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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的新年第一天，铜冠（庐
江）矿业公司采矿工区爆破班负责人陈
资南和爆破工友鲍四友、张超一起，一
大早便来到井下负705米中段铜泉山
T303采场，为矿山“新年第一响”做好
充分的爆破准备工作，为顺利实现
2020年生产开门红打下坚实基础。

在铜泉山T303的爆破现场，陈资南
三人忙碌的身影成为百米井下的一抹亮
色。大爆破准备工作向来都需要严谨细

致，他们心里清楚，动辄上万吨的爆破量不
能有丝毫马虎。现场安全检查、清孔测孔、
爆破装药等一切程序按规范有序进行，鲍
四友和张超两位更是新老搭档，虽然是新
老搭配，但在爆破现场却经验十足，使得他
们每次的爆破准备工作都安全有效。

一切准备就绪，歇下来喝了口水的
鲍四友突然注意到采场的槽孔区域顶
板有破碎迹象，他立即和张超向爆破负
责人陈资南汇报。“师傅您看，根据周边
岩石走向判断，顶板看似较为稳定，实
则埋有隐患。”张超边说边拿手电筒照
着岩面仔细打量。“是的，一定要把碎石

弄下来，务必要保障安全，不能有一点
侥幸心理。小张，我们先处理好这个顶
板，再继续准备其它工作。”

说干就干，在反复观察和确认顶板
高度和找顶角度后，三人商议决定先用
木料架设一个小平台，以方便撬动顶
板。只见鲍四友麻利地爬到平台上，双
手拿着长长的钎杆，慢慢地撬动着顶板，
周围的岩石渐渐松动。平台之下，站在
安全区域的张超用手电打着光，始终对
焦那块不稳定的顶板。不到半个小时，
只听“轰”的一声，破碎的整块岩石掉落
到地面，在顺利清理完碎石后，他们三人

悬着的心才真正放了下来。在日常工作
中，面对这样的场景，陈资南三人不知经
历了多少次，正是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细
心发现，冷静处理，才会有2019年全年
大爆破准备工作的安全零事故。

新年第一天，大爆破准备工作顺利
结束。16时整，2020年第一次大爆破
准时起爆，新年开门红已经打响。陈资
南笑着说：“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大爆破，
但今天很特别很难忘。2019年我们很
好地完成了各项生产任务，希望用新年

‘第一响’来为2020年开个好头。”
陈幸欣 刘 祥

矿山新年“第一响”

本报讯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走
进铜冠有色池州公司铅锌两个分厂现
场，一幅幅人头攒动、号声阵阵的大干场
面呈现眼前，新的一年，他们同唱一首铅
锌联动进行曲，围绕新年产量目标，以

“铅锤百炼”的坚韧，踏上“锌锌向荣”的
奋斗征程。

“铅锤百炼”踏征程。微信名为“铅
锤百炼”的铅分厂挂职副厂长张良标介
绍说：“今年将投入更多的精力放在设
备故障判断及预防对策实施上，加大三
连炉的投料量。”以设备稳定为基础，加
大三连炉对铅银渣的搭配比和投料量，
是该分厂今年工作重点。

依托2019年设备分析获得的能力
提升，加大设备维护和故障的超前预判，
有计划地开展以月为单位的设备检修，
采取小剂量、多批次的检修方式，在生产
间隙期集中解决干扰因素；以稳定操作
为根本，保持好炉温，控制好炉况，精准
调配好底吹炉高铅、高硫原料的投入，用
较好的炉况提高铅银渣的搭配比；以制
酸尾气达标排放为底线，进行三座炉子
的铅银渣搭配量极限值试验。用试验的
方式验证设备的适配性，找出弱点，对症
施策。与此同时，达到锤炼团队，提高操
作能力，提升生产掌控能力。

在底吹炉生产现场，这里炉火熊熊，

热汽缭绕，火红刺目的渣子顺着溜槽在
快速流淌，操作工劳保穿戴武装到了牙
齿，生产骨干不时地用手语进行操作交
流，用干在前列的身影无声的引领。

“锌锌向荣”展作为。“锌锌向荣”是
锌分厂湿法工序技术主管王玮的微信
名，在这个工序，他们朝着调控两渣比
1.5比1和2.0比1的目标前行。通过提
高高浸及予中和酸度，控制予中和早
熟。利用大修时在予上清增加了一台
200立方米大泵，可以持续大量地在予
中和补加废液，为优化予中和指标及控
制早熟创造了条件。笔者了解到，王主
管以前的微信名叫“异客”，现在工厂越

