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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已入秋，但连日来秋老虎依然威
猛，铜冠池州公司员工围绕下半年生产
任务，树责任意识，展优良作风，在蒸笼
似的电解厂房内精心操作，在熔炼锅前
挥汗如雨，战高温、保生产。

锌分厂电解槽上，闷热的厂房犹如
一座蒸笼，两台轴流散热风机发出阵阵
轰鸣声，将一股股热流吹在操作工身
上，吹皱已经汗湿的衣衫。放眼望去，
新投入的两台剥锌机组正在有条不紊
地运行，在一个月的人机磨合中，两个
装出槽班组在这个季节里战高温、学技
能、强本领。在相同作业时间内，他们
从最初调试时每台机组能剥20多个槽

子，现在渐渐提高到每班42槽。这个
工序技术主管唐高介绍道：“我们的操
作能力正在逐步提高，下一步准备向每
台机组54槽的剥片目标挺近。”

与剥锌机组泾渭分明的是一旁的
人工剥锌，由于工作强度大，他们身上
没有一处是干的，整件工作服就像是刚
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在一边休息的杨
组长介绍道：“剥锌工很辛苦，高兴的是
公司已启动了第二批剥锌机组安装项
目，到时候就不会流这么多汗了。”说完
话，他将齐膝深的耐酸胶鞋脱下倒置，
一股水流洒下地面，他说每个班他都要
倒两次汗水，不然容易“烂脚丫”。交谈

中，杨组长喜忧参半，高兴的是再也不
必像以前那样工作辛苦了，担心的是新
设备上马了，自己要苦练操作本领，不
能被淘汰。

在这个公司铅分厂电解工序，笔者
在熔炼锅前站定，只见420多摄氏度的
铅液在大锅内翻涌，滚滚热浪袭面而
来，顿时浑身像被针刺一样难受，但是
他们都在认真操作。一名员工手持长
铁锹，迎着高温辐射，将渣子集中赶往
锅中一点，另一名员工趁渣子还未散
开，连忙挥锹捞取放在容器里，一来一
往，一推一铲，动作娴熟，配合密切。只
见刚才还是浑浊的铅液，现在纯净得能

照的见人影，两名操作工却是浑身湿
透，像是洗了一个汗水澡，身上的工作
服被汗水浸润得更加亮眼和深蓝。

这个初炼班的班长孙胜贵介绍道：
“捞渣子是最辛苦的事情，也是关乎浇
铸质量的大事，再热再苦我们都认真对
待。”明晃晃的铅液顺着铅泵的输送进
入储铅箱，又欢快地流进溜槽，被定格
在浇铸模内，经过冷却、毛刺处理，甄
别、整形等步骤，一块100千克的铅阳
极板被浇铸成型。据孙班长介绍，他们
每天要浇铸3000多块合格极板，确保
下半年的产量目标实现。

张 军

——铜冠池州公司员工战高温保生产见闻

“炎”值高 斗志更高

本报讯 初秋时节，“秋老虎”发
威。金隆铜业公司电解课生产作业现
场一派繁忙景象，员工们正在紧张有序
地忙碌着。

电解槽边，行车提醒员工注意避让
的警报声与机组加工的机械碰撞声交
织在一起，电解人早已习惯在高大宽敞
的厂房里挥汗如雨。“持续的高温天气，
我们每天都像在‘蒸桑拿’，上蒸下煮的

作业环境让现场每个人都汗流浃背。
虽然这‘秋老虎’威力不小，但不能因为
高温天气而影响生产，公司特意为我们
准备了防暑降温药品和冰镇绿豆汤，我
们干劲大增！”出铜班班长邹民的话朴
实无华，却代表了每一名生产员工的心
声。

电解课与其他课不同，虽然没有火
法冶炼炉上翻滚涌动的火红铜水，但

12500立方米的电解硫酸铜溶液24小
时都在循环，经过蒸汽换热器加热后，
温度都维持在65摄氏度左右，因此整
个厂房就像一个巨大的“桑拿房”。该
电解课上下一心，以党员和生产骨干力
量为主，以最大的激情和干劲保证生产
的稳定运行。每天阴极铜装出槽作业8
组，共7560块、约1200吨。

正在现场巡查的该电解课负责人

说：“我们管理人员每天都要去现场观
察电铜结晶和设备运行状况，并实时调
整现场工艺参数、添加剂加入量。若把
电解生产比作烹饪一道丰盛大餐的话，
那我们管理人员就是厨师，哪有厨师不
下厨房的呢？管理人员只有深入生产
现场对电解整个系统进行深入把控，才
能在平时的管理中做到‘举重若轻’。”
高温天气依然持续，放眼望去整个电解
课，每一名员工都各司其职，坚守岗位，
挥洒汗水，努力地工作着。

