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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班子成员冲锋在前担当排头
兵，班组长充当攻坚克难的尖兵，一线
员工洞察秋毫担当哨兵……近一段时
间，冬瓜山铜矿选矿车间吹响“提指标、
保稳产”集结号，一场“多兵种”协作的
战役在选矿车间打响。

随着矿山深部开采和二次回采渐
次展开，低品位矿、难选矿增多，矿石性
质变化大，造成生产指标下滑，车间广
大员工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指标一天
不稳定，我们车间班子成员就一天不休
息。”车间主任邓禾淼当着全体员工的

面立下誓言。为了使指标能早一天稳
定，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车间班
子成员三班制轮流坚守在生产一线。
指标波动大时，从岗位上下不来，错过
饭点是常有的事。饿了就吃碗泡面，渴
了就喝口随身带的矿泉水，通宵达旦，
彻夜坚守，车间班子成员冲锋在前担当
排头兵。

该车间及时召开班组长和磨浮骨
干员工座谈会，认真听取一线员工建
议，总结造成产品质量波动的主要原
因，把过程控制作为突破口，牢固树立上
道工序产品是下道工序质量的思想，加
强工序质量管理。针对磨矿和浮选两个
关键工序，班组长重点盯防，严防死守。

磨浮班班长朱进患有严重的腱鞘炎，一
次在巡查中发现浮选机跑槽，赶紧跑去
关闭阀门。因为剧烈的疼痛，朱进的额
头已渗出细密的汗珠。“朱工长，这种开
关闸阀的事，你用对讲机呼一下，我就过
来了。”磨浮二班班长杨阅兵急忙跑过
来。“不行呀，浮选液面在波动，不赶快调
整，对指标有影响。越是在这种时候，我
们做班组长的，发现问题，就要尽快处
理，不能影响到下一环节。”

细节管理在磨矿工艺中至关重要，
为确保磨矿的浓细度，并在第一时间发
现浓细度的变化，通过多年的磨炼，选
矿球磨工个个有一手绝活，伸手一摸，
立刻就知道磨矿浓细度是多少，比仪器

来的快，来的准，一线球磨工就成为战
场上的观察“哨兵”。共产党员、磨浮工
胡宏祥练就了这样一手绝活，因为常年
累月，手浸泡在药剂中，手上的指纹都
被烧平了，一年四季手上皮肤开裂、骚
痒。就如同他这样的一双双巧手，在第
一时间掌握磨矿的浓细度，为打赢这场
战役争取了时间，收集了第一手资料。

在原矿品位持续下行、难选矿增
多的不利形势下，选矿车间不同岗位
上的员工个个都是逆行战士，上下一
心，主动应对，积极扭转被动局面，目
前选矿各项指标呈现稳中有升的良好
态势。

左 雄

打响“夺标”保卫战

采一缕晨阳曦晖，披一身月色荧
光，这是铜冠池州公司锌系统大修中动
力保全员工的真实写照。面对184项维
修任务，这支队伍起早贪黑,流汗于狭窄
空间，尽责于精益维保中，抢夺时间争取
提前完成任务。

电仪设备维修历来在大修中“戏份”
十足，这个8人小分队要分担80多项电
仪设备维修任务，带领队伍的是技术助
理章杰。遇见他时他正在电解锌维修现
场，汗水早已打湿了他的工作服。他告
诉笔者，这次大修时长史无前例，计划时
间43天，且任务繁重琐碎，但是他们争
取在25天内完成全部任务，着力把这次

大修当成一次能力检验，同时提前做好
准备，为开车备好维修力量。

这次大修他们主要集中在超前安
排，化被动维修为主动介入，往年维修
突出存在故障，这次用专业标准进行
预防性检修，防故障于未然，在治“未
病”上动脑筋。针对梅雨季节强对流
天气，他们对焙烧制酸循环水站的高
压柜进行了全面“护理”，将所有铜排
拆除换装，全部更换新的套管，将一根
根铜排穿上绝缘新“外衣”。章助理介
绍，操作时因处于停电状态，电扇、空
调无用武之地，闷热难当，人又要蹲在
窄小的柜子里操作，要将所有铜排的

螺栓卸下再重新拧紧，有力使不上，长
时间劳作造成腿麻脚酸。但是他们咬
紧牙关，起早摸黑苦练3天“瑜伽”，每
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披星戴月硬是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了任务。据了解，他
们准备购置一台除湿机，把梅雨季节
潮湿空气引发的“拉弧跳电”现象彻底
解决掉。

