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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张老照片，记录着一段段激情
燃烧的岁月；一件件老物件，印拓着一
个个砥砺前行的足迹……

2020新年的第二天，几位与铜陵
有色公司有历史渊源的老同志，来到位
于铜陵有色机关大院的铜陵有色展示
馆,在布展负责人王新疆陪同下，寻找
他们逝去的青春记忆。

“有回家的感觉！”曾在铜陵有色公司
工作近20年的叶葆菁，走进展示馆后情
不自禁地说。已耄耋之年的叶葆菁，是铜
陵学院退休教授。他于1962年从西安建
筑工程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铜官山有色
金属公司（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前身）工作。

铜陵有色展示馆以“新中国铜工业
从这里开始”为主题，布展面积1500平
方米，共分为五个展厅，于去年12月9
日开馆试运行。在“铜业摇篮、有色脊
梁”展厅内，几位老同志站在沉浸式“火
海夺铜”展区前久久没有离开。叶葆菁
告诉笔者，“火海夺铜”真实地展现了那
个时代矿工的精神面貌。他刚参加工
作时，曾在新中国第一座铜矿——铜官
山铜矿松树山工区下了两个月井，那里
是名副其实的火区，温度高达五十多摄
氏度。而在一旁很少发言的原铜陵有

色职工总院退休医生尹静娴，此时眼眶
中早已溢满了泪水。

上世纪60年代，当时还是二十几
岁小姑娘的尹静娴，是铜陵有色铜官山
矿卫生所护士。有一天接到矿上通知，
铜官山铜矿松树山井下发生了一起工
伤，尹静娴和一名医生从卫生所跑了过
去，因为急着要下井去救人，但又不知如
何下井，就从井口斜坡道跑了下去。“幸
好遇到一位矿工师傅。他拦住了我们，
问我们为什么乱往井下跑？这样很危
险。我说是去救人，他说我们跑错了，应
该坐罐笼下井。”这名矿工师傅于是带
着她们重返井口，乘坐罐笼下井。当她
们来到井下采场后，被当时的工作场景
震撼了，成为尹阿姨终身难忘的记忆。

“矿工除了矿帽和胶鞋外，下身只
穿着一条短裤，一个个都是赤膊上阵，
光脊梁干活……”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了
五十多年，但是尹静娴回忆起那次不寻
常的下井经历时，还仿佛就是在昨天。
尹阿姨说，她后来跟医院领导建议，新
分配来的医护人员一定要组织到井下去
看看，只有亲身体会井下的作业环境，才
会对一线矿工的感情不一样。尹阿姨满
怀深情地说：“我下过井，我的先生也是

学采矿的，在井下工作过，所以我对他们
（一线矿工）的感情是双份的。”

参观结束后，笔者才知道, 尹阿姨
今天来参观铜陵有色展示馆时还有意
带着丈夫照片来的，她想和老伴一起重
温激情如歌的青春岁月，看看铜陵有色
的变化……尹阿姨已去世四年的老伴
李亚华，1954年被分配到铜陵有色，在
铜陵有色一直工作了43年。

一同参观的铜陵有色公司机关退
休员工朱益华给尹静娴介绍，现在井下
安全多了，巷道变宽了，环境变好了，设
备先进了，作业人员少了，而矿石产量
大幅提高了……

在“铜陵特区”展板前，王新疆指着
1965年作为铜陵市与铜陵有色政企合
一合署办公的大楼老照片对叶葆菁说：

“这楼还是您参加设计的，我给您在展
板前留个影吧。”叶老欣然同意。叶葆
菁在铜陵有色工作了18年，参加大大
小小的工程设计不计其数，铜陵特区办
公大楼就是叶老设计的作品之一。据
他介绍，这座大楼是1963年上半年设
计、下半年建设、1964年投入使用的，
现仍然是铜陵有色集团公司的机关办
公楼，已被铜陵市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在“一座矿山一座城”体验互动屏
前，几位参观的老同志都饶有兴趣地擦
拭着新老照片对比。尹静娴首先选的
是她的原单位铜陵有色工人医院，现在
已移交给社会，更名为铜陵市市立医
院。老照片中铜陵有色工人医院原先
还只是几幢简易平房。“我来的时候，住
的单身宿舍是芦席棚子，屋顶是芦席和
油毛毡两层夹起来，墙是用竹笆两面糊
泥巴……”尹阿姨告诉笔者。

在展示馆二楼的“绿色冶化”展区，
74岁的朱益华指着一组阴极铜产量与二
氧化硫排放量对比图说：“这个最有说服
力！”如今的铜陵有色着力打造绿色冶炼，
环保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硫总捕集率
达99.97%，2018年阴极铜产量达到
1328600吨，是1990年阴极铜产量的61
倍，但二氧化硫排放量却只有其当年的百
分之八。朱老笑着说，过去老百姓都说一
年中很难看到蓝天，现在只要是晴天，天
天都能看到蓝天。

