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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至5月17日，冬瓜山铜矿
在全矿范围开展为期5天的设备检修。
面对这场年度设备大修战，充填工区各
岗位职工倾力投入和真情付出,展现出
亮点纷呈的大修场景。

筑坝“工装”秀
大修中的采场筑坝施工,每一袋筑

坝材料需要人工一锹锹装袋，装满的一
包包沙袋,同样是要依靠人工手搬肩
扛。在井下负930米中段62-2号采场
筑坝现场，受环境通风和充填水化热影
响，这里通风不畅、空气闷热。“重体力
劳动遇上高温高湿的现场环境，最痛快
的想法就是赤膊上阵。”充填班副班长
高生不无感慨地说道，“但是，现如今在
井下光着膀子干活，有悖于职业健康管
理规定，是一种不安全行为。”为了避免
班中长时间穿着厚实汗透的长袖工作
服，高生在大修前，从家中翻找出穿旧
的短袖褂、短袖衫之类的衣物摆放在更
衣柜，每天挑选几件带到井下换着穿。

“轻装上阵”的他动员工友说：“这个季

节容易感冒，大伙不妨多带几套不穿的
短袖衫，干活时穿着凉快。”于是在检修
作业、班中就餐和收工下班的每一个环
节，人人都穿出不同款式的工装。一道
道筑坝施工现场，如同一场场精彩时装
表演展，大家以最佳“装”态，投入到忙
碌的大修施工中。

最美“送餐哥”
在此次设备大修中，井下充填工杨

金山担负着全区五个班组班中餐配送
任务。每天七时，“送餐哥”杨金山就来
到单位，他要详细翻看当班的工作安排
记录，第一时间了解井下作业地点分布
情况，对每个岗位所在位置做到心中有
数。“班中餐”配送环节的清洁卫生，不
仅影响到工友就餐心情，更关系到大家
的就餐健康。为防止路途中出现饭菜
泼洒或菜汤渗漏等不卫生现象，杨金山
用几块白净的泡沫板和清洗干净的编
织袋拼装在箩筐里，别出心裁地制作出
既隔热保温，又能防碰撞泼洒的便当
盒，让工友的每一口“班中餐”都吃得干

净放心。
再过几个月，就到了杨金山的退休

年龄。每每提及“退休”话题，杨师傅总
是流露出太多不舍与眷念之情，他说：

“等到下一个年度设备大修时，我将退
休告别工作了近40年的矿山，我从来
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感受到工友情、矿
山美的挚爱亲情。”在大修期间，每天准
时吃上热腾腾饭菜的青工小许，情真意
切地说道：“杨师傅肩头沉甸甸的班中
餐担子，一头是他对工友的挚爱情谊，
一头是他对工作的尽职担当，他是我们
最美‘送餐哥’。”

“红色强磁场”
充填管道拆移、安装大修中，每新

安装一处管道，需要重新对沿线管道进
行“外围加固”。现行的U型卡箍加固
与定点焊接加固法，虽然牢固，但是给
后期的管道拆移带来很大麻烦，还特别
浪费。“管道外围加固，类似于停靠在斜
坡道的车辆，其前后轮胎得垫一块大木
楔，才能阻刹惯性运动。”充填维修班共

产党员吴咸会带着这一思考，连吃饭睡
觉都在想办法、动脑筋。功夫不负有心
人，他所摸索出的梯形木楔管道加固方
法，不仅省时省力，还可以多次重复使
用，有效破解原先主管道加固工序多、
易消耗的难题。

大修中的“党员攻关”解难题，如同
一股“红色强磁场”，带动和影响身边工
友攻坚克难的高涨热情。为攻关蜿蜒
绵长的充填管线在充填过程中存在抖动
移位等不安全现象，充填维修工刘晔在
管道大修中，通过有针对性地分析与研
判，一改原先对主管道“强行”捆绑或单
一加固的检修方式，采取灵活多变的“斜
拉”“支架”等管道稳固方法，有效“驯服”
远距离管道“多动症”故障，既保障了生
产安全，也延长了管道使用寿命。

亮点纷呈的设备大修战，带来了服
务提速、大修增效的良好势头，全区所
梳理的各个检修项目，均保质保量、安
全有序完工。

汪为琳

亮点纷呈检修战 本报讯 5月份党员活动日这一
天，走进工程技术分公司机关党支部
党员活动室，该党支部采用“老办法+
小举措”的方式，改变活动方式，合“主
题、讨论、收获”于一体，鼓励党员学起
来、动起来、用起来。