来越兴荣，发展的跨度和力度前所未
有，增加了他对公司的信心，于是他换
了这个有朝气的微信名。

在锌电解现场，这个工序努力实现
二期剥锌机组的对接，据现场人员翟建
军介绍，他们将加快设备磨合和衔接，
主要进行电解槽面定位板与剥锌机组
一致性上的调整，将两者之间有5厘米
的间距进行大规模的调配，达到“车同
轨”的目的，以此节约装出槽时间，提高
电效，为降本增效奠定基础，同时为锌
系统的扩产做好准备工作。经过调整
后的电解槽，满负荷运行时阴极片从原
来的48片增加到52片。 张 军

铜冠有色池州公司

“铅锤百炼”踏征程 “锌锌向荣”展作为

本报讯 2019年，铜冠建安钢构
公司面对宏观经济增速趋缓、行业市
场低迷的复杂形势，公司上下从容应
对挑战，业务面再次拓宽，生产业绩
保持平稳，完成施工产值1.1亿元。

该公司以强化企业内部管理为
抓手，确保各项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化、
程序化。对部门的优化组合，实现“1+
1>2”效应。撤销原有市场部，整合成
营销部；组建工程部，将项目经理和施
工班组由工程部管理，做到施工人员调
度高效；原工程技术部改为技术质计
部，由质检人员和现场技术员组成，有
效提升工程报验资料和结算工作效
率。强化管理过程的监督、检查与沟

通，持续实施员工月度纵横向考评，建
立了资金群，对每周收款情况进行信息
发布、追踪，促进进度款回收加速。

与此同时，该公司积极拓展营销渠
道，灵活调整营销策略，确保生产经营稳
中有升。该公司面对2019年建筑行业普
遍不景气的局面，灵活调整营销策略，不
仅大项目要接，甚至几万元的也不放过。

此外，该公司还扩大营销范围，
相继承接到黄山智中心、安徽芜湖邢
鑫食品、铜陵毕克化学改扩建项目、
无为光伏电站项目、庐江龙桥铁矿项
目等。2019年参与投标 80项，中标
19项，中标金额2515.12万元。

夏富青 马龙飞

铜冠建安钢构公司2019年产值突破亿元大关

本报讯 日前，月山矿业公司喜获
安徽省“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

2019年，该公司工会按照省“安康
杯”竞赛组委会要求，开展了以“落实全
员安全责任，促进企业安全发展”为主
题的“安康杯”竞赛活动。该公司以“安
康杯”竞赛为载体，广泛组织开展群众
性安全生产活动，夯实标准化班组建
设、组织班前安全环保宣誓、安全承诺

全员签名、安全寄语照片墙、致员工亲
属安全公开信、写回信、召开座谈会
等。开展职工技术比武、全员安全培
训、自主创作参与集团公司安环文艺表
演。该公司严格执行安全例会制度，操
作规程进一步完善，危险源辨识更加健
全，持续开展事故警示教育，全员安全
培训率达100%。

鲍小康

月山矿业公司获安徽省
“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称号

本报讯 2020年 1月 1日，铜冠
矿建公司新桥项目部传来捷报，该
项目部提前完成东翼井下负 380 米
至负372米斜坡道掘进工程。

该项工程是项目部采矿工程的
关键线路，是完成 2020 年生产计划
的决定性因素。

该项工程于2019年11月25日开
始施工，面对井下通风条件差、矸石倒
运效率低等不利因素，项目部组织人员

现场蹲点，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班班赶进
度，日日超计划。2019年12月24日，斜
坡道掘进至负372米分层，仅耗时30天，
并于2020年1月1日与3号溜井顺利贯
通,为下一步采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桥项目部是铜冠矿建公司
2019年7月新成立的项目部，也是该
公司在本市承接的第一个集团公司的
外部工程。