陈幸欣 占康乐

金隆铜业公司电解课积极迎战“秋老虎”

本报讯 受江苏省安全生产协
会委托，日前，苏交科集团（江苏）安
全科学研究院专家组一行对张家港
联合铜业公司安全标准化二级企业
的实施运行过程进行了现场复审，对
其完整性、符合性、适宜性、有效性进
行评定。专家组依据《企业安全生产
标准化基本规范》和《有色重金属冶
炼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

通过查看资料、与相关科室人员面对
面交流、深入到车间现场查看、与员
工代表进行访谈等多种形式，在对涉
及该公司的生产工艺流程的安全管
理活动进行全面审查后，对该公司安
全标准化二级企业创建工作给予了
充分肯定，现场宣布通过安全标准化
二级企业复审验收。

杨学文

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通过安
全标准化二级企业复审验收

本报讯 日前，铜陵市环保局、开
发区环保局、评审会专家组、环评单位、
设计、施工单位专家及相关人员到动力
厂对热电超低排放改造项目进行评审
验收。

铜陵有色2×25 MW背压机组自
备热电项目原锅炉执行标准满足《火电
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要求。根
据2018年国家关于《煤电节能减排升
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年）》

的要求，动力厂对两台机组脱硝、脱硫、
除尘系统进行超低排放改造，并于
2019年 2月完成改造项目。经2019
年7月22日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废
气总排口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
含量均值均已低于国家减排标准，符合
超低排放要求。环保验收专家组对动
力厂热电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工作给予
肯定，评审验收顺利通过。

董 玲

动力厂热电超低排放改造项目通过评审验收

本报讯 为促进安全环保工作深
入开展，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
用，近日，铜冠铜箔公司铜陵铜箔党支
部开展“党员安环责任岗”创建活动。

该党支部根据党员的日常工作和
活动范围，按照工段划分党员责任区，
细化落实党员在责任区中的职责。活
动要求责任区党员每月开展一次安环

宣讲活动，贯彻落实有关安全环保方面
的政策法规，不断强化员工的安全环保
意识；同时及时查隐患、排险情，消除和
整改不安全因素，保证责任区内不发生
重大安环事故。为确保活动的有效开
展，该党支部还制定党员安环责任岗奖
惩标准。

周宛中

铜冠铜箔公司铜陵铜箔党支部
开展“党员安环责任岗”创建活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集团
公司纪委警示教育精神，根据金冠铜业
分公司纪委关于学习《铜陵有色金属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警
示录》的有关要求，金冠铜业分公司各
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相关内

容，通过警示录中身边典型案例的学
习，对党员干部起到了很强的警示、教
育和震慑作用。大家纷纷表示，要筑牢
思想防线，增强拒腐防变能力，牢记党
的宗旨，做到“敬畏法律、珍惜现在、不
忘责任、自立慎独”。 宋红霞

金冠铜业分公司开展警示教育夯实廉政之基
本报讯 今年来，铜冠（庐江）矿

业公司持续强化生产过程现场监管，
采场安全爆破、井下锚网支护、环境监
测整治等工作有序开展，安全生产形
势稳定。

上半年，该公司开展节前安全大
检查、节后复工安全大检查、5S管理大
检查、一季度安全环保综合大检查、井
下车辆专项检查等多项检查工作，共
查出隐患和问题130余条，全部挂网
通报，并限期整改复核；查处违章行为
156起，罚金154800元，“三违”现象得
到有效遏制。

7月份以来，该公司持续加大现场
监管力度，积极实施安全生产综合监
管，健全安全管理网络，完善安全标准
化体系。牢固树立“安全生产，人人有
责”理念，制定了全员、全方位、全过
程、工序化的“三全一化”岗位安全责
任体系，将安全责任目标层层分解，使
安全责任考核奖惩到位，形成了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
格局。

在建设基层标准化班组过程中，
坚持安全质量标准化旬检月验制度，
提升标准化管理水平。通过积极开展

全员安全技能培训，强化常态化安全
教育，提升全员安全风险防控意识，夯
实矿山安全生产基础。以“强化意识、
防控风险”活动为契机，抓好安全现场
管理和监督落实，正确处理好安全、质
量、生产三者关系，坚决做到“不安全
不生产”“隐患不消除不生产”，严格执
行四个“凡事”（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
据可查，凡事有人监督，凡事有人检
查）和“三不放过”（不放过一切隐患，
不放过一个违章作业者，不放过一个
违章指挥者），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
态，确保安全高效生产。陈潇 汪海滨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强化现场监管确保安全生产

