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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安全宣传咨询日”“安全
板报和漫画展”“安全生产话题大讨论”

“安全专题培训”……连日来，冬瓜山铜
矿“安全生产月”活动正有条不紊地进
行，全员齐抓共管安全生产的氛围愈发
浓郁。

多年来，该矿始终把安全工作放在
首位，突出“安全发展”这条主线，以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安全宣教活动，强化广
大干部职工和家属的安全责任意识，提
高全员的安全素质，促进矿山安全生产

各项要素落实到位，努力打造平安矿
山。在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总体部署
中，该矿紧扣“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
防线”的活动主题，制定了十多项活动内
容。首先从思想上入手，加强宣传教
育。重点学习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
法律法规等内容，并在矿区醒目位置张
贴条幅标语，营造安全活动浓厚氛围。
同时，围绕“6.16”全国安全生产宣传咨
询日，重点开展井口咨询与服务、安全板
报展、漫画展、有奖问答等寓教于乐的活

动。利用抖音平台以“我是安全明白人”
为话题，推出情景短视频，并以生产生活
中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问题，进行话题讨
论，增强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

组织开展“党员安全环保先锋队”
“团员安全环保示范岗”等活动，对在强
化安全防范、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助力
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等工作中涌
现出的先进典型加强宣传。紧密结合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实施
方案中明确的工作任务，适时开展“排

查整治进行时”专项活动。举办安全环
保、职业卫生、应急管理等专题培训班，
促进员工安全素质全面提高、安全保障
能力全面加强。此外，在安全月期间进
行全员培训教育和闭卷考试，确保“安
全规程、人人过关”，增强安全教育培训
实效。通过一系列活动的组织开展，不
断深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行动，持续推
进矿山安全管理工作，严格落实安全责
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汤 菁

冬瓜山铜矿“安全生产月”活动力求实效

本报讯 6月2日上午，金泰化工
公司组织召开“安全生产月”活动动员
大会，发布“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对
安全月活动进行全面部署和广泛动
员。动员会结束后，在公司物流大道上
开展了“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为主题的安全宣誓及签名承诺活动。

按照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要求，该公
司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通过线上和线

下同步开展。线上主要采取多种方式和
途径，运用好国家、省、市线上平台的视
频访谈、网上展厅、安全体验、在线辅导、

“公开课”“微课堂”“公益讲座”等安全教
育资源，组织员工进行线上学习打卡。
线下开展公司经理致员工亲属一份安全
公开信活动，组织“职工家属亲情安全寄
语”征集评选，引导安全文化向员工家庭
延伸；落实安全责任，组织员工签订“一

份承诺书、一份责任状、一份联保书”；组
织开展一次空气呼吸器使用专题培训，
提升员工自救技能；开展一次安全环保
职业健康专项大检查，推进“排查整治进
行时”有效落地；组织青工自编自导，拍
摄安全环保微视频；举行一次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预案演练，提升员工应急技能；
建立微型消防站，配齐消防装备，健全消
防管理制度；落实定期巡检、维保制度，

确保消防设施完好。
“安全生产月”期间，该公司坚持疫

情防控不放松，做好外来人员的健康码
扫码、入门登记和体温检测，对没有绿
色健康码的一律拒绝入内。

该公司通过全面谋划“安全生产
月”活动方案，加强组织实施，落实保障
要求，搞好统筹结合，确保活动有力有
序有效开展，推动公司安全生产水平再
提升和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为实现年度
各项目标营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张 龙

金泰化工：“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

本报讯 五月份，金冠铜业分公司
余热发电总量超计划目标38.3%，同时
两套余热发电机组开机率分别达到
97.1%、99.95%，发电量及开机率均较
同期大幅上升，并刷新历史新高。

今年来，该公司生产车间深入推进
“管理提升年”活动，结合TPM和安全
环保管理，紧抓两台冶炼余热锅炉作业
率较高的有利时机，落实推进生产精益
管理和两套发电机组精细操作，及时分
析全厂蒸汽产量和用量，优化调整设备
运行工况，着力提升蒸汽利用率，促进