参观接近尾声，王新疆邀请几位老
同志在电子簿上留言。朱益华留言：

“不忘初心，展示馆很接地气。”而叶葆
菁的留言：“看了，有回家的感觉”……

方咸达

回家的感觉真好
2020年元旦当日，踏着清晨的薄

雾，记者来到金冠铜业分公司双闪厂
区，一群忙碌的身影便映入眼帘，率队
的是这个公司计划财务部负责人罗
新。

“我们正在进行的是2019年度金
属平衡盘点，由生产部和计划财务部牵
头，在双闪、奥炉、稀贵三个厂区分三队
人马专门对上年度原料、半成品及在制
品进行存货盘点，此行的第一站为冰铜
库。冰铜作为闪速吹炼的原料，及时掌
握当月属期的冰铜产出使用和库存，直
接关乎企业的稳定生产，此项工作意义
重大。”罗新向记者介绍。在巨大的蓝
白相间的半球形冰铜库里，记者看到，
细密的黑色冰铜正通过大型运输皮带
机缓缓倾泻至仓库中，场面颇为壮观。

“目前库中存有冰铜5500吨，我们严格
控制存量，合理安排，以有效保障下游
工序的原料供应，为全公司安全生产保
驾护航。”仓库负责人谢新良接着介绍。

“接下来，我们还将对物料堆场的物料、
铜精矿、大宗资材、阴极铜、阳极板、备
件以及硫酸进行盘点，对实物盘点结果
进行如实登记，动态了解实物的盘盈、
盘亏状况，全面分析原因，及时处理，全
力以赴做好年终盘点工作，为新的一年
开个好头。”罗新补充道。

迎着凌冽的寒风，记者又来到冶炼
车间，在闪速炉中央控制室内，仪表内
勤人员吴刘琪正实时监控12个生产画
面，监测电收尘温度、锅炉水位和电流
电压等各项指标，认真填写、查看熔炼
装入系统和吹炼装入系统生产记录表，
并与炉前、外勤、备料和其他相关单位
人员保持沟通联系。据闪速炉二班仪
表组组长陈峰介绍，“目前，吹炼炉冰铜

处理量每小时85吨，熔炼炉投料系统
铜精矿处理量每小时265吨，均实现持
续稳定高装入量高效生产。”

室外寒冷刺骨，熔炼炉前，阵阵热
浪袭来，让人避之不及。作为一名每天
都与高温熔体打交道的炉前工，吹炼炉
前组长叶彬最有发言权。“每隔半小时，
我们便轮换岗位，对各个铜口和渣口排
放进行不间断操作，每隔1小时则需用
检尺测量铜面和渣面，以此计划实行放
铜排渣的周期。虽然面对高温炙烤的
作业环境，但只要能保障生产有序，圆
满完成全年生产目标任务，流点汗又算
啥！”

而作为金冠的“火眼金睛”，分析化
验中心的实验室里又是另一番忙碌的
景象。各类大大小小的数百件样本在
操作台上归类摆放，在X荧光、ICP、原
子吸收、直读光谱、离子色谱等大型分
析仪器前，每一位“化验人”都神情专
注，他们分工有序，默契配合，认真分析
并详细记录辅助原料、辅助产品，以及
过程控制、环保等检测任务中的各项数
据指标。

“尽管我们每天都钻架穿巷、登高
踩低、破碎打磨，重复着取样、制样、称
样、溶解和滴定等复杂的程序，但能为
公司精细化生产提供高水平服务，为及
时指导生产控制过程、严格把关产品质
量和精准管控环保监测工作提供真实、
准确的数据，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这也是大家的职责所在。”化验中心汪
维如是说。

新年里，金冠人用实际行动诠释爱
岗敬业，身体力行坚守打造世界铜冶炼
样板工厂战略目标的初心和梦想。

陈幸欣 吕 俊 汪 维

新年第一天，他们这样度过

1月1日，新年第一天，笔者走进
有色动力厂，作为集团公司唯一一家
供热、供电、供水动力能源保障单位，
这个厂去年实现了扭亏增盈目标，一
举甩掉亏损帽子。那么，新年里进取
姿态如何？他们准备的怎么样？笔
者采访探寻答案。

来到烟囱高耸屹立的热电车间，
眼前集控室、锅炉、化水等作业区都
能看到职工们忙碌的身影，职工们见
面都说“新年好”，脸上洋溢着喜悦
笑容。“今年元旦春节生产停不了，根
据计划要增加供热量。”80后车间主
任江炼强自信满满地说。

