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5月份以来，冬瓜山铜矿
掘进一区针对部分作业面岩体破碎严
重，掘进施工后顶帮板差、支护量大、
支护费用高的情况，积极优化掘进爆
破方案。该区新方案对光面爆破进行
了优化，优化后的爆破方案先后在井

下负850米56-（-1）号等3个采场底
部结构进行了试验，效果显著。该方
案大幅降低了支护成本，具有良好的
安全效益和经济效益。后续该区将对
方案进行持续优化调整，并在该矿全
面推广应用。 王 文

冬瓜山铜矿掘进一区优化施工工艺效果显著

本报讯 随着气温的逐步上升,
连日来，金隆铜业公司熔炼车间在组
织安全高效生产的同时，采取多种举
措确保设备安全运行。首先与专业点
检员加大检查频次，调整润滑系统工
作状态，使润滑系统处于完好无缺的

状态。其次提高清洗润滑系统与加油
装置的频率，及时更换损坏的润滑元
器件。对运转设备关键点检部位设定
温度预警点，接近预警点及时分析原
因，采取降温措施，确保设备运行稳
定。 李敬忠

金隆铜业公司熔炼车间加强设备润滑保养

大修现场战犹酣。6月1日，铜冠
池州公司锌分厂年度大修拉开了帷幕。

走进检修现场，焊花飞溅，锤声叮当，
大吊车的吊臂矗立云霄，在炽热的阳光下，
在高高的管架上，在闷热的电解槽旁，锌分
厂电解、湿法、焙烧三大工序检修已全面铺
开，满眼都是会战在检修一线的身影。

进入电解检修现场，电解工序掏槽
班班长潘友红正带领班组员工，进行电
解槽更换前的清理工作。面对电解槽
作业空间受限、清理难度大等困难，班
组采取两人一组，轮换清理作业的办法
连续作战。在电解槽狭窄的空间里，不
一会，清理人员身上的工作服已经湿
透，脸上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流，衣服都
能拧出水来，就这样，在班组员工团结
协作不间断的清理作业下，按计划顺利
完成了清理工作，保证了电解槽按进度

计划更换吊装。湿法生产工序正在进
行焙砂输送管道检修更换，大吊车伸出
长长的吊臂，在检修人员的哨声指挥下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吊装作业，检修作业
工人师傅们脸已晒得通红，汗水顺着安
全帽直往下流，现场检修作业人员正在
对焙砂输送管道进行搬运、吊装、对接、
焊接 ……“吊装小心点、搬运悠着点、
对接精准点、焊接牢靠点”，现场安全监
管员不时地提醒着作业安全。

笔者来到焙烧炉烟道口保温层拆

除现场，在焙烧工段彭如亭的指导下，
铜冠建安公司员工顶着高温，穿着厚厚
的工作服，戴着防尘面屏，穿着劳保皮
鞋像一个个全副武装的战士，不停地挥
舞着铁锹，一锹锹地把烟道口拆除的保
温棉装入吨袋，虽然现场高温难耐，但
他们依然认真地拆除、清理着烟道口保
温层。在整个拆除、清理过程中，他们
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退缩，始
终以饱满的激情战斗在检修一线。

汪新利 朱英胜

大修现场战犹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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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员工正在安装道路高清视频设备。该公司为加强矿区道
路管理，在公司出入口处升级监控设备技术，此举为矿山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吴树华 黄从娥 摄

6月5日，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厂
区奥炉提枪。这天一早，工程技术分
公司金冠项目部奥炉电仪班一组的6
位师傅就奔赴奥炉熔炼车间，开始了
一天紧张繁忙的检修工作。

按规定做好四方安全确认后，6位
师傅即分作两路，一路为两位师傅拎
着油壶去指定地点奥炉电收尘二楼抽
取机油，再到奥炉6楼给13号皮带滚
筒加注机油，往返5趟，共抽取、加注5