动力保全中心另一支队伍也奔波
在大修现场，他们就是钳焊班的员工。

“厂区所有重要运转设备我们推行了精
益化维保。”这个公司设备副主任张常
青介绍道。热水循环泵、二氧化硫风
机、皮带机、球磨机、刮板机、自动剥锌

机组等重要设备他们全程掌控，把核心
设备维护好，确保锌分厂复产后满负荷
长期运行。

在焙烧炉焙烧工序核心设备球磨机
的维保中，张主任蹲守现场，从电机开
始，联动至减速机、轴瓦、衬板螺栓，乃至
更具细微化的部件，构建了系列精益化
维保程序。把问题想在前，排除在前，是
这次大修的维保特色。

“之所以超前思维，是公司推行的每
周两问活动。”张主任如是说。在提问中
找到了解决问题的路径，思维的超前带
动了行动的提前。

章长寿 张 军

争分夺秒保大修进度

本报讯 6月19日上午，铜冠铜箔
公司换位线党支部组织党员、积极分子
共20余人参观安徽红色文化博物馆。
走进展馆，大家参观了伟人风采馆、国
防教育馆、安徽抗战馆、英雄模范馆、渡
江支前馆、知青岁月馆以及安徽记忆
馆。参观过程中，党员们认真聆听讲解

员对革命先烈英雄事迹的讲解，仔细观
看每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陈列品。面
对英雄们的事迹手迹、题词壁画、革命
誓言，大家深切地感受到了革命先驱们
伟大的胸襟以及为国为民的无私情
怀。在鲜红的党旗面前，全体党员握紧
拳头，重温入党誓词。 郑 敏

铜冠铜箔公司换位线党支部开展红色教育

本报讯 日前，金隆铜业公司电解
课组织课班组长及管理人员进行安全
案例培训，宣贯集团公司2020年“安全
生产月”的工作安排。该课紧紧围绕今
年第19个“安全生产月”“消除事故隐
患、筑牢安全防线”主题，列举该课近6
年来的6起安全事故案例，针对事故的
发生原因进行认真分析讲解，要求各生
产单位举一反三，引以为戒。

该课分别在电解PC1班、电解常
规4班、电解净液运转班开展电解液泄
漏应急预案演练和电解生产安全消防
应急预案演练，将各项演练资料和图片

上传至该公司网站进行学习交流。同
步开展防暑降温、健康体检与应急救护
知识的培训，并对全课所有消防器材及
消防管道进行梳理和及时更换，确保达
到完好备用的效果。目前，该课办公室
及班组坚持开展岗前安全宣誓活动，持
续开展“三不伤害”“四不放过”和反“三
违”工作，利用微信、QQ等平台分享企
业安全相关资料，及时将各类安环学习
宣贯到位，以进一步增强员工安全意
识，提升员工安全素质和预防风险的能
力，夯实安全管理基础，确保取得较好
效果。 陈幸欣 陈世晖

金隆铜业公司电解课认真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本报讯 针对梅雨季节强降雨天
气频繁，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熔炼车间
从各方面着手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以保
证原料及生产设备的安全。

一是严格按照标准化操作，严格实
行班前安全宣誓，提高岗位人员设备操
作能力及安全意识；二是加大设备巡检

频次，加强设备设施的维护与保养，认真
查改隐患，超前防范；三是加强货场原料
的进料、堆放，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
米拉多进口铜精矿的有序入库；四是对
排水系统及防雨设备进行清理排查；五
是建立完善应急预案，保证处理反应迅
速、处置得力。 赵 丽 陶世武

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熔炼车间做好强降雨天气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 6月 17日下午，在矿产
资源中心机关党支部开展的党日活动
中，该支部的6位党员共同过了一次

“政治生日”。
这是该中心党委在基层党建工作

中的一次试点和创新。基层党支部利
用“党日”活动，为历年在当月入党的党
员集体举办一次“政治生日”，由支部书
记为党员送去政治生日贺卡及纪念品

钢笔。该中心党群工作部负责人介绍
说：“为党员过政治生日，发放党员政治
生日贺卡，目的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
勉励各位党员立足新时代、新征程，牢
记入党誓词，践行党的宗旨，增强党员
意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中心
发展、社会文明进步做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萨百灵 蒋涵森

矿产资源中心机关党支部为党员过“政治生日”

本报讯 6月 18日，夏荣军的党
组织关系成功从铜冠（庐江）矿业公
司转到了居住地所在社区，刚刚退休
的他，可以正常参加组织生活。做好
退休党员组织关系的转接工作，是该
公司对全体退休党员的承诺。自全
国党员信息管理系统上线以来，该公

司积极协调，将退休党员组织关系转
接工作做严、做细、做实，做到退休党
员组织关系应转尽转，确保每一名退
休党员纳入社区党组织管理，目前已
顺利完成退休党员组织关系转接12
人。

