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9日上午，笔者爬了几十级台
阶，终于到达了精炼车间转炉行车班的
派班室。

这是一间建在“悬崖”上的小房子，
距离地面二十米，宽度不足一米，拉开
门就可以一脚跨进停靠在门外的大型
行车驾驶室。

笔者到的时候刚好8时30分。行
车四班班长陈长合上班组记录本对笔
者说：“你来得正好，我刚忙完外来人员
的安全交底培训，马上带你上行车。”

来到派班室外的平台上，整个人马
上被高温热浪包围。不到两分钟，汗水
便从身上、脸上往外渗。这里是金隆铜
业公司温度最高的生产现场之一。冶
炼四大炉：闪速炉、阳极炉、转炉、竖炉
全部集中在这个领域，车间里随处可
见热浪飞蒸的红彤彤的铜水，每一个
操作工人的前胸背后工作服都被汗水
浸透。

“你摸下这个栏杆，烫手！”似乎有
意让笔者多体验下这里的酷热，陈长让
笔者握住面前的栏杆。手一搭上去，果
然像握住了一根烧火棍。

“没想到这里这么热！”
“今天还不算最热，室外温度只有

三十五摄氏度，但我们的工作空间至少
五十摄氏度以上。”陈长说起这些，语气
云淡风轻，他已经习惯了高温下的工
作。

8时50分，我们一起进入行车驾驶
室。

驾驶室里的空调呼呼地往外吐着凉
气，跟室外相比，温度降低了很多。陈
长指着驾驶室四面的玻璃说：“为了降
噪隔热，这些都是特制的双层钢化玻
璃，但你用手摸摸，也烫人的。”

笔者站在他的侧后，顺势将脸贴在
玻璃上，皮肤马上感觉到一种难受的炙
烤。可以想到，如果没有空调，驾驶室
完全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蒸笼。脚下，
炉火正旺；四周，热气包裹，每天就好像
开着行车在火焰山上空来回不停地穿
梭。陈长说，要是遇到空调故障就糟糕
了，浑身汗水根本干不了。因为行车空
调故障的事，这个公司总经理文燕还曾
发过一次火，说如果行车空调再出现不
能制冷的情况，就叫车间领导亲自扛冰
块送到驾驶室去降温。这个事例，足以
说明行车工的高温艰苦了。

除了热，还有忙。
自打进入行车的那一刻起，陈长的

手、脚、眼、脑就没有停止过。手要不停
地摆弄操纵杆；脚要随时踩、松刹车；脑
子则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要根据现
场突发状况，及时调整行车运行；眼睛
就更重要了。在三层楼的高空，要准确
地将主钩、副钩挂上宽度只有10厘米
的包耳，眼睛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三号炉进料，三号炉进料。”陈长
刚吊运完了一包铜渣，报话机里就传来
了三号转炉炉长要求往炉内加注冰铜
的声音。

“收到。四分钟后到达！”回复完毕

后，陈长开动行车，向几十米外的闪速
炉区域运行，那里，刚从闪速炉内放出
的一包冰铜已被伸缩轨道运至待运区。

停车、落钩、起吊、运行……作为有
着二十年行车经验的老将，陈长的起吊
技术纯熟自如，一系列职业动作如行云
流水，三十吨一包的铜水，被他如老鹰
抓小鸡般地提起，包子在空中不晃不
洒，稳稳地向三号转炉炉口而去。

冰铜加注任务完成后，一号转炉要
求挂渣，陈长赶紧将行车驶向一号炉。
还没到一号炉，报话机里又传来了二号
转炉炉长的声音：“二号炉返白铍，二号
炉返白铍！”

“你每个班都这么忙吗？”
“是啊！”陈长一边开动行车，一边

肯定地回答。“有时候上班时在派班室
泡了一杯茶，一上午都没时间喝一口。
事太多，忙得根本停不下来。”

10时许，各大炉都在正常生产，总
算空出了一点时间。趁着这个当口，陈
长出了行车驾驶室，转身爬上行车顶
部，他要对设备进行点检。行车顶部比
其它地方更热，行车所有的运行设备都
集中在这里，机器开动时散发出大量热
量，人一到顶部，热气翻滚着扑面而
来。陈长不管这些，他戴上帆布手套，
用手直接在升降钢丝绳上上下左右仔
细滑摸。不一会儿，原来雪白洁净的手
套上就沾满了黑色的油污。见我有点
迷惑，他解释说：“这是在检查钢丝绳的
安全状况。如果在滑摸的时候有卡手
现象，就说明钢丝绳发生了小股断裂，
必须立即停车检修，否则容易发生安全