壶机油，按要求完成加油项目，待清扫
清理干净现场，时间已到中午12时；
另一路四位师傅则去了6楼半，进行
11号、12号皮带电机维保清灰作业，
以及5楼喷枪配电室线缆整理作业。
完成后，他们又赶到奥炉电收尘3楼
更换了一台灰斗振动器，并完成了奥
炉电收尘一防雨棚制作安装收尾工
作。下午，连绵的小雨越下越急、越来
越密，奥炉电仪班一组的几位师傅仍

在室外冒雨作业，进行奥炉渣水淬冷
却塔2台电机及减速机和12片风扇叶
分解、拆卸、回收。分解拆卸工作并不
顺利，两个冷却塔里的电机、减速机、
风扇叶固定螺丝全部锈蚀严重，使用
松动剂也无法拆卸，师傅们利用风焊
进行切割。雨水淋湿了他们的衣衫，
弄湿了鞋袜，但他们坚持奋战到下午5
时，顺利完成该检修任务。

嵇家保

冒雨检修紧张繁忙的一天

本报讯 进入6月份，集团公司武
保部水上护运大队紧扣“消除事故隐
患，筑牢安全防线”安全月主题，制定各
项安全生产措施，全面提升全员安全生
产意识和素质，确保安全生产持续稳
定。

该护运大队负责集团公司进口铜
精矿内河安全护运任务，点多面广，安
全工作难度大。护运大队成立了安全

监察小组，加大安全监察力度，切实推
动各项安全工作的落实，为铜精砂运输
撑起安全“保护伞”。护运大队开展了
多形式、多样化、全方位宣传教育。每
周一的安全例会、微信工作群、“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等，都是各种安全知识的
宣传阵地，护运大队组织队员们观看安
全教育片，并对各作业环节、作业区域
危险源及环境因素进行学习，促使队员

进一步熟知本岗位作业过程中存在的
危险与危害，教育引导队员规范操作，
纠正习惯性违章，实现从“要我安全”到

“我要安全”的转变。护运大队的应急
预案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新修订的《防
汛防高温应急预案》等应急预案更加科
学、实用、可操作性强。

护运大队从实战出发，组织全体员
工学习各类现场处置方案，增强全体队

员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和反应速
度。护运大队组织党员与职工签订安
全责任状，明确护运期间的工作职责和
承诺事项。并落实党员安全信息反馈
制度，不定期开展安全排查隐患活动。
党员当起了安全“监察员”和“管理员”，
带头反“三违”，认真排查隐患，及时汇
报并处理。

陈 潇 李 波

集团公司武保部水上护运大队为生产撑起安全“保护伞”

本报讯 随着气温不断上升，铜
山铜矿分公司从现场点检、设备运行工
艺、日常维护等多方面入手，紧盯生产
现场重点设备运行状态，严查安全隐
患，防止设备“中暑”，确保机电设备在
夏季高温下安全可靠运行。

该公司严格执行夏季设备巡检维

护制度，定期召开设备专会，针对球磨
机大型设备夏季易出现高温的部位认
真排查，采取润滑、通风、隔热、降温等
安全措施，严防设备夏季高温发热，加
强电器设备巡检，防止电器设备“中
暑”。此外及时做好新主副井、尾胶站
等工作场所防雷电装置检测工作，确保

安全。该公司实行设备挂牌包机制，明
确设备保养责任人，要求当班人员每小
时进行一次现场巡检，遇到恶劣天气则
增加巡检频次，积极做好设备现场
TPM和精益5S管理，对于发现的隐患
问题及时处理消除隐患，防止设备带病
运行，保障设备安全度夏。 阮宏伟

铜山铜矿分公司多举措防止设备“中暑”

咔、咔，清脆的锁扣声，让陶兴发
紧张的情绪有所舒缓。昨天下午结束
工作后，班组汇报：负850米中段19线
天井处有浮石，存在安全隐患。今天
一早，陶兴发第一件事便是领着班组
人员，赶往现场排除隐患。