曾红林 朱传响

铜冠矿建公司新桥项目部新年传捷报

本报讯 日前，金冠铜业分公司
委派一名专武干部参加全市为期12
天的专武干部集训和考核比武，并喜
获全市武装工作技术比武“综合成绩
第一名”的优秀成绩。

为强化党管武装意识，提升履职
尽责的政治站位，提高武装干部胜任

本职的能力，铜陵军分区、市委组织部
要求并组织全市三区一县一公司70名
专武干部在国防训练基地进行2018年
度冬训和军事想定方案编写、综合理
论、实弹射击、3公里体能测试、内务以
及队列指挥等综合考核比武。

吴家富

金冠铜业分公司专武干部获全市
武装工作技术比武第一名

本报讯 自2019年 9月23日开
展“百日安全无事故”活动以来，铜冠
池州资源公司迄今取得一定成效。

为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深入开
展“强化意识、防控风险”活动，以阶段
性活动促进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推动公
司安全生产工作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顺利实现公司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该公
司从2019年9月23日起在全公司范围
内开展以“防风险、除隐患、迎大庆、保
安全”主题的“百日安全无事故”活动，
这一活动得到员工的积极响应。

此次活动主要以突出抓好顶帮
板、通风、提升、危险物品管理及外来

施工队安全生产管理，加大反“三违”
力度为内容，以岗位风险辨识和反“三
违”为抓手，活动开展以来，新辨识岗
位风险89项，查处“三违”37人次，有
效控制各类事故的发生，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稳定向好。

江 君 桂义军

铜冠池州资源公司“百日安全无事故”活动取得实效

“我们要从每一组文艺节目中受
到教育和启发，要联系自身安全宣教，
思考新方法，畅谈金点子，不能只是单
纯的欣赏。”2019年12月20日，冬瓜
山铜矿充填工区党支部书记刘形林在

“周五安全学习日”活动时，激励职工
在收看集团公司安全环保文艺竞演节
目中，“续写”安全环保新话题。

随着集团公司安全环保文艺竞演
节目的播放，该矿充填工区特意开辟

“荧屏‘续写’安全事”学习教育活动，
即在每周组织观看文艺节目时，大家
围绕工作中开展过的安全宣教活动或
自我防范事项，进行真知灼见的交流
与探讨。“建议区里在发放《新年致职
工家属一封公开信》时，能够附上诸如

‘他的安全谁幸福’、‘怎样天天当好协
管员’、‘亲人烦忧知多少’之类富有亲
情与关爱的思考话题。”青工小李打开
话题说道：“往年公开信发到手，名字
一签就算了事，如果附上‘亲情安全作
业’，肯定会激起亲属们深刻思考‘协
管员’的责任和作用，从而以实际行动
筑牢第二道安全防线。”

“往年书写新年安全规划，没有规
范的纸张、内容也几乎千篇一律。”青工
闵红兵围绕即将开展的“书写新年个人
安全规划”活动，建议该区首先印制出
《职工年度个人安全规划专用笺》，新印
制安全规划专用笺要印有职工入井安
全誓词，最为关键的是，每位职工书写
好个人安全规划后，落款不仅要有自己
的签名，同时还必须让亲属签名。听了
闵师傅的提议，工友小许在一旁深情地
说道：“有了这份充满真情与蜜意的安
全规划，我们没有理由不脚踏实地做好

每一天的安全工作。”
“我补充一句，刚才我提的‘新年

公开信’，区里能不能将其整理汇编上
传至工友微信群？”带头提建议的青工
小李插话说：“因为此举有利于更广泛
的学习交流，也更能传递出亲人们对
家庭的守护、对矿山的深情，使安全教
育产生一种强大的‘亲情阵势’。”

“完全可以！”党支部书记刘形林
在充分肯定的同时，还意味深长地说
道：“这个建议好啊，矿山安全牵系到
千家万户的幸福与和谐，我们每个人
必须把自己的安全工作做好了，才能
换回一片安宁、祥和的美好生活。”

派班室里，精彩纷呈的文艺竞演
视频在继续播放着，广大职工从荧屏
中感受到浓厚安全文化氛围，激发其
以特有的文化力量，为安全建言献策，
群策群力“续写”坚不可摧的安全屏
障。 汪为琳

荧屏“续写”安全事

本报讯 时下虽然是严冬腊月，
寒意料峭，但金隆铜业公司却春意融
融，暖流萦绕，该公司近千名职工积极
响应党委号召，踊跃参与向集团公司
困难职工“送温暖、献爱心”捐款活动。