事故。”
检查完钢丝绳后，陈长又围着十

几米宽的行车转了一圈，看了下刹车
和电缆线，并到总控机房察看了空调
系统运行情况。尽管只有短短几分
钟时间，但笔者和他早已浑身是汗，
脸上豆大的汗珠不停地流淌。这样
的设备点检，陈长说每天不记得有多
少次，反正只要有空闲时间，就见缝
插针上去看一下，千重要万重要，安
全最重要。

刚回到驾驶室坐定，四号转炉要求
放渣。陈长抹了一把还未干透的汗水，
启动操纵杆，吊运了一个空包子放到了
四号炉的炉口。随着转炉的缓缓倾斜，
汹涌的铜渣从炉膛内喷泻而下。“你看，
炉渣的温度是1279摄氏度。”陈长指着
炉边的一个测温显示屏，告知笔者炉渣
的实时温度。在这么高温度的上方工
作，怪不得驾驶室的双层玻璃都被熏得
烫人！

一直忙到11时30分，他的同班工
友去餐厅吃饭了，陈长都没有再离开过
驾驶室座位。在笔者离开行车时，陈长
想“借光”到派班室喝口水。不巧的是，
前脚刚跨出行车，身上的报话机就传来
了派班指令：“一号炉需要检修下炉口，
请马上将炉口的包子移走……”无奈，
他只得又重新回到了驾驶座位上。

下午的时候，我微信问他中午什么
时候吃饭的。他回复了一条短信：“12
时多。作为班长，肯定要让同事先去吃
饭的，这是必须的。”

章 庆 李敬忠

——金隆铜业公司精炼车间行车工日常工作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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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着眼镜的黄纪斌，高高瘦瘦、清
清爽爽、斯斯文文的。不走近了解，很
难把他与设备大户金威铜业公司维修
班长联系起来。平常，维修班组31名
技术工人集中在一个大通间的休息室
里休息。每一个设备维修的最终意见，
都是在这，由黄纪斌和他的同事商定。

墙上，巨大的展牌上清晰标注着职
责范围。“钳工一组组长崔华清组
员……维修范围：熔铸分厂的合金无
芯炉、有芯炉；钳工三组组长殷胜强组
员……”维修范围：板带分厂……；一直
到钳工六组。每一组需要负责维修的
范围具体到每一台机组或大型设备。
有事来了，完全可以对照自觉去执行。

黄纪斌作为集团公司优秀班组长
的管理水平，从进门第一眼就给人深刻
印象。

全班31名员工里，含有钳工、管道
工、电焊工、起重工等工种。人人出手
能“战”、战之能胜。也因此这个班组成
为金威铜业公司不可或缺的重要“细
胞”。重要到什么程度？这样一组数字
可以看出一二：

仅仅是去年一年，这个班维修工作
时加班累计1268天次（工时计）、共清
理“Y”型过滤器1200多次，清洗换热
器19台，更换、改造气管1000多米，修
复各类油缸30多个，修复各类辊道30
多根；制作熔铸用扒渣耙、捞渣勺等器
具850多个，一个班，全年修旧利费节
约 260 万元。全年共查出各类问题
500多次，安排大大小小预检修1000
多次，自主安排计划性检修310多次，
涉及机组30多台套。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干得多”，黄
纪斌带领的这个班组还积极总结维修
经验，目前已逐步汇编成20多项维修
项目“作业指导书”，图文并茂，生动形
象，供全体维修人员参考借鉴。

曾旭刚是这个班组的副班长，操着
一口难懂的湖南常德口音的他介绍：

“去年11月份一天，新黄铜炉组的感应
体水温突然升高，电源送不上电。这啥
子后果你晓得么，一个炉子的铜水就要

冻结的，20多吨铜液，就这一下，直接
的损失就是几百万；还有还有，后期呢，
你要重整里面的耐火材料、清理几天、
烧坏的感应器价值几百万，你算算喽。
搞了一个多小时始终搞不到原因，急坏
啰。”曾旭刚一手指着门外的黄纪斌：