负850米中段19线硐室天井高约
8米，需架设长梯才能进入，陶兴发在
爬梯入天井的过程中，格外地小心。
抵达作业面，陶兴发迅速将安全绳绕

中梁锁好，待锁扣声响，他左右观察天
井帮壁，用钎杆一一清除浮石。啪、
啪，若干块大块径直落地，在一旁的班
组成员龙师傅心中一悬，“本以为是几
块小浮石，扫扫就可以了，哪知道头顶
上悬着的是这么一大块。”看着石头落
地，陶兴发也是一阵后怕，“幸亏认真
按照冬瓜山铜矿的顶板帮分级管理办
法在做，发现和处理都及时，要不指不
定会酿成大祸。”再三确认天井帮壁浮
石已经清除干净，陶兴发又拿起了电
筒，检查钢丝绳。这一查，还真发现了
一处隐患。原本垫在木板上用来减少
与承重梁摩擦的钢丝绳已经滑落，挂在
了天井横梁上。陶兴发捏了一把汗，

“还好钻孔不深，钢丝绳受力不大，待钻
孔加深，钢丝绳在横梁上来回摩擦，肯
定会断裂。”处理完浮石已是满身大汗
的陶兴发来不及休息，换上其它工具，
与班组成员又上了天井继续工作。

陶兴发是矿产资源中心第二项目
部4号机长。今年5月，陶兴发在项目
部班组长“公推直选”中以最高票连
任。心里绷着“安全”这根弦，陶兴发
在做的正如他在竞聘演讲中所说的：

“管安全，要处处留心、处处细心。我
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治脚，在任何时
候都要多一个心眼，多看看，时时刻刻
警惕，这样才能把安全管好、做好。”

萨百灵 高兴宇

“管安全，要处处留心、处处细心”

今年是全国第十九个安全生产月，铜冠池州公司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同时
向员工发出《关于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的倡议书》。图为员工正在观看“安全生
产月”活动的倡议书。 曹跃文 摄

本报讯 6月10日上午，天马山
矿业公司安全环保部联合团委在62
米平峒口和天马山副井井口开展以

“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为主
题的“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
活动在井口设立安全知识咨询台，向
现场职工宣讲矿山安全知识，并开展
了安全承诺签名和有奖知识问答等
活动。 刘其升 刘红霞

天马山矿业公司
开展“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

本报讯 为落实集团公司安全生
产月活动要求，推动公司安全生产工作
深入开展，日前，铜冠铜箔公司开展安
全环保专题培训，该公司共计40余人
参加了培训。

培训课上，集团公司安环部副部
长曹建国以“保护环境—基本国策”为
主线，以空气质量评分与企业发展的
利害关系为切入点，深刻剖析我国当
前面临的环境保护严峻形势；省安全

生产专家纪维平以“班组安全管理”为
题，详细阐述了班组管理的方方面
面。“你们都是生产一线的直接管理
者，是镶嵌在生产一线的‘安全结’，
公司用健全的规章制度和科学的管理
方法拧成‘安全绳’，连上一个个“安全
结”,就是一张牢不可摧的‘安全网’，
希望大家都能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
地’。”该公司副经理王同在总结时说
道。 方知炜

铜冠铜箔公司开展安全环保专题培训

铜陵铜箔公司员工正在整洁的车间生产作业。铜陵铜箔公司以5S精益管理
为抓手，规范作业行为，积极开展现场作业环境、生产设备的整治和清扫，较好地
提升了现场管理水平。该公司也由此成为了集团公司铜加工片5S精益管理标杆
单位。 王红平 刘汤青 摄

本报讯 为杜绝消防设备设施
的“超期服役、带病服役”，近日动力
厂对消防设备设施开展全面“体检”
工作，做到表面锈蚀不放过、使用期
限过期不放过、压力不足不放过；对
室外设备要求阴凉通风，对消防栓等
设施进行现场检测，发现隐患即查即
改，真正保障消防设备“拿之即用，用
之必好”。 严涛涛