2019年热电车间蒸汽、电力两个
主产品产量实现增长，全年发电、除盐
水等各项数据指标均创历史新高。“虽
然我们取得了成绩，但是它已经成为
过去，新年里我们以加强党支部堡垒
建设为突破口，坚决完成厂部生产任
务，各项工作一定能够实现新的进
步。”车间党支部书记池飚的底气是
自己具备相应电气知识，参加过机动
设备管理，手上有能征善战的队伍。

“作为保障集团公司冶炼、化工企
业正常生产的单位，安全环保始终是
头等大事。”负责热电车间安全环保工
作的副主任周大慧如实说道，他深感
自身肩负的重任。热电车间是环保类
国控企业监管对象，同时也是安全、消
防、特种设备等重点监管对象。自热
电投产运行至今，未发生过安全环保
事件，在上级监管部门的各类检查中
未受到过处罚。新年里，他准备在全
面完成两台机组超低排放改造的基础
上，通过强化过程管理，坚决守住这条
生存红线。

供水一车间取水口位于笠帽山下
的长江边。去年供水生产总量下降幅
度较大，排泥水处理综合利用工程，经
过5个多月安装调试运行，目前已经
能够正常生产。新年第一天，这个车
间立即召开了班组长以上骨干会议，
分析形势任务，统一上下思想。面对
供水量下降、部分职工陆续要退休等
困难，这个车间班子目标坚定明确，
围绕金隆净化站排泥水处理生产重
点建设，以班组全员“应知应会”技
能考核为抓手，全面加强职工岗位
知识培训学习，发挥党支部“党员安
环先锋队”作用，确保生产稳定和安全
环保达标。

座落经济循环园的供水二车间，
去年完成清水总量 1200 多万吨，
2020年，车间重点是确保排泥水处理
综合利用生产正常运行，努力实现供
水水质和供水服务能力再提升。“在
新的一年里，我们从加强职工思想教
育入手，严格管理制度，规范生产流
程。进一步加强企业形象宣传力度，
做到墙内开花墙外香，发挥先进典型
引领激励作用，畅通‘大动脉’，努力
保障集团公司供水安全。”车间党支
部书记蒋木林和车间主任潘杰异口
同声地说出新年新举措。

罗 鹏

我们准备好了！

本报讯 刚刚过去的2019年，月
山矿业公司大幅扭亏，企业迎来崭新
发展面貌，党建工作成为这个矿业公
司困境中发展的“稳定器”。

去年，针对矿山原料不足、职工中
有极少数消极情绪等因素，这个矿业
公司党政负责人自己也沉下心来思
考。从党建入手，鼓士气，聚人心，便
成为这个矿业公司党建工作的重要举
措。

这个公司首先结合形势变化，对
以往工作中暴露出的新情况、新问题，
坚持以人为本，一个层面一个层面的
及时排查化解各种矛盾。并重新进一
步明确班子成员和各单位、各部门的
责任，加强了“一岗双责”的贯彻落实。

在具体操作手段上，这个矿业公

司定期召开党委会、党支部书记例会
和党建专题会议，研究企业的党建工
作，从小事落实，从职工迫切关心的现
实琐事落实，增强了党建的有效性与
针对性。

其次整个党政班子成员从去年年
初就确定好，必须经常性深入支部，听
取支部班子以及党员对公司党建工作
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加强对这个公司
党建职能部门的领导，党群工作部在
履行好党建职能部门责任的同时，积
极加强对基层支部的业务指导、学习
跟进，为其工作开展解疑释惑。基层
单位或基层职工，有什么疑惑，及时解
释好，沟通好。有什么不满，也要及时
疏通。

针对老矿山的现状，这个公司党

委着力加强了对稳定工作的领导，构
建起一整套稳定工作预警机制，着力
加强对重点人群和特殊人员的排查，
做到思想教育灵活生动，工作超前主
动，去年至今取得了无聚众闹事和群
众性上访，无重大治安案件，无重大责
任灾害事故发生的优异成效，确保了
这个公司各项工作的平稳进行。

这个公司党委班子成员还定点做
好对口帮扶枞阳县钱铺乡将军村、长
山村两个村的四户贫困户的脱贫帮
扶。定期深入联系乡村开展走访调
研，宣传党的扶贫政策，激发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协调解决联系
贫困户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困难问题，
赢得集团公司的高度赞誉。

江 君 田 芳

月山矿业公司党建成为发展的“稳定器”

安庆铜矿针对职工私家车越来越多的实际，积极筹措资金，为职工建起了一
个容纳250辆小车的停车场，停车场内道路宽敞、环境整洁、停车位置规范，彻底
解决了矿区内停车无序可能造成的安全隐患，受到了职工们的喜欢。图为被职工
们称为“温馨车屋”的职工停车场。 杨勤华 摄