陈 潇 王树辰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切实做好退休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

本报讯 日前，天马山矿业公司
党委组织开展“十个一”系列活动，向
建党99周年献礼。

开展一次党课宣讲活动。结合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要求和省
委组织部有关通知精神，通过党员领
导干部讲党课、党支部书记互授党课、
党员微党课等方式，普遍开展一次党
课宣讲活动。

开展一次主题党日活动。以“谈
初心、话使命、讲担当”为主题，组织开
展学习党章、《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等党性教育活动。以“每周一问”为抓
手，组织开展“我为5S管理作奉献”、
党员志愿服务、提合理化建议等主题
实践活动。

开展一次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
党员活动。围绕“三个以案”警示教
育，各党支部深入学习讨论，开展谈心

谈话，认真查摆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抓好整改落实。

开展一次“一先两优”评选表彰。
通过评选表彰，巩固拓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树立先进党
支部和优秀共产党员典型，积极营造

“比学赶帮超”氛围。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通过对生活

困难党员和因病致贫的特困职工专项
扶贫活动，关心困难党员的工作、生
活，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开展一次《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
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知识测试
活动。各党支部组织党员通过登录集
团公司党建专网或关注《铜陵有色报》
微信公众号，进行《条例》网上知识测
试。

开展党建“领航”计划。各党支部
全面梳理本级层面的党建品牌，在“应

建尽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党建品
牌质量。

开展“党员安环先锋队”创建活
动。各党支部结合本单位生产经营实
际，制定党员安环先锋队创建办法，完
成安环先锋队组建工作，开展党员安
环先锋队授旗仪式。

开展“学习强国”知识竞赛。通过
开展知识竞赛检验“学习强国”学习效
果，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带动全体党
员加入学习党的知识热潮。

开展“创品牌、讲品牌”演讲评
比。通过演讲活动，宣传和发挥“党
建品牌”引领作用，总结经验、交流做
法，提升党建品牌内涵，提升基层党
组织组织力，增强广大党员党性意
识，进一步推动党建工作整体水平的
提升。

朱 艳

天马山矿业公司党委“十个一”活动向建党99周年献礼

本报讯 铜冠投资金神公司发挥
职工“脑黄金”作用，在职工中广泛开
展“金点子”活动，针对锻球回火炉在
生产量增大时难以很好完成回火任务
的情况下，通过向职工征集合理化建
议，不仅日提高产能达12吨，且年节
约电费54万元。

据悉，该公司以前锻球回火炉人
工推满一炉耗时近2个小时，加上行车

捣运耗时更长；过去3条生产线生产锻
球48吨，每天回炉量为36吨，导致球
仓留存过多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另外
推球时消耗设定最高温度，设备要从
最低点开始重新加热，增大设备损耗
和电耗。对此，该公司面向职工寻计
问策，开展有“奖”征集“金点子”活动，
变过去的作业流程为现在的PLC计数
定时功能，由现在的定时推框替代过

去的集中式推框，操作人员每隔一个
小时将球框吊往指定区域,从而使回
火量由过去的每天回火36吨提高到
现在的48吨，加热设备由过去9小时
连续加热改为间断性加热，每天提高
产能12吨，不仅降低设备的损耗，且
每吨钢球节约22.5千瓦时，全年3万
吨产能节约电费支出54万元。

夏富青 汪有才

铜冠投资金神公司一项建议年节省电费54万元

“你们工段溶铜罐保温层破损比较严
重，最外面一层都快掉下来了，存在很大的
安全隐患。”“配电房的灭火器已经过期，需
要立即更换！”日前，铜冠铜箔公司池州第
二党支部结合集团公司“安全生产月”活动
的要求，将安全生产有机融入主题党日活
动中，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排查工作，号
召党员带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带头深入
现场排查隐患，督促整改落实，带头宣讲安
全生产知识，作表率，当先锋。

目前，铜冠铜箔公司每个工场都设立

了安全督导员，他们是抓好公司安全监管
工作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是延伸到工场
各车间的“探照灯”“摄像头”和“扩音器”，
实现公司对安全生产的时时监管。“当前，
虽然我们公司已快速复工，但还存在生产
人员短缺，生产任务增加等问题，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作为安全督导员，更应该努
力做到严而又严、细而又细，帮助公司查
漏洞、补短板，落实各项安全措施，为公司
稳定发展加道‘安全防火墙’。”该公司五
六工场安全督导员许胜说道。在该公司
的每个工段最显眼的位置都有一张安全
一家亲照片墙，让每个员工上班期间随时
看到最亲的人，时时刻刻为员工敲响安全

