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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8时许，铜陵市气温在零
摄氏度左右，被称为近几年来“最冷元
旦”。而金冠铜业分公司各项工作仍
然处于火热之中，到处呈现出一派繁
忙大干景象。

重点工程建设忙

在铜阳极泥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建
设现场，记者看到：几排高大的厂房已
经完工，设备堆满厂房；焊工、电工师
傅正忙于焊接管道和安装。“目前，土
建主体工程、室外辅助工程进入扫尾
阶段，设备工程、管道安装、电气仪表
安装进入高峰期，今天就有130多人
在作业。”稀贵车间主任刘尚义说。

铜阳极泥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是金
冠铜业分公司产业循环项目，2017年
11月破土动工，计划今年5月8日正

式投料生产，建成后可回收金、银、钯、
铂等6种稀贵金属，年销售收入达30
亿元。“现项目全面进入设备安装阶
段，元月底主体工程将安装结束，部分
设备进入单体试车，我们合理组织人
力物力，全力以赴确保按时投产。”刘
尚义告诉记者。

天寒地冻保生产

在硫酸生产车间，各类管道纵横
交错，生产设备星罗棋布。只见一名
员工身穿厚厚工作服，手拿步话机，头
戴安全帽、眼戴护目镜，在干吸生产工
序进行设备察看。“你们没戴护目镜不
要过来。”当记者和陪同人员走近时，
他突然大声说，“我是酸巡工查磊，刚
才动力车间下达清洗管道指令，我正
在观察地下槽液位呢？”

记者发现，已经全副“武装”的查
磊，尽管将自己包裹严严实实，但身上
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白霜。“我负责干
吸、转化两个工序巡检任务，每班室外
巡检最少2次，每次接近2个小时。正
常每班要走10千米以上。”查磊笑着
说。

“硫酸生产车间事关安全环保，
酸巡人员责任重大。连日来，尽管天
气恶劣，但我们的巡检人员和往常一
样坚守岗位，进行地面和高空检查，确
保每个关键点巡察到位。我为他们敬
业精神点赞。”硫酸车间负责人说。

火红场景最动人

精炼是金冠铜业分公司生产承前
启后的一道生产工序。10时30分，记
者在精炼车间现场看到，火红的铜水从

阳极炉缓缓流出，圆盘浇铸机在不停地
转动，炽热阳极板在冷却时散发着雾
气。

“我们平均每个小班要生产两炉
多铜水，一炉铜水约 550 吨至 600
吨，要连续浇铸6个小时。我们第一
炉铜水刚刚浇铸结束，紧接着就要对
模盘清理更换，为下炉粗铜生产做准
备。”精炼车间生产一班班长申浩
说。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模盘清理工
作关系到粗铜质量，工作量也不小，
精炼班人员必须在下炉铜水浇铸前
完工。“为了抢时间、多生产出粗铜，
未等灼热圆盘浇铸机完全冷却，我们
就要对模盘进行清理更换，冬天也经
常是一身汗。”一位精炼工告诉记
者。 夏富青 吴家富

“最冷元旦”里的火热景象

2018年 12月 30日，元旦小长假
第一天。上午的冬瓜山矿区内，细雪
纷飞。记者随铜冠建安安装公司党支
部副书记黄世群走进这个矿选矿车间
检修现场。

“18台大型浮选机要维修，更换。
其中的3台比安装新的还费事。”站在
悬于地面十几米高的平台上，安装公
司负责冬瓜山选矿维修现场的协调人
章太平介绍，此次冬瓜山铜矿年底维
修，按照集团公司下达的指令，务必在
2018年12月31日结束。有3台大型
浮选机从支架的重塑，总成的更换，大
型搅拌桶的拆除与制作安装，耗费的
时间，比一般的大型设备维修多得
多。十来分钟的说话间，章太平从刚
刚的汗水淋漓，变成瑟瑟发抖。雨雪
风中，汗水瞬间变得更冰凉。

从站立的平台往下看，七八米的
深度形成了一个巨大窟窿，那是刚被
拉扯上来废旧的浮选搅拌桶的位置。

“拔掉”的搅拌桶底层，昏暗灯光下显
现出厚厚的砂子：“那是残留的铜精
砂、硫精砂。”老章指着下面：“就像电
梯的底层沉淀物一样。那砂子，起码5
吨多。要一袋一袋挖出来，一袋袋吊
上去，清理完。这个也费时。”