铜冠铜材公司员工正在连轧连铸生产作业。铜冠铜材公司针对铜杆生产的主要能耗天然气，通过与SMS外方专家技
术交流，实施竖炉烧嘴燃气节能改造，降低了铜杆生产天然气单耗。并对竖炉及保温炉烧嘴加装节能装置，有效降低然气
能耗。这使得生产铜杆天然气单耗从每吨42.7立方米降低到41立方米以内，保持在行业内此项技术指标处于领先。

王红平 华 伟 摄

1月1日，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熔
炼车间内，一个个着灰色工装的身影穿
梭不停，灯光打在他们身上的反光条
上，十分醒目地提醒着现场的每一个
人：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无论是在奥炉主控室、电炉铜口、
加料平台，还是在动力中心工序的工作
现场，员工们热情高涨，用实际行动为
新年“加油”。

虽已入冬，但加料平台的作业现场
仍是散发着阵阵热浪。锅炉主控室与
现场巡检人员反复认真核对着各项生
产数据，一趟接着一趟地往返于工作现
场，再三确认现场液位及设备槽体有无

“跑冒滴漏”现象。巡检人员一边对现
场重要参数进行详细记录，一边与仪表
员工核对确认有关数据。

“我们动力工段每天24小时运行，
每时每刻提供风、水、电、气及蒸汽，五
个系统连续作业关系到整个流程的正
常生产，要满足金冠铜业的生产要求，
我们不能有任何闪失。”奥炉熔炼车间
动力工序负责人万涛道出了所在工序
的重要性，“今天是新年第一天，我们会
和往常一样坚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
上。在节日期间，需要我们更加仔细严
密，更加严格。”

对于元旦生产，奥炉熔炼车间做了
充足准备：点巡检制度、监控手段进一步

完善，排气口、排水口、固体废物管理严
格管控，安全环保始终保持受控状态。

随着万涛的脚步，可以看到小夜班
班组派班现场已经全员到岗。“同志
们，现在开始动力二班班组派班，是
否有人身体不舒服或存在班前饮酒
的情况，现在请说明。”“下面进行安
全学习。今天当班任务及注意事项一
是汽轮机组前轴瓦B端振动联锁解
除，主操及巡检需要加强关注；二是1
号余热干燥机就地控制柜接线端子移
位完成，目前试运行，两塔切换时注
意现场确认阀门开度是否正常；三是
巡检时需要劳保品穿戴整齐……”当日
工作重点安排完毕，小夜班当班员工们
共同宣读安全誓言后，新年首日的工作
开始了。

而此时车间的另一角，监盘运行人
员正通过DCS画面，对余热发电运行
系统中的工艺参数进行实时监视、数据
分析，以便及时进行操作调整和事故处
理。当班班长介绍说：“高效的监盘可
以在第一时间获取数据、发现异常、做
出优化调整以避免事故的发生或扩
大。”提及元旦的坚守，他笑着说：“为了
公司的生产需要，我们必须坚守生产一
线，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和快乐的事
儿！”

萨百灵 许海燕 万 涛

为 新 年“ 加 油 ”

车辆穿梭、机器轰鸣……1月1日，
铜冠建安公司第二建筑工程事业部施
工的铜冠建材厂年产30万吨胶凝材料
项目正在紧张而有序的施工中。

走进施工现场，只见一辆混凝土
搅拌车正伸着长长的手臂向指定位置
浇筑混凝土，三个“葫芦”形的混凝土
基础上施工人员正在绑扎钢筋，焊光
不时闪动，火热的场景与阴冷的天气
形成强烈对比。

铜冠建材公司年产30万吨胶凝
材料项目由成品混合、储存工程、技术

中心、原料堆场等子项组成，计划工期
120天，建成后将满足年产30万吨矿
山胶凝材料的生产需求。

这个项目是铜冠建安公司第二事
业部成立以来承揽的首个重点项目。
工程自2019年12月9日开工以来，第
二事业部克服工期紧、持续阴雨天气
等冬季施工影响，精心策划机械设备、
材料供应、安全环保等后台工作，高效
组织劳动力，现场施工人员最高达30
人，保证工程满足节点工期要求。

“根据天气预报，1月份雨天较多，

只要不影响，我们的施工就不停。”年
产30万吨矿山胶凝材料项目负责人
丁睿说道。为了确保项目顺利投产，
全体项目施工人员起早贪黑，周末、节
假日加班干，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延
长作业时间，白班进行钢筋绑扎、混凝
土浇筑等关键内容的施工，利用夜班
进行钢筋接头焊接等辅助内容的施
工，从而保证了工程连续施工，目前项
目中的三个子项都进入主体施工阶
段，施工面全部铺开，正有序向前推
进。 陈 潇 谢玉玲

铜冠建材公司年产30万吨胶凝材料项目施工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