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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5日，铜陵市委副书
记赵振华一行到冬瓜山铜矿调研，集团
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明勇陪同
调研并与之进行座谈。

座谈会上，陈明勇对赵振华一行的
到来表示欢迎。双方就如何强化基层
党建工作，加强党员队伍教育管理，提
升党员队伍建设质量，充分发挥党支部
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进行了深入交流。陈明勇说，要时刻保
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发挥党支部在基
层单位的示范引领作用。基层党组织
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大力夯

实党支部基础工作，不断增强党支部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党建与业务不能“两
张皮”，要强化“四个意识”，提高政治站
位，全面提升党建工作水平。赵振华表
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坚持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是开展群众工作必须始
终站稳的政治立场。党员必须突出党
员意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加强基层党员教育培训，提升党性
修养，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实现党建
与业务工作双提升。赵振华一行听取
了冬瓜山铜矿关于《冬瓜山铜矿生产经
营与党建工作》的汇报，并观看《奋进中

的冬瓜山铜矿》矿情片和《安全教育
片》。

赵振华一行分别参观井口党校和
运输区党员活动室。在井口党校，参观
了冬瓜山铜矿党建特色品牌展。听取
了这个矿党委对着力打造“12345”党建
工程品牌总体思路，即围绕一条主线，
发挥两大功能，建设三大平台，融入四
个中心，实现五化目标和“千米井下党
旗红”党建品牌的介绍。并就不断探索
基层党建工作的方法和途径、如何扎实
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等工作进
行了详细了解。在运输区党员活动室，

了解了这个党支部开展“四个三”工作
法，即“开好三个会，做好三项工作，达
到三个目标，实现三个增强”和“运输线
上党旗红”特色工作。对这个矿党建工
作品牌化，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着力打
造“12345”党建工程、“一支部一特色”
工作要求和“发挥特色优势，培育党建
品牌、服务中心任务”的工作理念给予
了高度评价。

随后，赵振华一行还分别参观了负
730米中段井口文化驿站、党员活动室
和阅报栏等学习教育阵地。

陈幸欣 汤 菁

铜陵市委副书记赵振华一行到冬瓜山铜矿调研
“我希望金威的大家庭和我的小家

庭都可以越来越好！”这是金威铜业分
公司磨床工许兵兵和妻子袁丽丽在公
司家属留言纪念册上写下的寄语。

近日，金威铜业分公司开展了以
“情系金威，感恩有你”为主题的职工家
属参观日活动，来自各岗位29名职工
携其家属参加了此次活动。参与的家
属中有父母、丈夫妻子和子女。

活动以座谈会的形式开始，家属们
认真听取了公司情况的介绍并观看了
司情片。随后，家属们进入公司板带生
产现场，他们沿着铜板带生产工艺流
程，对每个岗位，每道工序，每个机组进
行了充分了解。参与活动的板带分厂
650纵剪机组的刘晓当天上着白班，当
参观队伍走到了他工作的机组，他主动
拉着他的妻子到自己岗位上参观，随后
他笑着对笔者说：“我的爱人一直对我
的工作有很多疑惑，借着这个机会，我
要让她真实的看到，我工作的地方是全
自动化作业，厂房内配有空调，冬暖夏
凉，厂区地面上一尘不染，随处可见的
安全标语，绝对的安全环保，这下她一
定可以放心了！”。参观途中，随处可见
的场景便是员工们向他们的家属细致
的作着讲解，家属们频频点头，脸上都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在亲身体验了亲人的工作场所和
看到工作环境以后，家属们对亲人的辛
勤工作都表示理解和支持。当日，参观
的家属中有一位母亲，她的儿子杨涛由
于参加“军事日”民兵训练，未能陪同母
亲参与此次活动，这位母亲在参观结束
后，深情地说道：“我感受了金威铜业公
司对员工的关怀，为我的儿子能在这里
工作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我一定会
支持儿子在金威好好工作，为公司多做
贡献！”调度员吴亚军作为金威生产过
程中一个重要的管理员，分享了自己的
小故事，他说道：“那天生产中出了一些
小问题，我加班处理完问题，直到凌晨
2点才到家，尽管到家很小心，依然吵
醒了妻子，她没有多说什么，问明原因
就让我洗好澡赶紧休息了，我真的很感
谢我的妻子对我工作的理解，她就是我
在金威工作上的最坚强后盾！”

