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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寒风凛冽。12月7日一
大早，记者来到铜冠（庐江）矿业公司，这
里生产一如往日红火，各车间工人们依
旧忙碌，矿山生产呈现一派火热场景。

在该公司选矿车间，记者看到一群
人正围在一个大型设备前忙碌着。“大
家都在干吗呢？”记者问道。“那边正在
对顽石破的新动锥进行调试，我们汪主
任一大早就带人在那了。”一位工人随

口应答。记者在现在了解到，顽石破主
要是对半自磨排出的顽石进行破碎再
处理，对处理量约有10%的提升作用，
每次开、停对生产任务的完成有极大影
响。“此次新动锥调试成功，与原有动锥
一用一备，实现了动锥衬板更换整体
化，将维修更换时间缩短了约三分之
二。”选矿车间主任汪晓春说。

随后，记者来到动力运转中心，陪
同人员告诉记者，正在设备前巡检的是该
车间电气主任胡正鑫。据了解，年底来
临，动力运转中心组织人员积极做好年前
检修工作，工人们坚守在提升区控制室、

破碎工段等重要岗位，确保生产任务的完
成和设备安全运转。董志勇是动力运转
中心提升班班长，参加工作20多年，当班
长也有十几年，每逢节假日，他都义务奉
献在岗位上，保证节日期间生产万无一
失。董志勇告诉记者：“最后一个月了，我
们更要提精气神，提升班对于矿山来说关
系重大，井下每时每刻都需要人值守，只
要井下有一个人，我们提升班就必须坚守
岗位，确保人员设备的安全。”

记者紧接着又来到采矿工区维修
间，从该工区维修班长凤兵口中了解
到，该工区正利用生产间隙，针对铲斗

底板磨损严重无法使用的问题，将原铲
斗磨损的底板切除，并用切割好的相同
大小的耐磨板代替，在两侧焊接自制

“燕尾”以增加其底板承重力，并在其背
部间隔焊接100毫米×1200毫米加强
筋板，以增强铲斗整体铲矿时的张紧
力，使在其前端焊接自制铲刃时，铲斗
更容易在采场收矿。

“短短两天时间，我们已成功修复
了LH409E型电动机铲斗，并试用正
常，全力保障全年生产不停歇。”凤兵高
兴地告诉记者。

夏富青 刘 祥

冬日里的矿山温度

本报讯 “今天的阳极板刀口情况
与昨天相比有明显改善，刀口板和倒刀
口板数量少多了，但目前圆盘模况不是
很好，有几个铜模出现了模面拉坏的情
况，接完班务必持续关注……”“好的，
明白。目前模温如何？是否稳定？若
浇铸期间出现粘模现象可就不好处理
了。”“放心，现在模温非常稳定，控制好
冷却水和喷涂系统参数，浇铸速度不易
过快，尽量不要有飞边毛刺。”12月2日
一大早，金冠铜业分公司双闪精炼车间
圆盘控制室里，正在交接班的生产一班
圆盘操作员朱玮和二班凌成如此对话。

作为在圆盘岗位工作了好几年的
老师傅，纵使他们对圆盘操作早已成竹
在胸，但像这样的交接班对话也是必不

可少的。圆盘浇铸岗位操作对精细化
操作水平要求比较高，除基本操作以
外，还需时刻跟踪检测浇铸出来的阳极
板物理外观质量，以及对各项生产参数
进行动态调整，因此，于交接班时详细
了解现场状况至关重要。

这边交接班刚结束，班组圆盘岗便
立即忙碌起来。黄士洁发现喷涂罐内
喷涂液不多了，立马通知控制室陈铎帮
忙开行车吊运硫酸钡；阳极炉溜槽边
上，徐太红正疏通溜槽里的渣子，保证
铜水流量；质检员潘年生，一大早便在
阳极板堆场和圆盘两头跑，实时跟踪阳
极板质量；喷涂岗位的吴正洲，也早已
在现场待命，穿戴好厚厚的劳保用品，
顶着高温，时刻关注着现场状况，并不