本报讯 近年来，合肥铜冠国轩
公司始终坚持管理推进和技术改造
相结合，通过不断实施管理创新和节
能技措，工场能耗逐年下降。

在技改技措方面，该公司通过
与同行业进行对标管理，统计分析
出造箔工段能耗占比过高。为了有
效解决这一问题，该公司对造箔工
序所有可控硅整流电源进行了技术
升级，升级为最新一代高频开关同
步整流电源，升级后当年节电量超
过 500 万度。通过对溶铜、造液工
段的中间板换进行了改造，使蒸汽
单耗降低近30%，年节约蒸汽超过1
万吨。此外，该公司还相继制定多
项降本增效重点工作和节电方案，
目前已完成对冷却塔回水改造、水
处理高压泵变频改造、空调回风改
造等降本增效重点项目的实施，工
场能源成本下降了7%。

在能源管理方面，该公司严格加强
峰谷比的管控，将峰谷比纳入工段考核
内容。工场利用早班会、例会和交接班
会一方面加大宣传培训力度，增强员工
的节能意识；另一方面鼓励员工充分发
挥聪明才智，积极提出节能建议，并对
优秀建议提出者给予奖励。

“只有让全员都参与进来，节能
工作才能做好，我们工场2018年仅需
量电费就节约了30万元。”合肥铜箔
工场场长郑小伟说道。何亮 汪福来

合肥铜冠国轩公司坚持走管理
和技改相结合的节能之路

8月6日下班时，冬瓜山铜矿提升
二区维修班钳工胡旭东想起这一天发
生的事，懊悔不已，羞愧万分。

原来，该区为切实抓好职工教育
培训，增强全区职工的责任感及安全
意识，要求各班组在班前开展安全事
故案例讲述，以“现身说法”的形式开
展安全警示教育活动。胡旭东平时记

性好，善长表述。在派班前，他站在讲
台上讲述一起案例时，把事故案例的
经过、原因及措施讲得一清二楚，受到
全场职工的称赞。

派班结束后，胡旭东和平常一样，
换了工服，带上工具，去冬瓜山副井卷
扬机房检修设备。此时，冬瓜山副井
卷扬机房接到停电通知。胡旭东正准
备干活了，班长赵钱贵过来了。“小胡，
你违章了啊。你讲事故案例的时候，
不是说得很清楚。咱们停电检修一定
要挂‘有人工作，停止合闸’的牌子。”

胡旭东摸了下脑袋，说：“那不是讲事
故案例么，又不是真的。”

“事故案例，虽说是讲事故，可那
都是血淋淋的教训。今天你侥幸没
事，不代表以后会没事。你案例讲得
头头是道，实际操作却不按章操作。
咱们开展事故案例讲述，就是希望你
们能够学以致用，千万别把事故当故
事！”胡旭东手心都冒汗了，赶紧挂好
牌子，当场表示：一定要牢固树立“安
全第一”的理念，做到学以致用，杜绝
事故发生。 胡敦华

学，贵在用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强化消防安全
管理，规范厂区动火作业，日前，金隆铜
业公司组织全体安全员，协力和项目单
位动火作业人、监火人开展动火作业规
范操作培训。

此次培训，将主体由厂内管理员、
安全员转向协力、项目实际操作人员，
旨在从动火作业源头把控消防安全。
培训以管理标准为基础，细分该公司分
级动火规范和要求，以及动火作业过程
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并结合火灾典型案
例，讲解违章作业危害，引导全员重视
消防安全，增强消防安全意识。

近年来，金隆铜业公司紧抓消防安

全不放松，在持续创新推进消防基础工
作、强化各级消防应急演练的同时，加
大消防安全标准和操作培训力度。今
年上半年，该公司不仅围绕大修开展
《消防安全管理标准》《动火作业管理标
准》培训，还组织消防管理人员和生产
课室安环员参加市级消防安全学习，消
防培训管理力求做到内培、外培相结
合，理论、实践相结合，培训、考核相结
合，努力抓好消防安全指令方、属地方、
作业方、总包方“四方”联动管理，切实
提高全员消防安全意识，为企业生产安
全提供有效保障。

张 军

金隆铜业公司紧抓消防安全不放松

本报讯 日前，月山矿业公司党
委开展2019年上半年党建考核，着重
对各党支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开展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

