击队”“一名党员一面旗”“今天我
是安全员”“争当降本增效排头兵”
和“岗位塑形象、争当先锋手”等主
题教育活动，强化广大党员的身份
意识、责任意识。近年来，冬瓜山铜
矿先后涌现出一大批省 “五一”劳
动奖章、“安徽好人”和“铜陵有色
好员工”的优秀共产党员；矿山生产
铜量也连续三年保持在 32000 吨以
上，选矿回收率保持在 88.8%，圆满
完成了生产经营各项目标任务。

方咸达 汤 菁

冬瓜山铜矿党员“亮”身份 见行动
平时工作看出来 关键时刻站出来

本报讯 铜陵金泰玻璃钢公司存在固废
相关环境问题已于 8 月 6 日被铜陵市环保局
解除挂牌督办。这标志着该公司自 5 月 11 日
被生态环境部查处固体废弃物环境违法行为
专项行动第四十二督查组查实，并被安徽省
环境保护厅实施省级挂牌督办的固废相关环
境问题，在集团公司、铜冠投资公司、金泰玻
璃钢公司三级联动应对下，经过近三个月积
极整改，完成了挂牌督办整改目标，成功实现
了摘牌。

今年 5月 11 日，接到举报，生态环境部查
处固体废弃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第四十
二督查组工作人员，上门对金泰玻璃钢公司进
行了现场检查，指出存在固体废弃物未按照环
评要求处置，私自填埋厂区内树林中，厂区内
随意丢弃危险废物等问题。问题查出后，引起
了省环保厅、市环保局、铜官区环保局、集团公
司、铜冠投资公司的高度重视。该公司被查处
的固废相关环境问题被省环保厅实施省级挂
牌督办，同时被集团公司要求立即停产整改。

身陷困境的金泰玻璃钢公司，没有怨天尤
人，深刻认识到环保问题的严重性，统一了思想
认识，积极面对问题。按照各级领导部门的要
求，该公司及时召开了环保整治专题会议，成立
了环保整改领导小组，制定了环保整改方案，公
司上下立即全力以赴投入整改行动中。集团公
司和铜冠投资公司分管领导及两级主管部门工
作人员都坚守在现场进行督办指导。

从 5 月 11 日下午到 30 日，经过 20 天的
连续挖掘、清运，填埋于厂区小树林内的玻璃
钢边角料、塑料薄膜、泥土、沙石等固废混合物
全部被清理出来，临时堆放在厂区篮球场和车
间内，并进行了防护处理。同时，厂区内丢弃的
聚酯树脂桶也被收集起来，堆放在车间新设立
的危废中转库，登记造册，做好防护和标示。生
产车间亦实行了整体封闭。

清查清理一结束，该公司就积极联系环保
专业公司着手固废的下一步处置。从 6月 1日
开始，组织员工对存放车间的固废混合物进行
人工筛分，并将先后筛分出来的大件玻璃钢及
边角料、塑料薄膜等共计 99.13 吨的固废运送
至铜陵正源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和安徽枞
阳海螺水泥公司进行了安全处置。7 月初，该
公司又与铜陵港航投资建设集团公司达成了
处置固废混合物的协议，对堆放于篮球场上的
固废混合物全部成功进行了环保处理。

金泰玻璃钢公司认真积极的环保整治，得
到了主管部门认可，在 7 月 24 日市环保局组
织的专家验收中成功通过了验收，并于 8 月 6
日收到了摘牌通知，解除挂牌督办。

8 月 9 日，记者赶到金泰玻璃钢公司。当
初那随意丢弃、填埋固废的小树林已面貌一
新，通过复垦绿化，如今已是绿荫一片，整洁而
宁静。而摘牌后的生产车间依然是静悄悄的，
生产设备还是封存状态。

“我们目前仍处于停产状态，现有场地上
不会恢复生产了。”该公司新任负责人告诉记
者：“按照有关精神，下一步公司将组织搬迁，
并将吸取此次环保教训，在未来新厂上加大环
保设施投入，严格按照国家环保规定，实行环
保生产。”本报记者 王红平 通讯员 方 珍

完成固废相关环境问题整改
铜陵金泰玻璃钢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