“他！找他来的。他使劲让高温水外
排，进冷水。反向进水你懂啰？他反向
进水使堵塞管道的脏物质得以冲洗掉，
利用三通阀打开堵头，锁定故障点、再
稳定故障点。慢慢的，故障反应就小
了。要不是他这么搞，水温的蒸汽会导
致管道爆掉。”两只手向上高举形容场
景的曾旭刚描述彼时危险时刻一脸惊
恐。

钳工六组的组长倪海彬曾在凤凰
山矿业公司做过很多年钳工，历经了大
小设备维修无数场次。当说起这个维
修班组与班组长黄纪斌的时候，仍然肃
然起敬。

“你见过抢修一口气30多个小时
的吧？去年四五月份的时候。一个气
垫炉油缸漏油。正常的做法是把漏油
的油缸拿出来（取走），就这么拿一下，
也要15天时间。那地儿狭小，班长（黄
纪斌）自己做了个工具都使不上劲。厂
子里领导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的意见倾
向于停产15天、整体吊装出来再取。”

得到方案消息的黄纪斌在现场闷声
琢磨了整整几个小时后，提出了一个令
人惊叹的方案。“拆除油缸不是要拆活
塞、活塞缸这些东西吗？”倪海彬说，“黄
纪斌的方案是不动活塞，只拆除缸筒，
整个机组别碰它。从头一天清晨四五
时开始，按黄纪斌的法子去干，到第二
天11时30分，30来个小时里，几个人
轮番趴在极度狭小的空间把油缸取
出。”那30个小时的工作情景，在场每
个人在次日中午取出油缸前，站着的、
靠着的、蹲着的，无一不瞌睡连连。

战时奋力抢修，闲时，黄纪斌不断
动脑筋，实行人员分组、相关设备维修
分片管理的模式，对人员定期采取微
调、轮岗、夜间值班等方式，让大家逐步
接触、直至熟悉全部设备，从而达到全
员培训的目的。一个有生机的战斗群
体，在金威铜业公司正在发挥更强作
用。

江 君 黄军平

——记集团公司优秀班组长黄纪斌

智慧比力气更重要

本报讯 日前，2018年度铜陵市
政府新闻奖评选揭晓，由本报选送，夏
富青采写的《产品迈向中高端，产业发
展高质量——铜陵有色铜加工板块
成为新的盈利增长点》获一等奖，
陈潇采写的《填补国内空白，打破
国外技术垄断，金威铜业分公司成
功生产出 1250 毫米铜板带》获二等
奖。

铜陵市政府新闻奖每年评选一次，
旨在进一步提高我市各级宣传部门和

新闻战线坚持“三贴近”、深入“走转改”
的活动成果，采写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
作品，全面宣传、生动报道、积极推介我
市喜人发展成就、各类先进典型和创新
经验做法。

申报的新闻作品，由铜陵市委宣传
部和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组织评审。
本次政府新闻获奖作品共有27件，其
中特别奖1件、一等奖6件、二等奖8
件、三等奖12件。

本报记者

本报两件新闻作品分获一二等奖

2018年度铜陵市政府新闻奖评选揭晓

8月19日，工程技术分公司金隆项目部稀贵区域机械班在金隆铜业公司综合
回收课污水工段进行罗茨风机检修。今年以来，这个公司积极调动全员工作积极
性，不断提升维修服务质量，竭力为业主单位提供安全高效的精细维修服务，确保
业主单位生产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方 盼 王 璐 摄

铜冠矿建公司米拉多项目部管理人员日前正在检查尾矿管线回水泵房供电系统运行。由铜冠矿建公司米拉多项目部
承建的米拉多铜矿尾矿输送排放及回水管线工程，施工项目包括尾矿输送及排放管线、尾矿库回水加压泵站、尾矿回水管
线、酸性水输送系统等子项。工程于2018年10月开始施工，经过项目部全力施工作业，目前基本完工，尾矿输送排放管线
已投入使用，回水加压泵站水泵带负荷试车成功。为确保向业主顺利移交，移交前，项目部认真加强了项目设施设备的检
查与调试。 王红平 摄

