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2 2020年11月28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窦 华 综 合 新 闻综 合 新 闻综 合 新 闻综 合 新 闻

在八百里皖江两岸，金冠铜业分公
司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星”。

自2017年12月“双闪”与“奥炉”
厂区全面整合以来，金冠铜业分公司一
举成为全国第一大单体矿铜冶炼工
厂。该公司坚持绿色发展，提升管理效
率，充分发挥工艺技术领先，走高质量
发展道路，不断创新拓展企业的赢利能
力和上升空间。

如今的金冠科技进步、环境友好，
已然跻身于我国铜业先锋行列，正全力
打造世界铜冶炼样板工厂。金冠人正
一步一个台阶，踏着坚实的步伐，取得
了一个又一个骄人的成绩。该公司分

析化验中心全体化验人正欲竭力成为
企业的“火眼金睛”。

该中心现有员工百余名，大专以上
学历过半。实验室内配备X荧光、ICP、
直读光谱、原子吸收、离子色谱等大型
分析仪器数十台，承担着全公司的辅助
原料、辅助产品、过程控制及环保等分
析检测任务，为该公司的精细化生产、
环保管控、技术攻坚等提供强有力的
检测支撑与高水平服务。该中心不断
营造“学技术、练技能、当能手、做贡
献”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员工“提高
技能、超越自我”的工匠精神，团队从
人员素质到规范管理及检测能力堪比
行业一流。

数年里，金冠“化验人”坚持精准、
快速的工作理念，本着对检测技术精益
求精的严谨态度和积极进取的开拓精
神，不断完善分析操作规程、分析质量

管理，保障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良好运
行，及时、准确地为生产、经营及环保达
标提供分析数据，并实时监控指标波动
信息。坚持每年开展操作规程的内部
培训和技术比武，每月开展班组劳赛和
班组“检测之星”评比活动，每周定期对
班组5S及安全检查和岗位操作规程复
述，并与员工绩效挂钩。此外坚持开展
标准化班组建设、“安全一家亲”等系列
活动，青安岗成员带头与班组成员上岗
督查生产安全状况、消除安全隐患，全
中心上下将安全环保意识印在心中，措
施落在实处。

该中心化验人爱学习、求进取，努
力钻研检测技术，追求检测零差错，苦
练各项操作技能，勇于挑战各种复杂检
测难题。实验室连续多年均位居国际铜
精矿水平测试前例，《一种用于X荧光分
析的粉末制样方法》等两项发明获国家

专利；发布了《一种新型铜阳极泥中铜金
银硒铋铅含量测定技术》等四个安徽省
地方标准；上报分公司获奖科技攻关项
目包括《电解法测定铼酸铵中的铼》等数
十项。2014年、2016年、2019年度分获
分公司“先进单位”，2019年度分公司

“先进党支部”，2016年、2019年分获
“铜陵市三八红旗集体”，2018-2019年
度获省属企业“青年文明号标兵”，2019
年度获得分公司“五四红旗团支部”。

金冠“化验人”的工作虽平凡，但职
责却是神圣的。他们从不松懈，登高
踩低、钻架穿巷，破碎打磨、采样制
样，每天重复着取样、制样、称样、溶
解、滴定……一道道复杂的程序，一个个
准确的数据，都为生产控制及时指导、产
品质量严格把关、环保监测精准管控提
供了有力保障。

陈幸欣 冯桂英

——记金冠铜业分公司“化验人”

做好企业的“火眼金睛”
本报讯 11月24日下午，铜冠铜

箔公司15000吨每年高精度特种电子铜
箔扩建项目（二期Ⅱ段)主厂房工程顺利
通过池州市经济开发区建设局验收。

据悉，该项目2018年8月30日开
土动工，于2019年底基本施工完成，
2020年 8月份完成竣工预验收，9月
18日完成预验收整改。在此次竣工验
收过程中，专家验收小组通过听取汇

报、查阅资料、座谈评论、现场抽查实测
等方式，对该项目进行全面细致的检
查。池州市经济开发区建设局魏良志
科长指出，铜冠铜箔二期Ⅱ段项目主厂
房项目严格按照规程、规范和标准进行
施工，总体质量处于受控状态，竣工验
收完成后合并资料上报池州市城建档
案馆即可完成档案交竣工验收。