集团公司党委《关于开展向困难
职工“送温暖、献爱心”捐款活动通知》
发出后，该公司党委迅速行动，精心组
织开展捐款工作。该公司党政领导带
头捐款，党员干部紧随其后，纷纷慷慨
解囊，充分发扬扶危济困、雪中送炭的
中华传统美德，以实际行动向困难职
工奉献爱心，短短几天时间，就收到捐
款近四万元。 章 庆

金隆铜业公司
积极向困难职工捐款献爱心

本报讯 随着春节的临近，日前，
天马山矿业公司积极开展向困难职工
送温暖献爱心捐款活动。

该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带头捐款，
其他干部职工踊跃参加，大家纷纷慷
慨解囊、奉献爱心。据统计，此次共募
得捐款28880余元。捐款将统一支
配，送到最需要帮助的困难职工群众
手中，切实为困难职工群众排忧解
难。一直以来，该公司工会非常重视
职工的困难帮扶工作，建立困难职工
档案，做好困难职工申报和帮扶工作，
对突发性困难家庭，更是全力以赴地
伸出援手，及时给予关怀,用实际行动
向困难职工群众传递党组织的关心和
温暖，弘扬了正能量，营造了向善向上
的企业氛围。 朱 艳

天马山矿业公司爱心捐款暖人心

安徽港口物流金铁分公司余家村
铁路站场靠近一品江山小区一侧围墙
上方几块巨幅广告牌，因长期露天日
晒雨淋、失修保养，导致框架锈蚀严
重，多处呈现倾倒状况，危及金铁分公
司铁路行车安全。为此，该分公司积
极与一品江山小区物业主管部门——
铜陵有色房地产公司取得联系，该房
地产公司高度重视，当日派员到现场
了解查看实情，加强现场防护和安全
巡查。日前，铜陵有色房地产公司釆
取有效整治措施，拆除腐蚀倾斜的广
告牌，消除了安全隐患。 邹卫东

处置安全隐患

格里赛铜冠公司员工正在异型带产品生产中作业。格里赛铜冠公司通过规范员工作业行为，加强生产过程控制，严格
工序“三关”管理，2019年产品综合成品率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王红平 黄军平 摄

2020 年 1 月 2 日，铜冠建安公司第二建筑工程事业部职工正在冒着小雨施
工。由该事业部承建的铜冠建材公司年产30万吨矿山充填胶凝材料生产线技术
改造项目正如火如荼进行中，该项目计划工期4个月，任务紧、压力大，他们通过
倒排工程计划，全力组织施工，在保证安全质量前提下，抢抓进度，力争按期完成
任务。

王红平 汪锡铜 摄

2020年1月2日上午，铜陵铜箔公司举行“迎新春，建新功”环厂健身跑活动，
员工们以良好的精神风貌迎接新年新气象。该活动进一步提高了职工身体素质，
增强了企业凝聚力，营造出团结向上、和谐稳定的工作氛围。

陈幸欣 周宛中 摄

本报讯 元旦岁首，万象更新。
在2020年新年之际，金隆铜业公司员
工别出心裁、兴致盎然地以“健步走”
的方式，迎接又一个新年的到来。

2019年年末，该公司工会就筹划
以一种文明清新的方式，展示员工精

神风貌，倡导低碳健康生活，庆祝本世
纪第二个十年的到来，于是策划组织
了一次“2020与健康同行健步走”主
题活动。该公司所属的十五个分工会
积极参加健步走活动，纷纷组织本单
位员工到风景秀美的滨江公园健步行

进，欣赏江天一色、江水如练的美景，
感受行走的美丽和运动的魅力。

据悉，共有四百多名金隆员工参加
了此次健步走活动，充分体现了该公司
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大家对新
的一年的深深期盼和祝福。 章 庆

金隆铜业公司开展新年健步走活动

本报讯 日前，铜冠铜箔公司开
展冬春火灾防控专项检查，坚决预防和
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发生，为春节等
重要节日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本次检
查由池州、合肥、铜陵三地工场交叉互
查。检查的内容包括重点防火部位消防
隐患排查、冬春季节的防寒防冻及火灾
防控的落实情况等。针对发现的安全隐
患，这个公司立即落实专人，限期整改到
位，确保生产安全稳定。 方知炜

铜冠铜箔公司开展
冬春火灾防控专项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