职工赵晓庆妻子余喆在参观后激
动地说道：“这是我第二次来参与这种
活动了，我感觉他的工作环境越来越
好，公司极具人文内涵，我不仅对他的
工作放心，更为他能在这里工作感到满
意。”她还即兴作了一首《金威人》，代表
家属们表达了对金威的祝愿，并表示继
续关注和支持金威铜业分公司的发展。

黄军平 方 铭

家属参观日 他们有话说

6月4日11时40分，庐江县天气
骄阳似火，曝晒大地。

“李旭东，快，快，快！矿办公楼附
近的电缆跳电，我们俩赶紧去现场看看
什么情况。”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动力
运转中心电工查琦，一边拉着李旭东往
办公楼方向走，嘴里一边解释现场情
况。

李旭东赶紧把嘴边的午饭快速扒
几口，放置好饭盆，就跟着一起前往故
障现场。

与此同时，正在井下负910米中段
巡视的矿配供电系统负责人高明照，也
接到了调度室的跳电故障通知，立刻第
一时间坐罐笼上井。

高明照一上地表，立刻掏出手机，
准备通知相关人员准备抢修。在他边
走边打电话的同时，得知各相关人员
都已经抵达现场。他一边赶往矿配电
所现场，一边听着电力工作人员对现

场具体情况的描述。
一场快速恢复电力系统，确保生产

延续的集结号吹响了！
抢修小组兵分二路。
第一路抢修人员在矿配电所第一

时间查出跳电原因，将故障线路退出运
行，同时恢复其他线路的正常运行。

第二路抢修人员在故障现场排查
故障，维保人员一边顶着烈日，一边小
心翼翼的查电、拆除故障高压跌落保
险、安装新配件。

同时，第一路抢修人员也对矿配电
所总降PT保险，进行快速拆除更换。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抢修现场
异常安静，只有汗水一滴滴在地板上的
声音。

16时，电力恢复正常，铜冠（庐江）
矿业公司的各种机器轰鸣声又重新响
起。

吴树华 黄从娥

紧急抢修

铜陵有色铜冠铜箔公司员工日前正在车间生产作业。铜陵铜箔公司今年以来，积极发挥新设备优势，瞄准行业高
端产品，认真组织生产。目前其主产品为当前国际领先的厚度为6微米、8微米的锂电池用铜箔，产品得到市场认可，
目前已进入宁德时代、国轩高科、深圳卓能以及苏州星恒等客户使用。 王红平 陈 昱 摄

6月6日凌晨4时18分，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2号阳极炉重油改天然气技改顺
利产出第一炉铜水，标志着阳极炉油改气升级改造工作取得圆满成功。这个公司
为积极响应国家推广使用清洁能源和加强大气治理、实现超低排放的号召,大力
开展技术升级，通过调整阀组，将精炼车间2号200吨阳极炉燃料由重油改为天然
气。 夏富青 杨学文 王 成 摄

日前，在铜山铜矿分公司负568米中段
卸矿仓现场，“徐班长，我们已把台搭好了，
就等你们来‘唱戏’了。”

支护班班长张兴国所说的“台”是指卸
矿仓里的安全支护搭台。

井下所有矿石都经过负568米中段的
卸矿仓进入负685米中段的破碎系统，卸矿
仓长约25米，宽约1.5米，深约30米，两边
各安装17个托轮，每趟有10挂车皮依次而
过，卸载矿石约 60 吨，运矿班在大夜班就
把矿石填到指定位置，为支护班“搭台”做前
期的安全准备。

“这个卸矿仓自2014年投产以来经过
了多少大块的洗礼，现在右侧帮壁的衬板已
经伤痕累累。”运矿班大班长卜新友指着卸
矿仓的衬板说，“大块矸石卡在衬板里，有的
地方薄如纸片，不动‘手术’不行了。”