警钟。该公司还定期组织员工开展安全
培训，强化员工安全意识和素质，提高员
工安全技能，有效杜绝违章作业，减少操
作失误，降低事故的发生率。近日，该公
司还特地邀请省安全生产专家对公司基
层管理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提高公司基层
安全管理水平，为公司安全生产提供了有
力的保障。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对待安全生
产的每个细节，都要有深究不放、一以贯
之的‘钉钉子’精神，很多时候，‘钉钉子’
精神不是一锤就能定音的，而是需要一锤
接一锤，反复多次才能钉得紧，钉得牢。”

吴 猛

“以钉钉子精神抓紧抓牢安全生产”

本报讯 近日，为进一步强化
岗位员工安全意识，检验员工应对
突发事件的组织、指挥、协调和处
理能力,金威铜业分公司组织生产
制造部、熔铸分厂、动力车间相关
人员对停电应急预案演练方案进
行了修订，并开展了预演活动。演
练中，该公司各部门参演人员反应
迅速、操作规范、汇报及时，整个演
练过程井然有序，取得了预期的效
果。

陈幸欣 方 铭

金威铜业分公司开展停电应急预案演练活动

本报讯 日前，铜冠机械公司加
工分厂在全体职工中组织开展“安全
生产月”系列活动。该分厂于6月初
专门组织全体班组长以上人员，传达
学习公司领导在5月15日的安全专
题会上的讲话精神，从源头上绷紧安
全生产这根弦。在会议现场，分厂行
政负责人与全体管理人员签订安全
责任书。该分厂还利用每周一次的
生产调度会，组织全员进行安全宣
誓。以机关和工段为单位组织职工
在安全横幅上开展安全签名活动，分
厂近百名职工参与，有效提高了全员
安全意识。

王征社

铜冠机械公司加工分厂
开展“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

本报讯 6月16日，金冠铜业分
公司组织职能管理部门和保全点检
人员对该公司供配电室开展专项检
查，及时整改发现的问题，消除隐患，
以保障夏季梅雨季节电气设备安全
运行。 汤志金

金冠铜业分公司开展供配电专项检查

本报讯 “七一”前夕，月山矿业
公司党委结合企业实际，组织开展多
项党建主题活动，大力营造庆祝建党
99周年浓厚氛围。

该公司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宣讲，通过领导班子讲党课、
党支部书记互授党课、党员微党课等
方式，开展一次党课宣讲活动。围绕

“谈初心、话使命、讲担当”主题教育，
组织开展学习党章、《中国共产党的
九十年》、重温入党申请书（入党誓
词）、过“政治生日”等主题党日活
动。同时，组织党员参观红色教育基
地、观看红色影片，接受党性教育。
开展“一先两优”评选表彰活动，巩固
拓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成果，推动争先创优活动持续深入推
进。进一步做好党内慰问帮扶工作，
让广大党员感受到党组织关怀和温
暖。全面梳理党建品牌和基层党支
部层面的特色工作，实施党建“领航”
计划，进一步提升党建品牌质量。有
效开展“党员安环先锋队”创建活动，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实际，完成安环先
锋队组建工作。组织党员进行《中国
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试行）》网上知识测试。

陈幸欣 田 芳

月山矿业公司开展党建主题系列活动
6 月 18 日至 20

日，金隆铜业公司进
行了为期三天的停
产设备小修。本次
小修目的是为了更
好地完成全年生产
目标任务，确保各种
设备在高负荷状态
下正常运转，此次小
修安全顺利完成了
所有预定项目，为该
公司下半年生产持
续稳定进行奠定了
重要基础。图为相
关人员正在对三号
阳极炉进行局部检
修。
章 庆 刘 胜 摄

铜冠黄铜公司
员工正在检修熔铸
系统。铜冠黄铜公
司近日对熔铸系统
进行了一次检修，
提高了熔铸设备的
性能，为熔铸生产
稳定，提高铸锭产
量，创造了有利条
件。

王红平
汪 勇 摄

6 月 17 日，池
州铜冠物流公司为
提高铲车驾驶员业
务理论知识和实际
操作水平，结合码
头工作实际，采取
在规定的时间内进
行快速打堆、精准
装车、闯梅花阵等
方式，在 6 名铲车
驾驶员中开展了技
术比武，激发了他
们“比学赶超”的工
作热情。

桂年友 摄

日前，铜冠
见龙花园售楼部
举办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现场包粽
子活动，与客户
一起体验浓浓的
端午情。营销中
心 现 场 粽 香 四
溢，大家在包粽
子活动中既体味
了传统文化，又
交流了感情。

董 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