“平台的大梁不能破坏。这个桶
内的内径两米八，看到这个挖的位置
吧，宽才两米五的搅拌桶不管是吊上，
还是下放安装，都要两边摇晃着进
入。有蛮劲也使不上。”59岁的电工刘
孟海，还有8个月即将退休。这次冬瓜
山铜矿大修，他也被作为精干力量抽

调在大修现场工作。“这个桶（搅拌
桶），内径每只都是两三米的，不锈钢
的。刚割，也难焊接。焊工一碰，凝结
的硫化物质，呛得人喉咙刺痛。3M口
罩戴上都不管用的。”

冬瓜山年终大修项目部负责人黄
世群告诉记者，从电焊工到其他工种，
每天8时准时干活，21时收工，13个小
时。不然肯定做不完。

不连班加点“肯定做不完”的，不仅
仅是冬瓜山铜矿选矿车间大修工作。
在10层楼高的主井井塔上，安装公司
工程部部长陈宁带着一班人，则是24
小时不间断作业。这里的工程，完全技
术活——四年一次的卷扬机轴承更换。

“一个轴承，内径达到1.5米，重量
达到3吨多，一只轴承价值100万以
上，纯进口。连配套的加入润滑的黄
油，都是原配进口一道过来。最关键
的是，没有备件。也就是说，这只等待
更换的轴承，独此一只。任何丝毫的
损伤，都担不起。”陈宁说。

换轴承，首先还要将卷扬机顶
起。卷扬机仅仅一个附带电机重量就
达75吨。将附件移除，定子移出，24
名建安安装公司最顶尖的技术人员全
部集中在冬瓜山铜矿主井井塔十楼的
狭窄空间里，分为两班制，24小时不停
歇工作。“每一个附件的移除或移出，
都要放在这小空间确定位置上，不能
再挪移了。一挪移，场子不够。”说话
间，从冬瓜山主井井塔天窗飘进的雪
花，细细密密地打在老陈安全帽边沿。

江 君 李 欣

凌 寒 检 修 忙

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记者深
入冬瓜山铜矿地层深处，采访坚守在
千米井下运输线上的矿工们。

8时40分，记者乘车来到冬瓜山
铜矿矿区，四周连绵的群山仍覆盖着
皑皑白雪，寒风凛冽，但在正52米井
口候罐室内人头攒动、春意融融，数百
名穿着橘红色工作服的矿工们正在有
序地等待下井，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
节日的喜悦。

９时40分，记者走进负875米中
段运输调度监控站，电话声、对讲寻呼
机声不绝于耳，当班的调度员孔维军
正有条不紊地调度操作。在冬瓜山机
车运输监控系统内，孔维军用鼠标点
击指令，将54线自动转辙机，只见监
控视频中显示，铁轨直道自动变成叉
道。孔维军高兴地跟记者说：“今天早
班开门红，已完成运输247车、约合
4800吨矿量。”

９时55分，记者沿着负875米下
盘运输道向前走，只见沿线巷道十分
宽敞，笔直一线的顶灯将巷道照得通
明，两条时而并排、时而交汇的电机车
铁轨锃亮发光，道旁的排水沟流水潺
潺，整个运输线十分干净清洁，没有一
点杂物。在一处放矿漏斗旁悬挂着

“党员责任示范区”红色醒目标牌，生
产班班长许海峰正在准备操作放矿。
许班长是个老先进，曾荣获集团公司
优秀共产党员和矿“十大标兵”，他跟
记者介绍：“此处是团山矿体下矿主漏
斗，放矿、粉矿清理及巷道现场文明生
产由11名党员来承担。以前这里现

场管理脏乱差，泥糊子半胶靴，区党支
部2013年设立了党员示范区，把这处
环境最差的地方交给生产班的党员，
后来成为全区文明生产搞得最好的亮
点。”

10时 40分，记者在负875米 54
线乘坐一辆井下运人皮卡车，沿着蜿
蜒曲折的斜坡道，下行到负1000米中
段。一下车，记者顿时感到一股热浪
扑面而来，此处温度大概有30多摄氏
度，如置身于盛夏，很快我的内衣已湿
透。在自卸式放矿溜井旁，记者遇到
正在巡查工作的集团公司优秀共产党
员、副区长洪光发，他向记者介绍：“新
的一年里，负1000米中段将投入无人
驾驶运输系统，可大幅提升井下安全
运输能力。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自
己主要是带领职工回收年终停产大修
时更换下的旧道木等物资，搞好巷道
内的文明生产，为晚班作业人员创造
良好条件。”