旁边的检修班徐班长和2位维修工相
互确认安全带完好，爬下梯子，站在支护好
的木板上，用撬棍清理夹在衬板里的大块矸
石，一名维修工分别在2块待处理的衬板上
焊上带圆孔的挂耳，以备起吊时挂葫芦的吊
钩；一名维修工在处理固定衬板的锚杆销
子；维修班副班长张标对早已下好的衬板再
次核实尺寸，带领同事共同用小平板车推到
卸矿仓边缘；班长卜新友和他的运矿班同事
爬上横梁，挂号2个葫芦，钩好旧衬板，用力
拉扯着，虽然这2块厚的锰钢板，最大的18
平方米，重达2.8吨，最小的4.5平方米，也重
0.7吨，4个人干的汗流浃背，轮换着把铁板
从6米多深的矿仓里拉上来，然后与支护班
配合，用绳子一点一点牵引，拽到平板车上
才算安全着落。

“让开，让开，该我们登场了。”支护班班
长和支护工柯光明抬着打眼机顺着铁道走
来。由于在拆卸旧衬板时发现，有的锚杆
销子断在浇铸的混泥土里，不能二次使用，
为更好稳固地装好衬板，只能重新打孔。
干过打眼工的支护工陈小花成为这次打孔
的主机手，柯光明半跪在地上，双手托住钎
杆，一个不行，挪一个位子还是不行，混凝
土里有钢筋，2个人脸上、面罩上布满灰
尘，手都振麻了，还在坚持一点一点地试，
终于在离旧孔约30厘米的位置打了第一
个孔。“柯师傅，你去开风，我来扶钎杆。”张
兴国关掉风源拉起了柯光明，他们又为第二
孔开始运转……

“卜班长，你们和兴国他们开始起吊、牵
引这块6米大的铁板，我们先装里面。”徐矿
明一边指挥着一边把安全绳扣在身上，“张
标，系好安全绳，我们俩准备下。你负责校
正位置，我负责标注锚杆销子的位置，然后
由老丁下来挖眼。”

俗话说：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这三个
班组各就其位没有磨蹭，没有推诿，有的是
安全的监督，安装的建议，配合的默契。由
于第一块大铁板有摆动的空间，安装比较顺
利，对于4.5平方米的小铁板首先要摆正，和
大的铁板一边对接正好，就必须要使小铁板
的下端卡到卸矿仓横梁的内槽里，这就需要
老丁凭着目测现场给铁板开槽，小了铁板不
样高，大了铁板就斜了。为了减少2块铁板
的焊接量，老丁采取2次切割，顺利把小铁
板垛在横梁上。

“饭都结锅巴了。”不知谁在巷道里喊
道。可现场没有人回应，他们大多数都带着
防尘面罩，只有矿灯在头顶交错，拉葫芦微
整铁板位置，穿锚杆铆销子，挖圆孔锁铁板，
焊接中间缝隙上下齐，为了不耽误小夜班的
生产，大家一鼓作气，各自忙着手头的工作，
早点完成单位下达的整改任务……

升井时，支护班长张兴国不无幽默地
说，“我们明天还要搭台给检修班唱戏，不过
场景不同了。”和笔者约定明天一道去看人
行井安全锚网“大戏”……

余 飞

——铜山铜矿分公司负658米中段卸矿仓安全整改见闻

三个班组的“一台戏”

江南频落雨，塞北屡经寒。五
月，正值春末夏初，既没有初春的料
峭轻寒，也不及盛夏的暑气熏蒸。此
时的光景，正是铜冠建安公司在建工
程项目的施工“旺季”，5月20日，位
于池州市的有色池州公司厂区内，铅
阳极泥主厂房首根预制柱被安装就
位，与此同时，1300公里外的赤峰市
金剑铜业新厂址里，精矿库的首根预
制柱也稳稳的屹立在厂区内。

五月中旬，在吊装前夕，在金剑
铜业新厂址的施工现场，项目经理营
士超在电解车间前自信的介绍道：

“这个子项是整个新厂址去年唯一吊
装的，施工已按计划提前了很多，安
装工程已经安装了，现在天气好，我
们正在不断增加人手施工精矿库
了。”随着他手指的方向，在主道路的
尽头，看到了精矿库的一隅。

精矿库周围，三四台吊车正来回
的倒运钢筋、模板等材料，一周前浇
筑的挡墙模板也正在拆除中，工人师
傅随即将钢管等材料整理吊出。东
侧已经施工完成的库旁，铲车、翻斗
车正在运土回填基础。工人师傅们