党员们在集中观看远程学习教育
视频、学习近期相关文件后，结合该公
司开展的党员“学习之星”活动，有针
对性地开展学习研讨与交流，党员互
动交流气氛热烈，收获满满。“学习强
国”平台最近新出了“挑战答题”模块，
党史理论、诗词歌赋、天文地理等知识

无所不包，答题答错离场、答对继续。
“在学习报表里，我现在的段位是‘九
天揽月’，还可以看到本组的学习标
兵、全国总排名、组内排名。”大家你一
言我一语，立马拿出手机，点击进入界
面，分享学习感受。对于机关党支部
党员‘学习之星’的评选，大家纷纷发
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倡导简便易
行、务实管用的“党员活动日”活动模
式，让广大党员积极参与党内组织生
活，从而达到改进活动内容和方式的
目的。

方 盼

工程技术分公司认真开展党日活动

本报讯 近日，铜冠池州资源公
司积极开展精准风险管控活动,拉开
了该公司“强化意识，防控风险”活动
管理创新序幕。

这一创新活动主旨，在于认真贯
彻落实该公司2019年度“强化意识，防
控风险”活动实施方案，进一步规范和
加强对危险性较大设备使用环节的管
理，防止和避免设备事故的发生，保障
操作人员生命安全，不断提升公司安
全环保管理水平，实现安全风险有效
防控。

该活动主要是对危险性较大设备
的作业人员的持证情况开展调查，找
出危险性较大设备的持证管理和运行
存在的灰色地带，提出精准的解决方
案,利用成熟的技术手段对其进行精

准的风险防控。操作人员经培训合格
取证，在对设备进行操作前，由用户终
端通过人脸、指纹等生物信息进行身
份认证。未通过认证的，设备将不能
开机，杜绝无证操作，确保终端开关柜
与公司“二位一体”“三位一体”深度融
合，为后期的智能矿山建设奠定基础。

“该项目是2016年我公司的一个
管理创新项目，参加了第五届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以池州市第一名的成绩
晋级安徽省决赛。”该活动项目负责人
胡昔兵介绍，“对于这一创新成果，在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此项目已获得授
权实用新型专利4项，6项发明专利进
入实质性审查阶段，同时获得1项软件
著作权登记，发表论文1篇。”

江 君 黄芳琴

铜冠池州资源公司开展防控风险创新活动

本报讯 日前，金冠铜业分公司
精炼车间历时7天按计划圆满完成竖
炉冷修任务。上一炉期竖炉经过两个
多月的连续生产，炉体工作层耐火砖
损耗较严重，尤其是A7烧嘴砖烧损破
碎，对生产影响较大。为确保竖炉安

全生产，这个车间根据现场残极库存
及实际生产时序，提前拟定计划，合理
安排竖炉及时停炉冷修，并重点对竖
炉 C排以下炉体进行重新砌筑及对其
他受损部位进行了修补。

赵 龙

金冠铜业分公司精炼车间圆满完成竖炉冷修任务

冬瓜山铜矿充填工区，每周二雷
打不动召开班组安全例会，对上一周
班组工作进行小结，同时为下一周安
全生产排兵布阵。而5月21日召开的
班组例会却一改惯例，生产小结、工作
布置会议程序，在娓娓道来的点评声
中逐项进行。

该区自5月份召开每周班组安全例会
时，一改原先班组长口头汇报式会议内容，
采用“情景模拟”会议方式，对各班组近期
所做工作、隐患排除、存在不足等事项展开
互动讨论，即让班组长事先书写班组工作
小结，并由区长逐一点评、解读。此举从

“字里行间”综合考评出每一位兵头将尾的
文化素养，也真实检验出班组长求真务实

的管理作风，同时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区
部对生产衔接的全面了解。

“维修班组提交的班组例会书面小
结，详细列举了上一周开展的充填中段
巷道照明、通风设施、动力维修等所涉及
的线缆铺设、控制开关安装整改施工，不
仅注重环境亮化，同时充分考虑整改后
供用电设施，既完全符合现场安全环保
要求，也更加有利于节能降耗效果的工
作方法，值得其他班组借鉴。”当区长刘
宏庆在点评维修班组进行巷道供用电设
施5S精益化整改治理工作中，实现环境
亮化、现场安全、节能降耗“三同步”的做
法时，为之竖起“点赞”的大拇指。

充填生产班组书面小结里，着重
强调上一周工作。青工小李进入作业
面时，未规范佩戴防护口罩的一起不
安全行为事项，这起不安全行为处罚，
属于扣除行为人1分分值的低级认定，