11时15分，在负1000米中段运
输大巷中，一辆标牌为6号的机车前，
一位年青的矿工正低头弯腰聚精会神
地对机车进行点检，豆大的汗珠从他
脸上滑落。记者走近才注意到这台机
车车头标有“党员示范岗”。检修的青
工叫甘君晨，是个90后的退伍兵，来矿
工作8年，正好党龄也有8年。小甘告
诉记者：“作为6号电机车‘党员示范岗
’中的一员，我感到责任和光荣。在新
的一年里，我希望工作有更大的进步，
操作保养好这列编组，让它为矿山生产
发挥最大功效！” 方咸达 左 勇

千米井下尽显劳动景

当新年第一天结束的钟声敲响，
金冠铜业分公司冶炼车间新年首日的
生产数据也正式出炉：1月1日，熔炼
炉每小时产出冰铜265吨，吹炼炉每
小时产出粗铜85吨，均实现了持续稳
定高装入量安全生产。

数字背后，金冠铜业的冶炼岗位
上的员工度过了这样一个元旦假期。

7时50分，闪速炉一班准时集合
在排班室，班长李善俊仔细阅读着车
间排班指令，把工作传达到每一位员
工。90后的他参加工作已有8年，工
作中他细致认真，严格自律。他一项
一项讲，涉及到冬季安全生产防范措
施时更是仔细。

紧跟着，在安全员江寻带领班组
成员集体宣读完车间“强化意识，防控
风险”口号后，大家便分批次交接岗位

工作。仪表外勤人员的交接牵涉面
广，待系统点检问题故障、处理过程及
结果都交接清楚了，方才能带上对讲
机、手电筒和工具包，穿戴好劳保用品
开始一天的工作。

观察上勤生产记录表、电脑生产
参数，不时切换大屏幕监控以时刻监
管生产画面，与外勤、炉前、备料和其
他生产单位沟通联系，这些都属仪表
内勤人员的工作范畴，他们保持着高
度警惕，精心操作和责任心是他们必
备的素质。

而在吹炼炉前，年轻的组长马金
玉先是对炉体进行了点检，之后每小
时检尺测量铜面和渣面，以此计划实
行放铜排渣的周期，对精炼车间的周
期实行实时跟踪，以此计划吹炼炉前
放铜时间。

作为炉前工人，每日都要与高温
熔体相伴，时刻的细心操作与相互间
的安全提醒便也成了一天中不可少
的一部分。“元月份公司有月修计划，
为全力保障电解车间在月修和春节
期间不减产，安全稳定吹炼炉生产是
我们每一位员工的责任所在，班组长
必须严格执行车间规定，保障两炉安
全生产。”工作开始前，马金玉提醒
道。

16时10分是车间每日的安全例
会时间。汇报生产进度、总结工作经
验、学习安全环保知识、传达通知要求
……会上，员工们踊跃发言，对安全生
产和技能操作提出自己的合理化建
议。一天的生产也随着会议的结束划
上句号。

萨百灵 吕 俊

冶炼车间里的新年第一天

2018年12月30日晚上，冬瓜山铜
矿提升区内人来人往，灯火通明。铜冠
建安安装公司的十几名员工正在此处，
对主井轴承做最后的安装调试工作。

“现在轻松一些了，昨晚到了11时
30分，工人们还在安装螺栓、涂抹油
漆，提升设备。”大修项目负责人黄世群
说，项目刚开始时，现场有60多人。

当天晚上，工区里仍是一片繁忙。
在10楼的安装平台上，气温低得让人
忍不住哆嗦，工人的热情却很高，他们
衣服上、手上沾满油污，或是围着设备，

仔细操作，或时在周围，进行一些扫尾
工作。

此刻，铜冠建安公司首席员工、
钳工班班长倪晓宏正猫在主井轴承
的缝隙中，一米七几的个子窝成一
团，稍显费劲，他丝毫不以为意，细
细查看所有固定装置，看是否紧密
相连，是否严丝合缝。这次大修现
场负责人黄世群说，倪晓宏每天都
要带领班上职工间歇性的检查设备
安装情况，确保安装调试工作准确
无误，他才放心。