蜷缩在杯口基础中正在施工，项目技
术负责人章余恩解释道：“这是在用
细石混凝土做杯口的找平层，做完后
就可以吊装主体结构了。”说完他又
补了一句“施工了这么多精矿库，这
个车间最大，也最复杂，有好几个矿
仓哩。”从他的话语中，流露出更多的
是对这件工艺品的自豪。

绕着300多米长的精矿库走一
圈，车间自东向西，依次被分成了
已施工完成的矿仓、正在拆模的矿
仓、正在浇筑最后一截砼的仓壁、
正在安装模板的仓壁、正在绑扎钢
筋的仓壁和正在施工矿仓底板的
六个施工段，为什么这样划分？在
项目副经理郑飞的办公室找到了
答案，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项
目施工横道图，但整张图却又是两
张A1的纸打印出来的，因为里面
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你甚至可
以知道哪个基础在哪个时间段施
工，郑飞指着一条条进度条说：“为
了保证业主要求的工期节点，工期
都是倒排过来的，我们计算了每个
工序的施工时长，结合现场材料最

优周转率和工人数量，最终将精矿
库分为了六个施工段，这样材料不
会浪费闲置，每个工种都能有足够
的工作面，纵向交叉作业也大大减
少，工期还能满足整体要求。”

在有色池州铅阳极泥项目上，笔
者发现了一个与金剑项目异曲同工
的施工组织方式，所有的预制柱都紧
邻在基坑周边制作的，既没有影响到
基坑开挖，也没有阻碍道路，项目经
理都剑说出了其中的道理：“虽然可
以选择开阔平整的场地方便预制构
件制作，但是后期机械倒运费用太
高，前期只要计算出基础的工作面和
其它施工交叉情况，在吊车的回转半
径内预留出预制构件制作的场地，就
能省去一笔不小的运输费用，而且安
全系数也会高很多。”

铜冠建安公司目前有在建工程
十余项，千余人的队伍夜以继日的奋
斗在施工一线，他们舍小家为“有色”
大家，在集团公司各个重点工程项目
上，挥洒着拼搏的汗水，书写着奋斗
的辉煌。

汪 曹

——记金剑铜业精矿库、有色池州铅阳极泥项目预制构件齐吊装

南北呼应 齐头并进

本报讯 从1月5日到6月5日，
铜冠池州资源公司本年度新一轮“岗
位风险辨识活动”已经持续数月，取
得了一定的效果。

铜冠池州资源公司自2013年以
来持续开展岗位风险辨识活动，致力
于提高员工识险、控险的能力。至今
已经走过6个年头。每一次新的岗
位风险辨识活动，这个公司都会在前
一年开展活动的基础上总结好利弊，
为下一次扬长避短做好准备。

为了开展好今年的风险辨识工
作，这个公司制定了新的风险分级管
控管理制度，加强了组织领导，成立

了风险排查与防控活动领导小组，负
责组织、指导、落实风险的排查、识
别、防控和化解工作以及监督检查各
单位活动开展情况。领导小组5月
底就制订好方案，将岗位风险辨识与
规程修订相结合，采用自下而上，自
上而下，全员参与，充分听取一线员
工意见。这个公司的安环科组织专
业技术人员对各类风险进行分级，并
制定管控措施，修订完善岗位风险识
别结果，并汇编成册发放到员工手
中，作为班组日常培训教材之一。

风险辨识活动中，这个公司根据
辨识结果制定主要岗位风险告知牌，

实行看榜管理，同时制成风险“告知
卡”让员工随身携带，目前已发放
350张告知卡到员工手中，实现一线
员工全覆盖。这个公司对识别较大
风险采取制度管理、标识化管理、日
常管理、应急管理、档案管理等管控
措施。

为了提高广大干部员工风险识
别与防控积极性，这个公司制定风险
识别与防控激励制度，对风险识别优
秀员工给予奖励。今年1至5月新识
别安全环保风险120项，通过开展此
项活动提高了这个公司防控风险的
能力。 江 君 桂义军

铜冠池州资源公司持续开展岗位风险辨识活动

6月初，金隆铜业公司就开始向职工提供含盐饮料，帮助职工消暑，为职工补
充营养能量，避免因高温流汗而引发安全隐患。这个公司每年夏天都向职工提供
三十多万瓶防暑饮料，职工可随时免费畅饮，今年的此项工作将持续到秋季高温
结束。图为服务人员正在向生产现场岗位运送防暑降温饮料。 章 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