但是书面小结中对这起不安全行为却
是用了较多“浓墨重彩”的词句。区长
刘宏庆深入浅出地点评道：“保持‘高
压’态势抓安全生产是毋庸置疑的，安
全工作一定要从小处、细处抓严抓
实。”刘区长还郑重强调，不安全行为
查处，应属于班组常态化管理范畴，可
以举一反三地在二次派班会上学习教
育，班组例会上应多着重介绍好的工
作经验或为迫待解决的生产难题“发
声”。

“看似普通的一份班组小结，却使
班组长在日常工作中是否存在打官
腔、说套话等不作为现象，一目了然。”
充填五班班长刘世平颇有感触地说
道：“‘点评式’班组例会，让我深刻认
识只有真正用心熟悉现场、了解现场、
掌握现场，才能更加透彻细致地抓好
班组安全工作。” 汪为琳

班组会上“点评声”

1994年出生，2016年从江西理工
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毕业，“90
后”的霍书浩进入铜冠（庐江）矿业公
司动力运转中心参加工作不到3个年
头。可就在这短短几年时间里，霍书
浩便获得了该公司授予的“青年岗位
能手”称号。

勤跑勤问勤学渐成行家里手
2018年年初，霍书浩去武汉扬子

江泵业出差。在生产现场，他观看了
水泵返厂维修处理的过程，如何拆解、
维修、安装……霍书浩看得专注仔细。
为了尽可能地探究水泵的内部结构和
工作原理，霍书浩向维修师傅请教，

“水泵出现损坏的原因”“日常怎样维
护保养”“ 如何判断水泵易损件（如平
衡盘）的磨损情况”……他作了厚厚一
沓笔记。

回矿后，霍书浩将所学所得消化
梳理，为水电班组成员一一讲解。大
修的水泵返回厂矿后，他便和维修班
员工一同安装，熟悉安装流程、对轮找
正方法，霍书浩慢慢熟悉也上了手。

2018年 3月和6月，该公司主井
进行了两次首绳收绳，同年8月，副井
进行首绳收绳，霍书浩都参与其中。
副井首绳收绳期间，调绳器出现了机

械手故障，霍书浩拆开检查，发现齿轮
磨损严重，更换后顺利解决问题，保证
了副井收绳的正常进行。

小改小革成为改造能手
霍书浩是一个乐于思考，也善于

思考的人，在工作中遇着问题他总爱
自己捣鼓。

针对负910米中段矿废石电振下
矿速度慢，不能满足主井箕斗提矿速
度的情况，他协同维修人员对电振进
行改进。通过加高电振漏斗的眉线、
增大下矿角度，加快了电振下矿速度，
达到设计的提矿要求。

负850米中段破碎硐室溜破系统
初试时发现供矿速度慢，远不能满足
破碎机处理量。他外出考察冬瓜山铜
矿的电振并与设计院沟通后，提出“将
电振改为两个单台板振动给矿机，并
将下矿角度加大为23度”。改造后的
电振下矿速度大幅加快，完全满足了
破碎机需求。

由于该公司提矿量大，计量斗和
箕斗内的衬板磨损较快，尤其冲击面
处的衬板更是更换频繁。在与维修人
员一同更换衬板后，霍书浩发现，在冲
击面处增加一块挂板、制作沉矿槽，同
时将衬板材质改为HD500的高强耐
磨板可以解决这一难题。整改后，衬
板寿命延长至原先的两三倍，不仅维
修时间节约了，维修人员的劳动量也
下降了。

工作的三年里，霍书浩还提出了
“在下矿的皮带处增加缓冲托辊”“ 为
三通分配器增加衬板”“为1号皮带增
加风水混合冲洗装置”“对1号皮带下
方洒落的粉矿进行收集并输送至选矿
半自磨”“ 在主井装载段和卸载段安装
钢罐道”等多项实用性强的优质建议。

细心管理确保有“备”无患
车间设备的日常维护和保养工作

也是霍书浩的工作内容之一。为此，
进入箕斗、计量斗内部检查衬板磨损
情况成为他常做的事。

每天的工作一开始，霍书浩便对
负910米中段电振和地表电振进行检
查，对主副井共23根钢丝绳进行检查
并记录，在提矿过程中对负910米中
段皮带、计量装置放矿、箕斗运行和1
号皮带进行观察，及时处理发现的问
题。

