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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1日上午，初冬的安
庆铜矿阳光明媚，天蓝云白，主井架、副
井架、充填砂仓及高坡处的选矿车间清
晰亮眼，矿区的水泥道路干净整洁，行
走在香樟树下的职工脸上展现出舒心
的笑容……

“让咱们安庆铜矿的天更蓝水更
绿，让咱们安铜的形象更美，让工作和
生活在这里的职工们心情更加舒畅！”
这是安庆铜矿党政班子和全体员工的
共识。自今年初以来，安庆铜矿将环保
工作作为与安全、生产并列的三大重点
工作，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加强环保整
治，使矿山环境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
万吨水池是这个矿生产污水集中收集
沉淀并循环再利用的地方，为了确保生
产污水不超标、不外渗，对污水排放线
路进行优化治理，将多数明渠改为暗
渠，还对污水排放源头的选矿和重介质
设备进行技术改造，使排放到万吨水池
的污水杂质相对减少，在进行光合作用

后的循环水更加符合生产要求。
充填站是防污的重点单位，虽然进

行过多次技改，但是水泥粉末污染仍然
无法根除，今年将防污整治与5S管理
相结合，从技术和管理两个方面着手，
着重解决现场作业中出现的水泥粉末
污染难题，使之得到了有效解决。与此
同时，还对充填站各作业区域进行5S
整治，使整个环境面貌得到了彻底改
观。这个矿还运用5S管理，对选矿车间
的破碎系统、浮选系统、磨选系统等进行

“换新改造”，一面通过技术手段将易产
生污染源的破碎系统、浮选和磨选的一
些主要设备进行技改，一面加大现场管
理力度，制定了新的现场管理相关细则，
采取常检、强改、定考和与绩效挂钩的办
法，使现场管理落到实处。现在，选矿车
间成为了矿环保的标杆单位。

井下环保常常容易忽略，今年这个
矿加大了井下环保整治和管理力度，要
求巷道做到通风顺畅、道路平整、路沟

畅通，作业现场和候罐场所没有垃圾和
污染物，所有使用的材料和物件必须规
整、归位。铲运机、钻机等大型设备做
到定时清洗，对于生产中形成的油污须
及时进行必要清理，保证了作业现场的
相对整洁。

尾矿管线及尾矿库作为重点安全
环保区域，除了定期对管线进行巡查
外，还按时对沿途管线障碍物和生长的
杂树杂草进行清理，及时对管线破损的
管道和敷设体进行更换整修，杜绝渗漏
现象的发生。对尾矿库实施24小时全
天候值守，并对库区每个角度都安装了
监控设施，做到了监控无死角，还制订
了防污和安全防护的应急处置预案，定
期开展相关演练，确保做到万无一失。

为了防止矿产品运输造成的污染，
今年初，安庆铜矿制定了更加严格的操
作规程，要求驾驶员在拉运矿产品时，
首先要将车斗里装载后的矿产品平整
好，绝不允许超载；其次，用防污密封罩

覆盖车斗后还须进行仔细检查，确认没
有渗漏后方可开车，车辆需经过环保清
洗池进行清洁处理后正式上路，途中按
照规定线路保持均速行驶，到达运输码
头后入库卸载，从而有效地杜绝了矿产
品运输造成的污染现象。

由于安庆铜矿江边转运码头周边
近几年来新建了不少生活区，今年初，
安庆铜矿主动对江边转运码头进行环
保整治，将进入码头的道路进行拓宽和
绿化，并每天派出洒水车定时清洁路
面，对码头内部露天堆场实施全覆盖，
并对周边进行绿化美化，还将待用的土
地加盖防护网，防止干燥和大风天气出
现泥土飞扬的现象。另外，对码头皮带
运输廊进行密封优化，确保矿产品转运
入船过程没有粉尘外溢。在刚刚结束
的由安庆市委市政府组织的环保督察
组对江边转运码头开展“回头看”时，
江边码头环保做法获得了高度评价。

杨勤华

安庆铜矿“蓝天绿水”工程成效显著
本报讯 截至11月25日，动力厂

热电系统完成发电量12282万千瓦时，
超全年计划3.63%；生产蒸汽87万吨，
超全年计划的2.35%，为实现今年方针
目标奠定了基础。

今年来，动力厂以减亏300万元为
目标，坚持“早计划、早部署、早落实”的
工作方针，自我加压，主动进取，统筹推
进全年各项工作，制订年度生产经营指
标，层层落实挖潜降耗措施。

动力厂在蒸汽用户持续生产的有
利条件下，通过优化生产组织，按照产

量任务计划，加强生产运行操作的管理
与考核，提高机组发电量，优化机组热
效率和电热比，实现高效生产。同时，
针对影响工艺运行的关键因素和客户
检修带来的不利条件，围绕低负荷运
行，积极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开展技术攻
关，开展锅炉低负荷稳定燃烧劳动竞
赛，使热电最低运行负荷由原来的最低
每小时130吨降低到现在每小时90
吨。劳动竞赛、技术攻关和科学的生产
组织使热电系统经济技术指标进一步
优化，产品产量大幅提升。 章传红