节能减排增效。与此同时，积极通过技
术措施优化改进生产操作，实施了余热
发电水回收系统改造，合理利用散蒸汽
水混合物调节除氧器水温，不仅减少了
蒸汽使用量、提高机组发电量，同时改
善了周边环境。针对高蒸汽量生产，优
化改进日常操作方式，采用手动励磁方
式提高发电量。后续，还将通过管理提
升等措施，进一步激发员工工作主动
性，摸索优化最佳操作运行模式，全力
促进发电机组高效稳定运行，确保全面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王七林

金冠铜业分公司五月份发电量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 截至6月初的报表显示，
自3月份以来，铜冠矿建沙溪项目部生
产产量连续3个月递增，并超额完成该
公司下达的生产任务目标。自春节期间
疫情发生以来，该项目部在精心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组织生产，仅在
5月份，该项目部共完成掘进量18088.9
立方米，占计划的107.1%；支护量866.6
立方米，占计划的179.8%；锚杆20000

根，占计划的200%；网片4400块，占计
划的200%。因目前井下采场采切施工
中副产矿较多，根据矿方安排，共完成采
矿量14.6万吨；此外还完成了井下负
410米中段6-1号溜井刷大作业提绞设
施拆除、井下负530米中段6-2号溜井
刷大作业提绞设施安装、负530米中段
11-2号溜井永久格筛安装等工作。

江 君 李玉珍

铜冠矿建公司沙溪项目部连续3个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
提高全员安全意识，保障公司安全发
展，日前合肥铜箔公司积极组织人员赴
合肥海尔冰箱公司开展安全文化学习
交流活动。

在交流学习中，海尔公司总经理首
先详细介绍了海尔公司在本质安全、信
息化安全和日常管理所做的工作以及
6月份安全生产月将要开展的一系列
活动，并邀请合肥铜箔公司学习交流人

员参观安全体验馆。在工作人员的引
导下，大家参与了VR虚拟消防演练和
仿真火场的灭火演练，演示了手提灭火
器等消防用品操作使用方法。“今年是
全国第十九个安全月，海尔公司的安全
文化给了我们很大的触动，我们将结合
自身的实际，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精
心组织,不断提升铜箔公司安全环保管
理水平。”交流学习结束后，合肥铜箔公
司安环科长路艳如是说。 汪华龙

合肥铜箔公司与海尔公司开展安全文化交流学习

本报讯 铜冠池州公司早谋划、
早部署，科学调度、精心组织、多措并
举保障锌分厂大修工作顺利开展。

一是提前谋划，推进大修工作。
该公司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每月两次
召开锌分厂大修工作推进会，强化各
部门协同合作，确保各项任务安全、优
质、高效完成。二是摸清实况，核实检

修信息。锌分厂等部门多次到现场开
展全面的摸排调查，准确掌握每个检
修项目的实际情况，确保检修项目实
施精准性。三是强化落实，准备充足
条件。将每个检修项目细化管理，施
工队伍、检修机械、现场作业条件等等
进行反复确认，确保检修工作顺利进
行。四是安全培训，做好风险管控。

利用微信群、QQ群等信息化平台，开
展在线培训，现场作业开展安全交底、
风险评估确认等培训。针对多项检修
工作同时进行等诸多情况，公司安机
部等部门多路出击，筑牢安全防线。
五是未雨绸缪，做好应急准备。根据
项目制定检修方案，特别是重难点项
目，细化到一项目一方案，确保有计
划、有步骤、有措施，确保工期内完成
各项任务。

彭幼林

铜冠池州公司五举措保障锌分厂大修顺利开展

5 月 28 日，铜冠池州公司锌系
统大修临战之前，电解锌工序熔铸
工段超前考虑，抢占时间进度制高
点，主动分担和化解整体大修任务，
抢先进入大修状态，对收尘器布袋
整体进行了更换，打了一场大修前
的突击战。

“768布袋收尘器已经进厂，限定
你们在三天内整体更换完成。”随着这
个分厂汪九初一道命令的下达，熔铸
工段立即进入战斗状态。熔铸综合班
班长陈永生进行了任务分解：“将2号
收尘管道关闭，加大合金布袋收尘功
率，停 3号炉，其余人员全部集中到