时上前撬包子……生产现场虽忙碌，但
一切都井井有条，各个岗位的员工都各
司其职，在保障阳极板质量的前提下，
尽可能提高浇铸速度和阳极板产量。

从今年年初开始，该车间积极响应
该公司管理提升年活动号召，开展圆盘
浇铸速度提升课题攻关活动。为保证浇
铸速度提升后阳极板质量不受影响，该车
间上下一心，多措并举，定期安排生产专
职对班组员工进行标准化和精细化操作
培训，减少人为因素对阳极板质量的影
响。要求管理人员进行“现场走动管理”，
即党员和生产骨干每天必须到阳极板堆
场，实时跟踪检测阳极板物理外观尺寸，
主动与电解车间及时沟通联系，统一阳极
板检验标准，指导圆盘阳极板浇铸生产。

该车间技术攻关小组以“每周一
问”和课题攻关活动为抓手，对圆盘喷
淋水及喷涂系统管道结构进行改良优
化，减少阳极板的飞边、毛刺、耳部过厚
等现象，为圆盘提速提供保障，进一步稳
定阳极板质量水平。坚持每周五召开阳
极板质量分析会议，要求车间管理人员、
当班的班组长及质检员全部参加，集思
广益，总结分析每周圆盘生产状况和阳
极板质量情况，提出问题并及时处理。

今年以来，该车间圆盘平均浇铸速
度稳定保持在105吨/小时以上，较去
年同期提高7.14%，阳极板质量始终保
持稳定，阳极板合格率稳定在98.88%
以上。截至11月份，阳极板产量已超
产12900余吨。 陈幸欣 邓印华

金冠铜业分公司精炼车间多举措强管理增效益

本报讯 近日，铜冠池州公司就
《铜铅锌多金属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与
铜陵有色设计院进行设计深度对接，
双方在项目进度、方案优化、导入激励
措施、提高施工质量等多方面认真磋
商。据了解，《铜铅锌多金属资源综合
利用项目》是该公司解决库存两渣处
理及未来发展的重要项目，能彻底解
决企业的环保压力，扭转目前“亚健

康”不利局面，为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强
劲动力。当前项目已完成《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评审及批复，池州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正组织对项目能评及煤炭替
代方案评审。余热锅炉、侧吹炉、烘干
机等主要设备招标文件编制完成，项
目总图布置、熔炼区域配置图、次氧化
锌平面布置基本确定。

钱冬枝 张 军

铜冠池州公司与铜陵有色设计院进行重点项目设计对接

本报讯 12月 2日下午，金冠铜
业分公司党委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扩大）会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专题培训会，
深入推进《民法典》普法工作。

培训会邀请集团公司法律顾问、专业
律师进行授课。培训围绕“九大亮点”“八
大风险点”“十大变化”“对企业的启示”四
个方面展开，对《民法典》相关内容进行了
有针对性的解读。对于与企业关系密切
的合同条款争议、招标公告、采购合同范

本编制、网上采购交付时间等规定内容，
授课教师着重进行了讲解。该公司将《民
法典》学习宣传作为持续性、常态化的一
项工作来抓，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
引导干部职工在学习、遵守、维护《民法
典》的同时，带头宣传、推进、保障《民法
典》的实施，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推动工作的能力，努力形成办事依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
法的良好法治环境，不断提升企业法治建
设水平。 萨百灵 吴家富

金冠铜业分公司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专题培训

本报讯 日前，冬瓜山铜矿组织
人员对全矿供配电系统进行一次隐患
大排查，确保冬季全矿供配电系统的
安全运行。

入冬以来，该矿认真做好设备的
防寒、防冻、防火工作，保障全矿生产
正常运行。此次供配电系统检查范围
主要为地表的110千伏总降和各生产
单位的高配室及各变电所内供配电设
施及进出线电缆，共列出检查内容二

大类10个项目，并要求提升一区、提升
二区、选矿车间、精矿车间及各采掘工
区自行组织对所辖区域内变电所进行
检查，重点排查单位动力车间在完成
日常工作或重点工程的同时，合理安
排检查人员会同机动部对所辖区域内
变电所进行检查。主管部门机动部将
组织有关人员，对各单位的检查及隐
患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结果列入
年度设备管理考核。 汤 菁