动力厂热电系统提前一个月完成全年产量计划

本报讯 日前，设计研究院承担完
成的“铜陵元一矿业有限公司选矿厂整
改工程”“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金冠铜业分公司铜阳极泥资源综
合利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安徽省
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宣城市宣州
区马尾山硫铁矿年产38万吨采矿技改
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分别荣获
2018年度中国有色金属建设协会优秀
工程设计二等奖和优秀工程咨询成果
二、三等奖。

据了解，“铜陵元一矿业有限公司
选矿厂整改工程”是对选矿厂进行一体
化设计，更换淘汰现有老化落后生产设
备设施，新增污水处理、脱水设备设施，
实行雨污分流，处理后的水实现循环利
用和零排放。

而以建设“技术先进、投资省、成本低、
环保好”的铜阳极泥冶炼厂为目标的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冠
铜业分公司铜阳极泥资源综合利用项
目”，采用基于瑞典奥图泰常压+压力
浸出——卡尔多炉火法处理阳极泥主
工艺，在总平面布置和主要厂房配置上
充分考虑人流、物流顺畅，降低能耗,
实现资源综合利用。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宣城市宣州区马尾山硫铁矿年产38万
吨采矿技改工程项目”则是结合现有生
产系统对全矿进行重新规划，主要包括
明竖井延伸、明竖井提升系统改造、新
增副井（二期）、通风和排水系统等内
容。

萨百灵 黄巍巍

设计研究院三项目获中国有色金属建设协会奖项

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名牌战略
推进委员会发布关于2018年度安徽名
牌项目（新评）名单，共270个新申报项
目榜上有名，铜冠投资金神耐磨公司

“直径160毫米—200毫米合金锻造钢
球”荣获“安徽省名牌”称号。

金神耐磨公司坚持走品牌兴企的
战略，以卓越的产品面向市场、以真诚
的服务回馈客户，坚持以提高发展质
量和效益为中心，持续提升质量水平
和创新能力，争做全省质量品牌升级
的先锋标杆和“中国制造”的优秀企
业，全力做大做强自主品牌。产品畅
销全国各地，深受国内大型矿山客户
的好评。

同时，金神耐磨公司不断加强科
技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占领行业技术
制高点，重视引进国际先进技术装备
和检测设备，提高消化吸收能力，增强
公司竞争力。把技术改造、技术引进、
技术开发和采用新设计、新工艺、新材
料紧密地结合起来，提高产品的技术
起点和实物质量。以质量效益为中
心，提高名牌意识和精品意识，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强化内部管理，改进经营
方式，运用质量成本的经营思想，进一
步推进质量认证和标准化工作，不断
完善公司质量管理体系和质量保证体
系，提高质量管理水平，促进企业质量
上台阶。 夏富青 施家龙

铜冠投资金神耐磨公司一产品被评为“安徽名牌”

铜冠电工公司漆包线分厂职工日前正在进行漆包线包装作业。铜冠电工公
司在开展降本增效活动中注重生产、销售环节的沟通，实时根据库存，实行预测性
排产，减少原材料、在制品和产成品库存，降低物资占用成本，并取得了积极成效，
1月至10月，漆包线生产成本同比降低了3.57%。 王红平 华 伟 摄

11月30日，在铜冠铜箔公司铜陵生产基地内，工人在生产锂电铜箔。铜冠铜箔公司开发出8微米的锂电铜箔基础上，
向研发更薄的锂电铜箔发力，通过技术团队攻关，成功研发出6微米的锂电铜箔，并于今年7月正式量产，实现了国内锂电
铜箔技术的新突破，打破了高精度锂电铜箔领域的国外垄断，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依赖进口的局面。今年1月至10月，铜
冠铜箔公司生产锂电铜箔5614.4吨，比去年同期增加57.17%。

过仕宁 陈 昱 摄

本报讯 日前，铜山铜矿分公司新
出台了《顶帮板分级安全确认管理规
定》，对这个公司井下有冒顶片帮危险
的作业巷道、硐室、采空区等区域的顶
帮板检查、确认、安全处理以及问责考
核流程进行再规范、再丰富、再要求，
防止事故发生，确保安全生产。

临近年末，为打赢全年安全生产
攻坚战，这个公司把加强顶板管理作
为防范事故发生的重中之重，从强化
现场安全管理、规范管理人员和职工
个人的安全确认行为入手，要求涉及
井下作业的各施工单位，在进入井下
工作面开始工作前，必须对作业面顶
帮板进行检查确认，如发现顶帮板不
稳固时，锚杆、锚网、喷浆等支护措施