吴 猛

铜冠铜箔公司15000吨每年高精度特种电子铜箔
扩建项目（二期Ⅱ段)主厂房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本报讯 近日，铜冠建材公司李四
伟在全国有色金属行业班组长网上练
兵活动中荣获二等奖。本次网上练兵
活动由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举办，时
间长达2个月，活动分为初赛和复赛两
个阶段。初赛时间为9月1日至9月
20日，共有107家单位的9687名班组
长参赛，李四伟以个人积分排名前

20%的成绩晋级复赛；复赛时间为9月
26日至10月30日，共有80家单位的
1120名班组长参赛。李四伟凭借丰富
的班组长工作经验在复赛中答题闯关，
在经验萃取及理论考试等环节顺利过
关，并以排名第178名的成绩荣获二等
奖。

江 君 张 敏

铜冠建材公司一员工全国网上练兵活动荣获二等奖

本报讯 11月中旬，金冠铜业分
公司团委圆满完成14个车间2020年
度导师带徒全部考核工作。经理论笔
试、现场口述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实践
考核，今年4月份签订导师带徒协议的
120名徒弟，最终有109名徒弟考核合
格，11名考核不合格。该公司团委每
年度常态化开展的导师带徒活动旨在

提高青年员工岗位技能及综合素质。
半年的培养期内，导师们通过现场演
示、交流座谈、技术比武、师徒互学等多
种形式，有效提高了青年员工徒弟的职
业道德和技能水平。针对此次考核不
合格的徒弟，后续将延长协议期半年，
直至补考合格为止，并深入分析原因，
优化改进教与学效果。 刘 萍

金冠铜业分公司团委导师带徒109名青工考核合格出师

本报讯 当地时间10月15日晚
间，铜冠建安厄瓜多尔分公司组织开
展了疫情防控专题讲座，铜陵市援厄
医疗专家队主讲。专家队介绍了新
冠病毒的发病特征、传播方式，讲解
了减少新冠病毒传播的方法，重点强
调疫情防控原则。通过专题讲座，有
利于分公司疫情防控和安全施工生
产稳定。ECSA安保部部长朱代亭，
厄瓜多尔分公司全体中方职工参加
了专题讲座。

杨 波

铜冠建安厄瓜多尔分公司开展疫情防控讲座

日前，天马山矿业公司机运一区结合“保生存、反三违、除隐患、大干100天”
活动，深入排查整治，消除安全隐患，对部分已经磨损的矿轮进行更换，确保生产
安全。图为机运一区职工正在装运新矿轮。 朱 艳 方桂英 摄

近日，铜冠电工公司完成了M85进口尼霍夫设备检修工作。本次检修共涉
及拉丝、收线、电气控制、乳化液处理等部分，目前已调试合格，进入产品试生产阶
段。 汪健翮 摄

11月15日，铜冠池州公司工会举办钓鱼团体赛，旨在进一步丰富员工业余文
化生活，体验休闲运动的魅力，把耐心、细致、钻研的精神带到工作中去。本次比
赛共有 6 个分工会组队参加，经过激烈角逐,该公司铅分厂分工会获得团体冠
军。 叶 玲 摄

今年以来，
铜冠铜箔公司持
续加强环保升级
改造力度，新建
的排放水池、“巴
楔尔堰槽”、危废
污泥干化机和石
灰自动加料系统
等 先 后 投 入 使
用，废水处理效
率提高近 30%，
固 废 减 重 达
60%，在最 大 程
度降低成本和保
护职工身体健康
的同时，该公司
自动化管理水平
和危废处置能力
也大大提高。图
为该公司员工正
在通过电脑远程
操作石灰自动加
料系统。
方知炜 摄

本报讯 近日，随着冷空气袭来，
天气迎来“断崖式”降温，铜冠池州公
司锌分厂采取有力措施，全力打好冬
季安全生产主动仗，确保各类生产设
施设备安全过冬。

强化宣传教育，提高冬季安全生
产防范意识。该分厂充分利用早调
会、班前会和周三安全活动例会等学
习时间，广泛学习宣传冬季安全生产
常识和安全用电、取暖等安全注意事
项，提高全员冬季安全生产防范意
识。该分厂在总结以往设备防寒防冻