768布袋收尘待命。”当人员全部集中
后，陈班长交代，按照前几天确定的方
案立即更换。他将人员分成三组，装
卸组负责拆卸和安装布袋，运送组及
时回收废旧布袋和递送新布袋，机动
组协调替补。一声令下，突击战开
打。装卸组冒着烟尘的灼热，认真给
收尘器换上“新衣服”，一条条洁白的
布袋装入收尘器的“肚子里”，而他们
自己身上流出的汗水沾满了收尘灰，
即使全副武装，灰中的氯化铵还是刺
激着操作人员的皮肤，不时地做出挠
痒的动作。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到
了22时许，大家稍作休息。此时陈永

生走近大家说：“我刚刚看了天气预
报，明天有雨，我们无论如何要在下雨
之前把收尘器箱体清理出来。”雨情就
是命令！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的顽强作
风。768布袋，768个重复动作，连续
14个小时作战。“我们一定要在明天
上午检修人员到来之前将清理的箱体
交给检修人员，大家再坚持一下，将现
场清扫干净，不能让收尘灰进入地下
管网，造成水体污染。”陈永生最后要
求大家。

大家终于在第二天凌晨2时胜利
完成任务。“将工作抢在前，将问题赶
在下雨前结束，这种狠劲值得表扬。”
生产部部长陈六新在微信群中为大家
点了个大大的“赞”。

唐新代 何龙胜

大修前的突击战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今年年
初以来，面对疫情，金冠铜业分公司双
闪冶炼车间党支部积极组织党员参与
车间和班组的疫情防控行动中，刘安
平就是其中抗疫在一线的普通党员。

“疫”无反顾——坚守自己的岗
位。“作为一名老家在外地的铜陵企业
职工，因为疫情，这个春节我毅然选择
留在铜陵，和班组同事一起坚守在自
己的岗位上。”刘安平真诚地说。冶金
专业毕业的90后的刘安平，自参加工
作以来就在双闪冶炼车间工作，从金
冠铜业分公司的基建到投产以及达标
超产，他都积极参与其中。经过长期
的学习和实践，他非常熟练炉前操作

知识。已担任闪速熔炼炉炉前组长的
刘安平主动要求调到仪表中控深入学
习，从外勤的各个系统再到中控室内
勤的长期学习，刘安平对整个闪速炉
的认知再次提升，理论和实践明显增
长，他成长为班组的核心骨干。今年
春节和疫情防控期间，他和班组员工
一直坚守岗位，全力保障了两台闪速
炉的安全稳定生产。

“疫”往无前——用行动践行使
命。年三十，刘安平所在的班组正好
是白班，一早上班来到车间派班室，他
就发现桌子多了一把体温检测仪，于
是他便按公司通知要求，在门口一一
告知陆续到岗的班组员工进行体温检
测，并做好记录，同时提醒大家戴好口
罩，做好自我防范。后续刘安平又与
班长一起到公司仓库领取84消毒液，
回来后立即展开消毒行动，关闭中央

空调，打开窗户通风，再用拖把和扫帚
把闪速炉中央控制室打扫干净后，对
岗位地面和拐角进行全面消毒，然后
前往休息室和派班室等公共区域进行
消毒，让大家都有安心舒适的工作环
境。此后班前体温检测、场地消毒就
成了他每天份内的事了，不曾有一次
懈怠，他用实际行动履行着责任与担
当。

“疫”不容辞——我是党员我先
上。“我是党员我先上”，这是刘安平今
年春节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兼任党小
组组长的他，还在党小组工作群内号
召小组党员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并带头完成班组消毒和清洁任务。为
了保障疫情期间稳定生产，刘安平积
极辅助班组长管理班组事务，协助做
好设备巡检维护，精心控制好稳定生
产。“现在，我每天上班不仅要做好两
炉的安全环保生产工作，同时还要与
同事们一起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我们有信心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刘安平自信地告诉笔者。

