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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月来，铜冠池州公司余
热发电量连续三个月刷新纪录，保持了

“三连跳”态势。发电量分别达到
143.47 万千瓦时，163.45 万千瓦时，
167.75万千瓦时，预计本年度余热发电
量将突破1000万千瓦时大关。

充分运用大部制管理优势，把好统
一调度，分段实施。集中管理原则，将
高压蒸汽使用纳入生产管理部统一调

度，服从余热发电统一调配，建立有效
的能源产出使用管理机制，严格规定产汽
点未经许可，严禁私自将高压蒸汽经减压
送至低压管网或直接高压放空；控制高压
汽源，尽可能全部送至余热发电进行发电，
从源头上加强管理提高运作效率。

充分利用新项目带来的变革，把能源
高效利用作为提质增效工作的有力抓
手。将三连炉这个大型“产汽包”的高压蒸
汽并入管网。继去年成功将侧吹炉、烟化
炉产生的高压蒸汽并网之后，今年再接再
厉，把底吹炉的高压蒸汽并入发电管网，由
此实现三连炉余热的高效利用。

创新思维努力探索并网运行新方
法。该公司的保全中心针对薄弱环节，
对三连炉开停车切换之间造成发电机
组停机的问题，积极主动探寻解决问题
的办法。经过缜密分析和实验，在铅锌
两系统余热之间，控制好着力点，把住
施力点，精准调配。在三连炉开停车间
歇期，努力提高锌系统焙烧余热锅炉发
电机组基本进汽量，以局部保全局，实
施铅锌发电双调节，切实保证三连炉在
开停之间不影响发电机组的整体运
行。该方法的运用，有效提高了余热发
电机组的开车率。

注重效率提升，努力实验探索“背
压侧”对发电效率的影响。多次实验建
立了详实的数据，经过比对分析，发现

“背压侧”压力最佳效益点，在保障安全
运行的前提下，控制压力低于0.33兆帕
以下时，发电功率提高至100千瓦时以
上。同时把操作方法写入操作规程，规
范余热发电班组降低低压放空时的设
定压力，严格操作阀门疏通背压蒸汽，
发电功率进一步提升。该中心负责人
表示，将继续坚持思想不松、力度不减，
为实现更高发电目标和节电增效而不
懈努力。 章长寿 张 军

铜冠池州公司余热发电量实现“三连跳”
本报讯 日前，月山矿业公司党委

开展“规范党员干部网络行为”主题党
日活动，进一步规范党员干部网络行
为，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促进
该公司形成健康向上、风清气正的网络
环境。

主题党日以党支部为单位开展，全
公司110名党员全部参加，同时还吸收
了入党积极分子及非党员生产、业务骨
干参加活动。主题党日活动中开展了
学习交流。通过谈体会、谈认识，提高
政治站位，充分调动党员干部积极性、
自觉性，共同构建良好的舆论生态。并
结合各党支部、本单位、部门工作实际，
重点排查党员干部网络行为中存在的
风险问题，做到有记录有措施，进一步

落实长效机制。
该公司党委还结合主题党日活

动，向基层党支部党员干部、普通党
员、员工群体发起倡议，要求全体党员
干部同志要通过理论学习，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进一步规范网络行为，发挥党员干
部模范带头作用；广大员工要在工作和
生活中以身作则，守好意识形态和网络
舆论阵地，积极参与网络文明建设，弘
扬社会正能量，巩固网络舆论主阵地，
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194名
干部员工在倡议书上签名，积极支持
活动的开展。

田 芳

月山矿业公司
开展“规范党员干部网络行为”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真正做到党建知识入脑
入心，11月20日上午，铜冠铜箔公司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知识竞
赛。该公司6个党支部各派了3名代表参
加比赛。