经验的基础上，加强重点部位设备防
寒防冻工作排查力度，组织专人检查
门窗、仪表管道保温、供暖系统、管道
等关键部位，发现隐患立即进行整
改。针对室外消防水和阀门装置，尤
其是暴露在室外的压力表、各类控制
阀等，积极落实好设备防寒防冻措施，
确保设备保温工作不留“死角”，让
设备温暖过冬。同时加强对风机
房、水处理生产系统、循环冷却水系
统等重点生产设备、场所的巡检力
度，确保低温天气下设备安全稳定

运转。该分厂还与月度安全环保检
查相结合，认真排查冬季安全生产
隐患问题，重点对各生产区域上下
楼梯、栏杆、安全通道等安全防护设
施进行全面排查、维护，强化生产区
域各类检维修作业临时用电管理，
确保用电安全。对存在的安全隐患
点按轻重缓急制定整改计划，严格
落实整改责任，及时消除生产作业
现场安全隐患，为冬季安全生产提
供强有力保障。

朱英胜

铜冠池州公司锌分厂打好冬季安全生产主动仗

本报讯 中科铜都公司高度重视
意识形态工作，结合本企业实际，落实
有效措施，积极强化意识形态工作，做
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加强领导，明确意识形态工作前
置程序内容。结合党组织议事规则修
订，重新梳理本企业意识形态工作重
点，纳入前置研究讨论事项清单，规范
了意识形态工作程序，进一步细化本企
业日常意识形态工作内容，使工作目标
更加细化、更加具体、更易于操作。

强化清理，把好网络舆论阵地关
口。在上年度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
上，本着“实事求是、易于操作、从严管
控”的原则，9月份组织人员对内部工
作微信群、QQ工作群进行了再次清
理，批准保留了“疫情防控工作群”“生
产安环工作群”，构建合法合规、文明
有序的网络群体空间。

夯实基础，筑牢意识形态工作阵
地。规范党组织工作经费使用管理，
拨出专项宣传经费，招标制作了2块标

准不锈钢宣传栏、1块电子显示屏，并
在企业办公场所、重要位置新制作悬
挂企业文化宣传牌匾，使意识形态工
作阵地建设进一步夯实。

瞄准问题，做好矛盾化解日常工
作。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围绕职工群
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党组织负责人通
过参加基层班组会、职工座谈会、骨干
会等方式沟通疏导，及时解疑释惑，切
实把牢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
权。 钟科轩

中科铜都公司加强意识形态工作

“喂，是保卫部吗，我们是质计技
术部化验室，我们这里起火了，请求救
援……”11月17日上午9时，安庆铜
矿保卫部治安警务室接到火灾报警电
话，就此拉开了该矿年度消防安全应
急疏散演练的实战序幕。

此次演练背景为该矿质计技术部
三楼技术检测化验室操作间突发火
情，岗位人员迅速报警并采取切断电
源等初期火灾的消防扑救。

救援指令下达后，该矿“一键式”
火灾应急救援机制立即启动。消防车
伴随着警笛声呼啸而至，相关职能部
门应急救援力量火速集结现场，在应

急现场指挥员一声果断口令下，各应
急小组随即行动。疏散引导组，“全副
武装”穿戴厚重的防护服具，率先快速
冲上“火场”楼层，疏散线路接应人员
到达指定位置；消防扑救组，消防器械
准备就序，抱水带、握水枪立身以冲锋
的姿态，等候下一步扑救指令；现场警
戒组，划设安全点，拉开警戒线，警戒
现场四周，保障场内场外安全。各小
组任务明确、分工有序、协调紧密，一
系列应急救援步骤瞬间同步展开。

“事故”楼层的走廊过道已经烟雾
弥漫，进入的疏散引导人员快速展开搜
救，很快所有“被困”人员被找到，在疏散

引导人员的协助引导下，7名女化验工统
一按照火灾疏散逃生的安全规范动作，利
用湿毛巾和穿着衣物的衣袖、衣襟捂住口
鼻，弯身曲腰，紧挨墙沿，安全有序地疏散
撤离到达指定安全地点，“有惊无险”的被
成功营救。消防扑救人员随即进入，消除
火情和清理“火场”后，时间显示9时40
分，整个应急演练过程用时10分钟。