铜冠建安安装公司于2018年 12
月25号承接冬瓜山主井及选矿车间大
修项目，精心组织了60余名精干人员
携带专用工具进场，24小时不间断作
业。2018年12月30日14时，提前34
小时完成主井轴承更换及选矿车间18
台 130浮选机、浓密机及搅拌机的更
换、折除工作。

由于设备4年没有更换，主井轴承
一些部位磨损严重，给拆卸带来很大困
难。铜冠建安安装公司提前策划，预备
了三套方案，在第一套方案未能成功

后，第二套方案立即跟上，最终顺利拆
除轴承以及零件。

“我们安排专业人员配合试车，到
1月1日中午，主井正常提矿、选矿车间
正常运转后，我们便退场。”黄世群说，
从2018年干到2019年，这是一场跨年
的抢修。

自进驻冬瓜山铜矿后，铜冠建安安
装公司员工连班作业，连续奋战了近
140个小时。“虽然正值新年放假期间，
我们没有休息，但是作为一名安装人
员，已经习惯了。”倪晓宏表示，自己也
觉得很骄傲，能通过自己和工友们的诚
实劳动，为集团公司送上一份新年礼
物。 陈 潇 马 俊

一 场 跨 年 的 抢 修

当大家正利用元旦假期欣赏
雪的纯美与雅致，铜冠铜箔公司的
员工依然像平常一样兢兢业业坚
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1 月 1 日一大早，笔者来到铜
冠铜箔公司三四工场生箔车间，

“我们是优质铜箔的制造者，安全
环保，从我做起，反‘三违’，除隐
患，做到‘四不伤害’，安全是保
障，环保是红线！”。在一阵铿锵
有力的安全环保宣誓中生箔车间
正式开启了 2019 年的新征程。走
进生箔车间，员工们正在有序地开
展自己的工作。全年的持续生产，
让他们早已没有节假日的概念。
生箔车间负责人方向东告诉笔者，

“2018 年以来，面对标箔市场持续
走低，工场目前首要的任务就是提
高产品质量，通过提升产品档次，
来提高产品增值水平。为了保证
元旦期间正常发货，节日期间工场
全部正常生产，我们生箔车间作为
铜箔生产的第一道工序，更是丝毫
不敢懈怠。大家都卯足了劲，除了
正常轮休外，没有一名员工主动要
求休息。”

走进成品车间，映入眼帘的是
分切机正在高速运转，坚守岗位的

“娘子军们”也丝毫没有受到节日
的影响，正全神贯注地盯着机器上
的铜箔。来到成品仓库，只见成品
车间工段长王丽正忙着和包装工
们一起对货。一问才知道，原来这
几天受天气的影响，物流都休息
了，元旦过后有大量的货要发，由
于车间人手紧张，工段长只好亲自
上阵了。“我们车间女员工较多，
这两年，国家二胎政策的开放，我
们长期面临人员紧张的困境。为
了缓解这一困难，大家纷纷主动要
求加班，白班晚走一小时，小夜班
早到一小时，目前人员紧张带来的
不利因素得到有效的缓解。”王丽
说。

去年年底，铜冠铜箔公司按照
国务院国资委开展国企改革“双百
行动”和省国资委开展“深化改革
创新发展”试点的要求，完成了池
州、合肥、铜陵三地公司有序整
合，整合后可形成以股权为纽带的
管理关系，不仅强化了专业化管
理，放大整体优势，还有利于加快
企业发展。对于众多奋斗在一线
的铜箔员工来说，他们希望用自己
的坚守与坚持为全新的铜箔公司
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何 亮 潘忠海

用坚守迎接新年

1 月 1 日，铜冠（庐江）矿业公司浮选工正在密切观察浮选机工作情况。此
刻，车间外寒风刺骨，车间内职工们干得热火朝天，职工们一如既往以严谨认
真工作态度投入新一年的工作中。 黄从娥 陈正育 摄

元旦期间，金威铜业公司板带分厂职工正在进行精轧生产作业。刚刚过去的一年，金威铜业公司突出以产品交货期
为导向，科学组织生产，顺利完成了产品产量48000吨的年度计划。新年元旦期间，这个公司精心组织一线职工坚守工作
岗位，开展加班作业，确保新年生产开好头、迈好步。

王红平 黄军平 摄

金威铜业公司新年开好头迈好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