本次知识竞赛以主题教育应知应会
相关知识为重点，内容涵盖“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的十九大精神以
及党章党规党纪等方面。竞赛包括必答
题、挑战题和抢答题三个环节。经过三
轮的激烈角逐，最终机关党支部代表队
荣获第一名。通过此次活动，达到了“以
赛促学”的目的，同时也深化了广大党员
对相关知识点的掌握，提升了理论学习
的热情。

高 钰

铜冠铜箔公司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知识竞赛

本报讯 近日，铜冠池州资源公
司各生产系统有序平稳运转，标志着
该公司2019年度大检修按时按质按
量圆满收官。

该公司10月中下旬以来的大
检修共有重点项目39个。该公司
各部门以“安全第一，质量为上”为
方针，高度重视，全面统筹，周密组
织，明确分工。制定了详尽的检修

计划，并明确了各项任务的责任
人、检修人、协助工、监护人。车间
编制了详细的检修施工进度表，党
员牵头，全员参与，大大增强了全
体检修人员的积极性和责任感，确
保了检修质量，为冲刺年底生产打
下了良好基础。在年度大修项目
上，该公司对球磨减速箱基础实施
校正，焊补了皮带机下矿漏斗，更

换了浮选机线槽，对天桥钢丝绳实
施护养，更换了脱水浓缩机大梁，
对2号球磨衬板实施更新。此次年
度大修中，该公司女工积极主动负
责起供应热水、送饭的任务，并清
理选矿积砂，石灰渣，防尘管，捡、
装钢球，清洗浮选机护罩和刷漆等
艰苦细致的工作。

江 君 葛 琴

铜冠池州资源有限公司年终大检修圆满完成

本报讯 今年以来，冬瓜山铜矿
大团山工区在加强设备操作技能、维
护保养等方面下功夫，设备完好率始
终在90%以上，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
良性循环，截止到九月份该区共完成
出矿量843823吨，占计划的106%。

该区是井下生产主要单位，拥有
各类无轨设备60多台，既有老式的
YGZ-90中孔钻机，又有新式高效率
的无轨铲运机出矿。工区坚持设备
管理与生产、成本效益齐抓共管的做

法，首先在职工操作设备技能上，积
极加大职工培训力度。在生产中实
行以老带新，较好地提高了职工的设
备操作技术，达到操修合一的技能，
解决生产中难题，并建立健全设备基
础台账。其次在设备维护保养上，该
工区要求各工作岗位操作工必须按

“设备操作规程”和“岗位作业标准”
正确使用设备，做好5S管理工作，每
班班前.班后都要对设备进行检查，
及时准确地了解设备的技术及运行

状况，并做好检查记录和井下交接班
制度，做到以日保周，以周保月，以月
保旬，使设备状况始终处于可控范围
之内。

同时，在设备修理上，该区不断
加强维修人员的业务学习，组织生产
技术骨干参加由厂方专家开展的设
备操作技能培训，使维修人员掌握了
较高的修理技能，不仅自主完成了设
备小修、中修等工作，还节省了一笔
可观的维修费用。 陈 坚

冬瓜山铜矿大团山工区强化设备管理促生产

本报讯 做好安全管理，是发展
的前提；做好质量管理，是发展的根
本；做好生产管理，是关乎发展的可
延续：今年以来，铜冠矿建沙溪项目
部就是抓牢三“管”，在偏远的庐江区
域开创了发展的新局面。

在该项目部“2019年1至10月
份生产指标完成情况”的数据表上，
记者看到，今年以来千人负伤率为
零，所有工程合格率为100%，生产的
施工量多则超过年计划的200%、少
则也逾80%，这一直观的数据直接显
示出了三“管”齐下的效应。

生产管理上，项目部坚持领导带
班制，区队则现场实施交接班制，协

作队伍负责好工序衔接。对关键的
施工路线，该项目部每天对时间、所
定目标实施监护。不漏掉每一个生
产管理的细节，成为该项目部在铜冠
庐江矿业公司可打胜仗、能打胜仗的
重要支撑。