霍书浩重视设备的备件，通过定
期梳理，他总能及时申报计划采购，在
出现设备故障时保证备件及时供应。他
说：“只有及时修复或更换有问题的备件，
才能避免影响生产，做到有‘备’无患。”

与此同时，霍书浩还定期对水泵、
轮间隙进行测量，以推算平衡盘和平
衡环的磨损量。他说：“对设备的检查
要‘动静’结合，及时发现问题。保证
了设备的正常运行，也就是保证了生
产的正常运行。”

萨百灵 王树辰

霍书浩：青年中的岗位小能手

本报讯 为应对即将来临的夏季
高温天气，金隆铜业公司动力车间总
降提前开始全面检查变电所6千伏高
压室的空调制冷效果，确保冷气正常，
保障电力设备安全运行。

动力车间为该公司所有生产和办
公场所提供电力供应。夏天的高温环
境会对电力设备产生负面影响，所以
高压室等电力设备空间都配置了空
调，保持温度稳定，保证设备正常工
作。为了防患于未然，避免因天热时
空调不能正常运行而影响设备安全，
该车间未雨绸缪，把工作做在前头，于
五月中旬开启全部空调，检验制冷效
果，并多次与空调维保单位联系沟通，
根据维保人员建议，组织职工对机组
的外机散热片以及内机过滤网进行清
洗。同时，要求班组每班次点检、及时
汇报空调运行状况，保证正常运行，为
夏季来临做好前期预防维护工作。

赵 俊

金隆铜业公司
总降提前对变电降温设施进行维保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强化特种设备
安全风险管控，消除特种设备安全隐
患，有效预防特种设备安全事故的发
生，日前，铜山铜矿分公司制定《特种
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活动方案》，对
在用特种设备进行全面细致彻底排
查。

此次排查治理工作为期三个月，
主要围绕特种设备“三落实、两有证、
一检验、一预案、一台账”的要求，重点
检查特种设备使用证、设备人员作业
证、规章制度、维护保养和日常点检等
情况。同时，该公司以此次活动开展
为契机，重点对矿区内车间厂房、仓
库、压风机房、厂区专用车辆等重点管
控区域、人员集中区域的特种设备安
全进行检查，加强特种设备岗位操作
人员安全教育及操作技能培训，杜绝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无证上岗”“违章
操作”等行为。据了解，通过此次活动
的开展，该公司对现有特种设备安全
运行情况有了全面的掌握，对规范特
种设备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下一步
将依据检查中发现的隐患情况，切实
将隐患整改落到实处，完善所需材料，
同时继续加大特种设备的日常安全检
查力度，确保特种设备运行安全。

刘少结

铜山铜矿分公司
开展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本报讯 5月24日开始，安徽地
区普降大雨，铜冠铜箔公司立即行动，
全力做好强降雨应对、防范工作，有效处
置强降雨带来的汛情及其他突发事件。

一是及时掌握天气变化等信息并
发布相关预警，迅速高效处置强降雨
带来的汛情及其他突发事件；二是加
强值班监控，做好供配电系统事故预
想，落实灾害预防、预警措施，确保电
网安全稳定运行;三是开展重点要害
部位“特巡”，对防排水系统等重点部
位及时巡视检查，及时处理问题。暴
雨过后，及时报告设备受雨水冲刷情
况及设备运行情况，快速消除险情；四
是做好应急处置准备。认真做好抢险
队伍、救援装备和物资等应急准备工
作。

何 亮

铜冠铜箔公司
积极做好强降雨应对工作

日前，铜山铜矿分公司维修人员为副井钢丝绳进行破断拉力检测做准备。今年，该公司构建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
理双重预防性工作体系，从设备现场管理、定期检查、维护保养等方面入手，加强各类设备全过程的科学管理，确保设备安全
高效运行。 张 霞 黄立贵 摄

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硫酸车间党支部利用党员活动日组织全体党员开展“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学习应用经验分享主题活动，以更好地引导和帮助党员养成良
好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方法，促进党员综合素质提升。 张 煜 摄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职工正在清理废旧物资（如图）。为进一步整合资源，最
大限度地发挥废旧物资的再利用价值,日前，该公司按照集团公司“阳光工程”相
关规定，启动了废旧物资处置销售工作，最终由金神耐磨公司承接了此项任务。

吴树华 黄从娥 摄

5月21日，技术中心针对义务消防员开展年度消防安全培训，以提升他们的
消防安全知识储备，提高其应对突发灾害事故及危险面前“三知四会”的能力。
培训结束后，参训人员对该中心消防安全隐患进行了全面排查整改。

萨百灵 陈梦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