本报讯 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
检测中心金隆检测室的主检测样品
中生产控制类样品数量逐步减少，贸
易类样品数量日渐增多，检测业务正
逐渐变化着……

这是检测中心金隆检测室检验
检测资源整合行动的一部分，这次的
主要任务是完成对检测业务类型的
转换——“将控制类业务完整地送出
去，贸易类业务完美地接过来”。

不打无准备之仗。转型工作开
始前，金隆检测室预先谋划、制订方
案，分两个阶段做好技术人员储备。
第一阶段，根据检测业务需要，指定
人员分批次到中心检测室和金冠检
测室接受专项培训，学习粗铜、进口
铜精矿、硫酸、液碱等相关产品的检
测技术，并就已开展项目中的阳极
泥、粗硒、碲化铜、金锭、银锭等样品
展开技术交流。进入第二阶段，金隆
检测室依据检测项目及员工检测方
向对人员进行分组，在各组中选拔出
综合能力强、业务水平高的技术带头
人，在各组间以“一对多”的形式开展

“导师带徒”，通过有针对性地学习和
比对练习，帮助检测人员快速适应新
样品的检测工作。

走好业务转型之路并不简单，自
6月起业务转型迈入过渡期后更是如
此。在此期间，检测人员在完成现有
样品检测工作的同时，还需兼顾新样
品检测技术的学习。

工作时间有限，人员数量有限，
临时加急样品不断，检测任务量在不
断增加……多重压力面前，金隆检测
人员义务加班加点，全力保证检测质
量进度。即便如此，金隆检测人员仍
秉承着“质量就是检测人的生命线”
的信念，称样、溶样、滴定、定容、分
取、上机检测、数据报出，每一个操作
步骤都严格遵循操作标准。当月，金
隆检测室报出检测数据8134个，抽检
结果均不超差。7月，金隆检测室检
测业务转型工作顺利完成。

促进企业发展是硬道理。金隆
检测室负责人介绍说，业务的转型不
仅是对检测人员的重大挑战，更是企
业发展走出的关键一步。转型工作
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检测中心在检测
业务优化工作上迈出的一大步，也进
一步巩固了集团公司检测资源整合
的成果。 萨百灵 潘 颖

检测中心金隆检测室
业务转型工作顺利完成

本报讯 下半年以来，铜冠（庐江）
矿业公司全力抓好生产组织协调和内
部管理，强化成本管控，确保高效高质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采、掘、凿、充填，围绕这些矿山生
产基本工作，这个公司将重点放在抓
好生产系统衔接磨合管理中，努力
维持矿山生产的三级矿量平衡。同
时，严格按照规程，狠抓现场过程管
理，盯牢重点环节和重要设备，定期
安排巡检，降低故障发生率，坚持对
各生产系统保养巡查，使各生产系
统通道畅通，实现安全、高效、均衡、
平稳生产。

重点保障生产设备完好率，排除影
响生产的安全风险和不利因素，维持

生产正常。对提升、地表井下供配电、
供水、矿仓、装载、破碎等系统持续的
维护与保养，落实巡检制度，保障各系
统正常运行。

对于生产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由
保证系统稳定运行选矿车间及时进行
解决。对矸石项目全力推进，力争早
日实现与主生产系统间的无缝对接。
充填系统试水试验产生的问题，这个
公司积极落实整改，合理安排岗位人
员。同时，储备相应材料物资，确保充
填系统按时按质投入使用。

以提质增效为中心，持续推进精
细化管理、5S管理等现代管理，完善标
准体系，夯实管理基础，推行生产作业
标准化模式，增强成本控制力。细化

部门职责，明晰预算额度，成本费用实
行归口管理，强化过程控制和考核，有
效提升成本管理水平和管控意识。

这个公司坚持勤俭办企原则，加
强物资内控管理，科学制定物资采购
计划，规范材料物资报领审批流程，定
期盘点，合理调剂库存，降低资金占
用比率。严格按照集团公司招待费
和职务消费等相关规定执行，严控各
种非生产性费用支出。这个公司还
充分发挥职工的智慧，开展劳动竞
赛、合理化建议、修旧利废、QC小组、
小改小革等内部挖潜、节支降耗活
动，完善奖励制度，提高职工建言献
策的积极性。

陈 潇 汪海滨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
力争高效高质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