动力厂对消防设备设施全面“体检”

本报讯 6月9日上午，第13个
“国际档案日”当天，金冠铜业分公司
组织开展档案知识有奖竞答宣传活
动，全公司约 600 多名员工参加活
动。在该公司奥炉、双闪两厂区大门
口，上下班员工排队踊跃参加竞答活
动，每答对一题目均获得精美小礼品
一份，有效提升了活动趣味性，让员
工在答题中收获了档案管理知识。

齐宏明 征 程

金冠铜业分公司
组织开展档案知识有奖竞答活动

6月11 日，金冠铜业分公司生产车间纷纷开展安全环保生产签名承诺活动，组织员工在印有“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
防线”“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的横幅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同时也签下了对安全环保生产的一份承诺。

韩杜荧 摄

本报讯 近日，为保障夏季用电
安全有序，维护电力设备稳定运行，金
威铜业分公司组织开展电气安全大检
查，重点加强对防雷接地、电气设备安
全使用、临时用电等方面的管控。该
公司检查小组主要针对生产现场的电
控室、配电柜、配电箱等相关电气设备
等重点设备进行了细致检查，对查出
的隐患列出问题清单，规定责任部门
落实整改，明确整改时间，确保检查取
得实效。 陈幸欣 方 铭

金威铜业分公司加强电气安全管控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宣
传力度，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
的舆论环境，铜冠铜箔公司多措并举
加强宣传报道工作。一是提高思想认
识，加强组织协调。建立了主要领导
亲自抓，各支部书记分头抓，通讯员密
切配合的全体总动员的工作格局，形
成了全员参与的良好氛围；二是加强
宣传工作队伍培训，提高通讯员专业
素养。定期组织通讯员进行专题培
训；三是建立宣传工作考核机制，完善
奖励办法。每季度对各支部报送的稿
件量进行统计，计入年终党建考核成
绩；此外制定相应的奖励措施，激发广
大员工的创作热情。

周宛中

铜冠铜箔公司加强宣传报道工作

本报讯 今年以来，铜冠电工公
司牢固树立“学习就是工作、工作就是
学习”的理念，积极创新学习教育方
式，着力在生产和学习中找到平衡点，
让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科学
有效地安排好学习和工作，处理好“工
学矛盾”，各项工作正有条不紊地开
展，成效逐渐显现。

“车间微课堂”让学习教育“活起
来”。该公司各基层党支部采取灵活
多样的办法，充分利用上班早会、午间
休息等短暂时间，开展“车间微课堂”

“一刻钟党课”等活动。在车间休息
室，以支部书记为宣讲人，党员们“摘
下帽子，放下扳子，围成圈子”开展微
党课宣讲，形式灵活、贴近实际，将主
题教育融入日常工作中，形成“在学中
干，在干中学”的浓厚氛围。

“周末班”让学习教育“深起
来”。当前，正值生产高峰期，为了

保证学习成效，该公司党组织在集
中学习的基础上，组织广大党员干
部充分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通过
听（讲）党课、辅导讲座、看教育片，
开展警示教育、党校培训、读书班、
征文、个人自学、讨论交流 、撰写心
得等具体做法把学习贯穿起来，力
求学习全覆盖。

“新媒体”让学习教育“火起来”。
该公司积极探索“互联网+”教育学习模
式，推动学习教育与新媒体运用深度融
合，使学习网络化、智能化，学习内容更
具针对性、实效性。各级党组织通过微
信群、QQ群随时随地向党员干部发布
企业党建工作相关学习内容。同时，根
据企业实际情况，充分利用微信公众
平台，编辑便于理解、易于记诵、切合
实际的学习内容，定期发送到手机上，
成为党员干部学习的一条独特途径。

江 君 华 伟

铜冠电工公司三招解决工学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