通过演练，对进一步完善该矿火
灾应急救援响应机制、增强联防联动
应急协作能力、增强职工队伍安全意
识及火灾处置能力等都起到了提升促
进的作用，也达到良好的消防安全宣
传教育效果。 程海滨 朱 剑

——安庆铜矿年度消防安全应急疏散演练侧记

消防演练“假戏真做”显成效

本报讯 冬瓜山铜矿大团山工
区为保障井下交通安全有序，营造良
好的井下交通环境，“重拳出击”全方
位加强车辆管控。

该区针对井下车辆多、中段多、
线路远、作业范围广、巷道行车路况
复杂多变，运输车次多、任务繁重等
现状，首先加大载人皮卡车检查养护
及费用管理。要求开车前，必须逐一
检查零部件，下班前皮卡车必须停在
带有消防、喷雾的井下停车场，并打
开引擎盖检查，防止高温线路“自燃”
引发火灾事故的发生。班组长加强
对车辆点检、维护保养等工作的监
督。井下斜坡道多、弯道多，造成载
人皮卡车故障率高，维护维修成本居
高不下，该区新建立车辆维修台账，
进行月度分析，对维修费用较大的车
辆进行分析总结，记录车辆维修验收
结果，反馈维修质量问题。其次做好
无轨、有轨设备“治超”管理。今年以
来，该区对部分出矿电动铲运机作业
区域路基不平、弯多的作业区域采取
了电气方面的限速。此外，该区“党
员安环先锋队”不定期对车辆进行督
查，抓违章，堵漏洞，做到隐患排查全
覆盖，努力把好安全关。

刘志刚

大团山工区多管齐下
加强车辆整治促安全

本报讯 11月 19日上午，铜冠
建材公司组织团员青年召开专题组
织生活会，22名团员青年参加了会
议。会上，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
了团员代表，开展了团支部“对标定
级”工作，对照团支部“对标定级”自
评分表完成自评定级，采取“五必评、
双签字”方式，即评班子建设、评团
员表现、评活动效果、评制度落实、
评大局贡献，团支部负责人、团员
代表分别签字确认自评结果。同
时，该公司团员青年还集中学习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江 君 张 敏

铜冠建材公司团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

本报讯 11月 11日上午，动力
厂团委召开“对标定级，整体提升”专
题组织生活会，该厂热电车间党支部
书记、各团支部支委、团员共30多人
参加会议。会上，各团支部书记代表
支委作了述职报告，与会人员发表意
见，热电车间党支部书记江炼强对各
团支部工作进行点评并提出建议。
参会团员认真填写了团员民主评议
表和团支部民主评议表。同时，全体
人员还学习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并进行重温入团誓词宣誓。

高文花

动力厂团委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

本报讯 10月28日，金冠铜业分
公司购销管理部组织部门储运、仓库
管理人员以及物流、劳务服务单位相
关人员开展年度消防知识培训，重点
学习《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则》，现场
演示消灭初期火险、报警、正确使用消

防器材等内容，以进一步提升仓储管
理及相关工作人员掌握消防知识、增
强初期火险处置能力。

为抓好冬季仓储消防安全管理，
该公司职能管理部门在落实安全责
任到人，常态化抓好日常巡查管理

到位的同时，层层把控好物资材料
采购运输及仓储等各环节防火安
全管理，并在日常工作中着力增强
全员消防安全意识和处置初期火
险能力。

吴义德 吕年东

金冠铜业分公司扎实抓好冬季仓储消防安全管理

本报讯 日前，铜冠房地产公司观
山名筑项目8号、9号楼顺利交付。为
保证集中交房顺利进行，该公司统筹规
划安排，提前准备交付资料，多渠道及
时通知业主交房讯息，现场布置等各项
前期筹备工作。集中交房期间，销售、
财务、工程及物业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现场办公，为业主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交房现场，业主顺利完成相关手续办
理：提交资料、决算、缴纳物业费、签约、
领取新钥匙等。在办理完相关手续后，
由物业、施工单位人员带领业主验房，
耐心解答业主提出的问题，记录下业主
提出的每一个整修意见，并及时向项目
部反馈信息，限期整改。

董 焱

铜冠房地产公司观山名筑项目8号、9号楼顺利交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