必须及时跟进，坚持“网下作业”。同
时，全过程安排专人负责观察顶、帮板
变化情况，以便及时发现异常，提醒告
知作业人员进行安全处置。这个公司
生产技术部门加大对井下地质资料的
分析研究，依据顶帮板矿岩性质和稳
固程度、地质构造和破碎程度、采场跨
度和巷道规格、顶帮板矿岩的透水性
等不同情况，对顶帮板进行分级管理，
按照危险性大小分为一级、二级、三级
顶帮板。对照顶帮板分级管理的要
求，从当班作业人员、安全员、班长到
跟班领导、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职
能部门再到矿级领导都有一套完整的
顶帮板安全确认流程，而每一级都要
对作业现场顶帮板检查内容、确认结

果和整改处理措施进行签字确认。
为确保顶帮板分级安全确认得到

有效落实，这个公司要求涉及顶帮板
管理的各生产单位及部门，建立健全
顶帮板安全管理台账记录，相关职能
部门对分公司各单位井下施工场所顶
帮板检查确认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切
实做好顶帮板安全管理工作。同时，
将顶帮板管理作为季度和年度检查考
核的主要内容，发现违反上述规定的，
按违章指挥和违章作业进行处理。对
违反上述规定造成工伤及以上事故
的，依据事故调查及《铜山铜矿分公司
安全绩效考核与奖惩制度》等有关规
定进行考核问责。

张 霞

铜山铜矿分公司顶板管理再发力

近日，中央财政提前下达全国28
个省区市2019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预算909.78亿元，约占2018年中
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060.95亿元的
86%。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高地方预算
完整性，加快支出进度，帮助地方提前
谋划和打赢脱贫攻坚战，在此次提前

下达的909.78亿元中，安排资金120
亿元，继续重点支持西藏、四川凉山
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等深度贫
困地区，并将资金分解到具体区、州。

财政部要求，各地要继续支持深
入推进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开
展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的省区
市，安排贫困县的资金增幅不得低于

该项资金平均增幅。分配给贫困县的
资金一律采取“切块下达”，资金项目
审批权限完全下放到县，不得指定具
体项目或提出与脱贫攻坚无关的任务
要求。各地要严格按照有关文件精神
和要求，提前谋划，切实管好用好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确保资金精准高效使
用。 新华社

2019年专项扶贫资金909.78亿元提前下达

11月23日，经江苏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

《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
义勇为人员条例》将于
明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该条例中，在界定见义
勇为人员的定义时，将

“不顾个人安危”表述
删除，强调对生命的敬
畏和尊重，既肯定大义
凛然、不怕流血牺牲的
见义勇为，更鼓励和倡
导科学、合法、正当的
见义智为。（见 11 月 26
日《中国青年报》）

过去很长一段时
间内，人们对见义勇为
存在一定的认知误区，

“不顾个人安危”俨然
成为见义勇为的标配，
投射于现实，便是全然
不顾自身条件、能力和
方法的见义勇为，“舍
己救人”的故事屡见报
端，无形中给一些人尤
其是孩子造成误导，而
仅凭一己之勇盲目实
行不恰当的救人行为，
造成救人不成又自我
牺牲的悲剧并不鲜见。

新条例中删除“不
顾个人安危”表述，标
志着一种文明理念的
更新。社会在变迁，时
代在进步，价值观念也

需要与时俱进。当下，尊重生命、倡
导 科 学 、实 行 法 制 已 成 为 大 众 共
识。摒弃“不顾个人安危”，倡导见
义智为，不是简单否定见义勇为、勇
救他人的仁心义举，而是在弘扬见
义勇为这种利他行为的基础上，强
调以人为本，科学施救，力求避免不
顾客观条件、在没有自保能力或不
明确危险的情况下实施救人，将见
义勇为的风险、损失降到最低，这也
是多年来见义勇为实践、导向不断
修正的结果。

早在几年前，教育部印发的《中
小学生守则（2015 年修订）》，就删
掉了“见义勇为”的内容，这与此次

《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
条例》中删除“不顾个人安危”一脉
相承。法规对见义勇为的重新界
定，是对生命的敬畏和悲悯，也是
引导人们尤其是孩子确立起科学
的生命教育理念，让见义勇为要裨
益他人更要保全自己成为你我最
朴素的认知。

法律具有强制性与示范性，新条
例既充分肯定临危不惧、出手相助的
义举和无私奉献精神，也全面提升了

“见义智为”的价值认同，回归人本主
旨，使人们意识到：见义智为不是逃
避、怯弱，而是一种合情合理合法的
选择，也同样能够弘扬美德，维护公
平正义——这是对见义勇为的理性
诠释，也是对见义勇为者的明确指
引。 斯涵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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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铜陵有色锂电铜箔研发取得新突破

近日，铜冠有色池州公司锌分厂党支部在停产检修期间，开展“我是党员向我
看齐”活动，要求全体党员佩戴统一制作的“我是党员向我看齐”的红袖标，在急、
险、难检修任务中必须冲锋在前，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动全体员工按照时间节点
完成各项检修任务。 高庆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