考核采取基层六个党支部互检
的形式，对党建、工会、纪检等工作相
关台账资料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
增强检查工作透明度，现场反馈检查
意见。检查还针对在集团公司2018
年度党建考核中存在问题的整改情
况进行了重点检查，以期进一步更好
地指导和促进全年党建工作的整体
开展。检查结果将及时通报，并纳入
该单位年度考核和党政负责人的年
度绩效考核。 田 芳

月山矿业公司开展上半年党建考核

常言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那
么矿山安全环保之树常青靠谁呢？毋
庸置疑，靠我们每个人。但是总有些
人不能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好像企
业的安全环保不是自己的事情，漠不
关心。更有甚者对企业安全环保事故
教训抱有麻木不仁的态度。如果这种
态度不引起重视，不加以根治，何谈企
业安环之树常青。

天马山矿业公司2019年开展“强
化意识、防控风险”安全环保主题活动，
突出“一个引领、二个抓手、一条主线”
工作思路，即坚持以安全环保文化创建
为引领；以反“三违”、狠抓现场管理为
抓手；以开展“强化意识，防控风险”主
题活动为主线，紧紧围绕矿业公司“强
化意识控风险，落实责任抓整改，遵章

守纪反三违，齐抓共管保稳定”的安全
环保工作目标，强化全体职工安全环保
意识，自觉增强岗位风险辨识及掌控能
力，层层落实岗位安全环保责任制，深
入开展反“三违”，不断强化现场管理手
段，实现企业“安全发展，绿色发展”。

安全环保不是一句口号，更不可
能是一阵风一阵雨的教条主义，而是
关乎我们每一个职工生命，也是关乎
矿山发展和稳定不可或缺的因素。不
怕一万、就怕万一，一万个注意只为安
全环保，而万分之一的侥幸却造成企
业无法挽回的损失和个人不能弥补的
代价。在这真实而无情的事实面前，
你又将做何感慨呢？难道每个人还不
把“我要安全环保”真正落实到实际行
动中吗？

安全环保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我始终认为，安全环保要从自己
做起，从身边做起，杜绝自己违章蛮
干，违章指挥，阻止身边的安全环保事
故的发生，最大限度做好自己应该做
好的工作，为他人做出榜样，同时督促
制止他人的不安全不环保行为。建立
安全环保个人联保制度，让我们每个
人都为企业文明健康绿色发展出力发
光。

企业安全环保来不得半点折扣，
需要我们每个人踏实奋斗实现。那么
就让我们借助天马山矿业公司开展的
安全环保主题活动的东风，关注身边
的安全环保工作，为矿山安全环保多
尽一份责任，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让
企业安全环保之树常青。 李国旺

愿企业安环之树常青

铜冠建安厄瓜多尔分公司员工利用下雨间隙进行施工（如图）。由铜冠建安厄瓜多尔分公司承建的米拉多铜矿铆焊车
间工程已进入收官阶段，目前屋面打瓦、行车安装、地面混凝土浇筑等全面展开，分公司克服多雨天气影响，全力确保提前
完成该工程施工任务。 王红平 陈玖生 摄

冬瓜山铜矿目前已全面投入深部开采，掘进施工任务重，工程量大，矿山充分
发挥大型无轨设备高效率的优势，积极培养一支生产中能挑大梁，技术上有一手
的掘进先行队伍，为采矿衔接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年1至7月份，矿山掘进量完成
8.6万立方米，超计划25%。图为该矿掘进凿岩台车正在井下作业场景。汤菁 摄

日前，矿产资源中心工勘党支部利用党员活动日开展反腐倡廉主题教育，组
织党员集中学习了《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警示
录——镜鉴》，落实集团公司“以案示警、以案为戒、以案促改”警示教育专项活
动。 萨百灵 刘晓山 摄

本报讯 近日，铜冠建安电控设
备厂员工通过在现场模拟、亲身体验
的方式，提升职工安全意识。当日，
该公司全体岗位员工进行了安全考
试。考试结束后，该公司员工来到新
建成的安全教育体验中心现场，全员
参与现场安全模拟体验。在现场模
拟中，该公司员工现场亲身体验了
VR实景模拟过程等。活动结束后，
该公司生产班长倪进忠由衷感慨：

“这种安全教育比传统的教育效果更
直观，更逼真，职工更容易接受，效果
更好。通过此次学习，我相信大家在
工作中一定会更加遵章守纪，按照操
作规程办事的意识会大大提高。”

张 维

铜冠建安电控设备厂
开展模拟体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