吕 俊

时刻抗“疫”在一线的90后党员
——记金冠铜业分公司双闪冶炼车间党员刘安平

本报讯 为进一步普及垃圾分类
知识，引导职工树立绿色低碳环保生
活理念，6月3日下午，合肥铜箔公司
开展垃圾分类专题培训，共30余人参
加了培训。培训中，讲师从垃圾的危
害、现行垃圾四分类的标准、企事业单
位如何开展垃圾分类和垃圾的去向等
内容，对全体职工进行了科学指导。
大家听完后对垃圾分类的必要性、重
要性以及如何配合和操作加深了认识
和了解。此次培训的开展，号召职工
积极践行垃圾分类，共同营造良好舒
适的生活、工作环境，努力打造公司文
明先行的高质量发展形象。

郑 敏

合肥铜箔公司
开展垃圾分类专题培训

本报讯 近日，安庆铜矿从尾砂
泵房出口至重介质厂一段尾砂管道
出现破损，如不及时处理，势必对生
产和周边环境造成污染。安庆铜矿
调度室得知情况后，便将尾砂管道抢
修的任务交给月山矿业公司安铜项
目部。该项目部接到任务后，立即组
织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到现场察看，经
排查，破损的尾砂管道的位置恰巧处
在公路下方的涵洞里，项目部立即制
定了抢修方案。抢修人员爬进窄小
的涵洞，先将破损的管道一节一节割
断，利用小卷扬和吊车将废旧管道拉
出涵洞，再将新制作的管道用同样的
方法将管道穿入涵洞，进行焊接。在
施工的关键时期，又遇到恶劣天气，
项目部负责人带领抢修人员冒着大
雨连续作战，抢时间、赶进度，仅用了
三天时间，终于顺利完成了尾砂管道
抢修任务，保证了安庆铜矿生产正常
运行。

钱寿祥

月山矿业公司安铜项目部
抢修尾砂管道确保生产运行

本报讯 日前，工程技术分公司举
办档案管理知识培训及兼职档案员会
议。此次培训重点是规范公司科技档
案归档程序，强化广大职工及时收集、
整理科技档案的业务意识，总结2019
年度档案管理工作成效，明确2020年
档案管理工作要点。通过此次培训，使
参会人员对档案管理工作的认识有了
较大提高，对促进和提升该公司科技档
案整体管理水平起到积极作用。

王 炜

工程技术分公司
举办档案管理知识培训

本报讯 今年5月，动力厂以“凝
聚正能量”为主线，以“微型”通讯员交
流会的形式展开学习交流，不断提升
基层通讯员写作水平，力争对内对外
宣传稿件质与量的双提高。针对企业
点多面广这一现状，该厂改变以往开
座谈会的交流方式，转为结合生产车
间的重点工作，有针对性地组织通讯
员进行“微型”交流。第一期参加交流
的三名通讯员对报纸、网站上的优秀
稿件和图片新闻进行了现场学习探
讨。

董 玲

动力厂“微型”交流会
让新闻写作“活”起来

设备维修人员正在对金隆铜业公司阳极铜生产线上的出铜流槽进行维修前
的破拆。该公司将出铜流槽的维护当成提高产量的重要因素，根据实际使用情
况，及时对溜槽进行维修，确保阳极炉上下游工序流程通畅，无障碍衔接，促使生
产高效运行。 章 庆 摄

6月3日，工程技术分公司维修技术人员正在铜冠池州公司锌分厂大修现场更
换硫酸循环水泵阀门。该公司从金隆项目部抽调了一批精干维修技术力量，自 6
月1日起奔赴池州公司开展大修施工，并通过强化现场安全施工组织，确保按时间
节点完成承接的检修项目。 王红平 王 璐 摄

金冠铜业分公司双闪冶炼车间紧紧围绕“管理提升年”活动，以“每周一问”为契
机，大力开展炉前管理行动，积极改进铜口和渣口环集系统，持续加强炉前人员安全
培训管理，积极推进班组5S和TPM活动。图为闪速熔炼炉渣口操作人员正在进行
排渣作业。

陈幸欣 吕 俊 摄

今年以来，铜冠铜箔公司结合“管理提升年”行动，加强内部管理，利用市场淡季提前进行设备检修维护工作，加大产
品质量攻关力度，根据客户需求及时调整产品结构。5月份该公司5G通讯用RTF铜箔发货量突破历史记录，环比四月份
增加45.4%。图为该公司分切员工正在对RTF铜箔进行下卷包装作业。 吴云霞 赵英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