质量管理中，该项目部对巷道掘
进，坚决要求光面爆破。采准工程的
施工则严格按照图纸作业。在斜坡
道的掘进中，注重控制好顶板管理，
对于底板与坡度不合要求的，立即整
改。支护是井下工作的另一个重点
环节。支护工作上，项目部对地下室
与装矿硐室在所有关键部位都会安
排专人检查、跟班督促。预埋件是不

是符合尺寸要求、外观平滑与否、巷
道锚网上是否搭接平整，项目部每天
都有专门的技术人员与带班领导进
行逐个督察。

用多条点对点的具体措施来保
证安全管理的有效，成为项目部安全
管理最大特色。对火工材料的发放、
运输，他们每天做好严密监督，使用
中与爆破后的验炮，也有专人实施检
查，看是否合乎规范处理。对提升与
车辆运输系统，实施督查、季度监测、
矿部月检、县安监局专项检察、项目
部的日检周检，这些具体措施保证了
所有设备的安全运转。

江 君 曾红林

铜冠矿建沙溪项目部三“管”齐下开创发展新局面

本报讯 11月11、12两日，工程
技术分公司金冠项目部奥炉电仪班
高殿君作业组继10月底完成金冠铜
业分公司双闪厂区8台大功率电动
机拆装项目后，再次转战铜冠冶化分
公司大修现场，顺利完成冶化公司两
台1600千瓦高压电动机及控制柜清
灰、维保项目。

据了解，该项目重点和难点工
作在清理电动机内外积灰和油

泥。在两天的工期里，作业组的 5
位师傅克服现场环境差和无合适
清灰、疏通工具等困难，积极想办
法，釆用外借和自制简易工具的办
法，不怕脏、不怕累，在做好现场和
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后，先清扫电动
机顶部及散热风道，再进行外壳后
内部、底部，分步清理、疏通，手提
风机吹后再用干布抹擦。其中，最
难清理的是每台电动机406个散热

风道，每个都要用长铁管伸进去逐
个疏通、清理，并用手提吹风机对
准风道口逐个吹扫。为清理干净
护罩内积灰和油泥，师傅们要将整
个手臂从散热风扇护罩口伸进去，
用自制的小铁铲一处一处、一点一
点向外刮铲，脸上身上全是黑灰和
油泥，两台电动机清理出的积灰、
油泥有3小板车之多。

嵇家保

工程技术分公司金冠项目部奥炉电仪班转战铜冠冶化大修项目告捷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持续强化生产现场5S管理，于11月19日对磨浮车间南
门外废旧物资堆放场地进行清理整顿，以便于后期备品备件的存放。

萨百灵 邢应甜 袁 军 摄

金隆铜业公司羽毛球爱好者正在开展趣味羽毛球比赛活动（如图），20多名爱
好者参加比赛。该公司职工文体活动蓬勃发展，羽毛球、篮球、乒乓球、网球等文
体兴趣小组遍地开花，每年各种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开展，提升了企业凝聚力和
向心力。 章 庆 陶 洪 摄

10月31号，动力厂团委举办“奋斗青春、羽你共享”青工羽毛球比赛。比赛分
为女单、男单、混双、男双四个项目的PK赛。通过比赛，充分展示青工们团结、拼
搏、进取的精神。 高文花 摄

本报讯 11月15日，月山矿业公司党
委开展2019年度基层党建考核。

本次考核采取的是互检和抽检相结
合的方法，对基层六个党支部工作、工
会工作、班组建设等相关台账资料进行
了认真细致的检查，并指出所存在的问
题。

在互检的基础上，党群工作部根据平
时掌握的工作情况，对支部重点工作进行
了再次抽查。检查结果现场反馈给各相关
党支部，并将在一定范围内通报，并纳入该
单位年度考核和党政负责人的年度绩效考
核。党建检查中还针对各党支部在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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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党建工作的整体开展。

田 芳

月山矿业公司党委

开展2019年度基层党建考核

本报讯 近日，为加快对人才队伍的培
养，金威铜业分公司结合生产实际，开展了
污水处理工技术比武活动。

比武分理论考试、实践操作两个个环
节，共有八名员工参加了此次比武。本次
比武中，理论考试为口述答题，涵盖内容
广，贴近生产，从细节上考察了员工的业务
知识水平；实操比武考核项目多，针对性
强，有混合反应槽PH水样观察判定、便携
式浓度计对药剂浓度的检测、纤维球过滤
器手动反冲洗操作以及现场模拟污水处理
异常处置程序等项目。

此次比武旨在通过以比代练、以比促
训的方式，对职工知识技能进行了一次检
验。参赛选手操作谨慎认真、技术娴熟、沉
着冷静，展示出良好心理素质和过硬实践
业务水平，为公司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坚
实的保障。

方 铭

金威铜业分公司

开展污水处理工技术比武

本报讯 日前，铜山铜矿分公司与铜
陵市郊区铜山派出所联合在寒山炸药库开
展年度应急反恐演练。

此次演练模拟两名身份不明的男子，
试图翻越寒山炸药库大门强行入库，被值
班人员发现后立即拉响警报，并向铜山派
出所报告求助，随后，值班人员奋力阻止两
名男子进入库区，听到警报声响起，该公司
保卫部迅速组织人员前往炸药库进行支
援。一分钟后，铜山派出所值班民警全副
武装赶赴现场。数分钟后，民警和矿业公司
保卫人员合力将两名男子擒获。整个演练
过程快速高效，程序严密，达到了“完善预
案、锻炼队伍、促进协作、保障平安”的目
的。通过演练，进一步提高企业应对突发、
恶性和重大（案）事件应急处置反应速度，更
增强了警企协作能力。

张 霞 任建中

铜山铜矿分公司

开展反恐防暴演练

据《燕赵都市报》报道，最近河北省
保定市涞水县的司机郭先生成为“网
红”，被网友们称赞为新时代“管得
宽”。因为郭先生在等红灯时，发现前
面一辆白色轿车的司机随手将饮料瓶
扔到车窗外的马路上，郭先生下车让白
色轿车司机把瓶子捡起来，对方拒绝捡
拾，于是郭先生捡起饮料瓶“还给”扔瓶
子的司机。最终双方未发生冲突，白色
轿车缓缓离开。

众所周知，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禁
止车窗抛物，违者将受到扣分或罚款的处
理。对“车窗抛物”的处理，郭先生的“硬
核”操作，引发网友们的一片赞扬声，笔者
也由衷感叹“郭先生有勇气，有担当，值得
我们学习，不愧为新时代的管得宽”！

不过，笔者也为郭先生捏一把汗，
如果对方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人，怎么
办？要知道向车窗外抛物的人，素质肯

定不会高。别看大家都对郭先生的“管
得宽”点赞，但真要碰见“车窗抛物”的
不文明现象，能理直气壮站出来进行制
止的人不多。不少人秉持的是事不关
己，高高挂起，“不管闲事”的心理，自己
能文明守法就可以了。

笔者认为，有些司机敢于随意车窗
抛物，说明除了要加强宣传教育外，还
需要加强法律监管的刚性，比如增设监
控摄像头，拍到车窗抛物者，立即给予
处罚。同时，要大力宣传表彰像郭先生
这样新时代的“管得宽”，像郭先生这样
敢管“闲事”的人多了，才能改变某些人
的不文明积习。郭先生，笔者从内心为
您喝彩！ 殷修武

为新时代“管得宽”喝彩

铜冠建安公司施工人员正进行现场钻探作业。铜冠建安公司承接的宝兴化工地块场地土方工程当前正在抢抓进
度向前推进施工，其中超前钻施工完成过半，支护桩已开始施工。 王红平 汪锡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