冬瓜山铜矿对全矿供配电系统进行隐患排查

本报讯 随着近期温度逐渐下降，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针对可能出现的冰
冻低温天气，未雨绸缪全力做好防寒防
冻工作。该公司将设备防寒防冻作为当
前重要工作来抓，成立了专项检查小组，
对关键设备、重点部位、物料管线、水管
路、油站、保温设施、通信线路、电线电
缆、仪表等重点进行检查，对可能产生存
在冻害的设备设施，进行了及时的防寒
防冻处理。提前准备好防冻海绵、氧气、
乙炔、手套、麻袋等防寒防冻所需的物资
材料，第一时间在生产现场产生积水、积
冰时，能够及时投入使用。除此之外，该
公司还安排专人每天两次查看天气预
报，在温度降至0摄氏度及以下和天气
预报有寒流或温度急剧下降时，立即启
动防寒防冻应急预案。 王树辰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做好防寒防冻工作

本报讯 今年以来，铜冠铜箔公
司池州铜箔工场第二党支部充分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坚持党建工作服务生
产不偏离，通过打好“四张牌”，提升党
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有力推动各项任
务圆满完成，助推基层党建与生产经
营相融合、双促进。

打好“学习”牌，提升服务规范
化。该支部加强党员教育培训，提高
党员的党性观念，2020年该支部共组
织党员政治学习40余次，党风廉政教
育4次，专题党课4次，充分激发党员
在助力工场生产经营工作中的先锋模
范作用；组织全场职工学习24次，学习
范围涵盖专业知识、时政等各方面，全
方位提升一线生产人员的思想认识。

打好“排查”牌，全面摸底精准
化。池州铜箔工场第二党支部班子成

员每人挂包两个工段，对工场组织软
弱涣散的工段进行再排查、再整改。
工场近期面临缺员的困难，通过班子
成员深入工段、深入班组，和生产人员
战斗在一线的两级联动的方式，提高
一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为
缺员这一情况暂时解了燃眉之急，从
而进一步提升基层党支部战斗力和凝
聚力。

打好“劳模”牌，加强队伍专业
化。该支部铜陵市劳模充分发挥省级
劳模创新工作室作用，领衔成立科技
攻关小组，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企业
发展第一动力，抢抓锂电行业技术升
级机遇，加快了新产品研发。该攻关
小组在实现6微米锂电铜箔量产的基
础上成功研发4.5微米锂电铜箔，铜箔
向更薄、更高端方向发展，延伸了产品

的深度，产品附加值提升近40%，进一
步拓展了产品的宽度，使产品结构更
加完善。

打好“制度”牌，制度落实常态
化。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
日”、民主评议党员等各项制度。以开
展谈心谈话工作为抓手，了解工场职
工存在的困难和他们最为关心的重点
问题，班子成员“对症下药”，及时帮助
职工解决难题，通过和普通员工开展
谈心谈话制度，支部及时了解到溶铜
工段有一员工家庭条件极为困难，并
将这一情况及时反映给公司工会，为
其申请困难职工。严格落实党员积分
制管理，深化“顶在前面、干在难处”专
项行动，党员干部时刻顶在生产、攻关
一线，做到所有党员都是党的政策方
针的宣传员和践行者。 吴 猛

铜冠铜箔公司池州铜箔工场第二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打好“四张牌” 推动双促进

12月2日8时许，铜冠冶化分公司
胡童民换上工作服，穿戴好劳保品，拿
上手电筒，忙起了一天的工作。

胡童民是该分公司球团车间生产三
班值班长。与正常生产期间不同，由于
系统中修，他被抽调上白班担任中修督
查员，主要负责主机区域的施工进度、
质量以及安全环保风险管控。

环冷机是他进行巡检督查的第一
站，记者跟随他进入环冷机内部。环冷
机内部，虽有灯光，却仍不及外边阴雨
天气来的明亮。“他们这是在更换耐材，
耐材更换要注意区分内环与外环，那边
是在安装后挡墙，那是在拆除环冷机复
位轮……我们不仅要检查施工质量、进
度，还要做好施工安全和环保监护，决
不能有一丝疏忽，决不能放过任何一处
问题。”胡童民指着正在施工的人员一
边说着，一边认真检查环冷台车轮轴承
轴套的更换情况。胡童民对环冷机检
查完毕后，径直来到了回转窑。回转窑
是本次检修重点，由于前几天窑尾耐材
打掉了，筒体锁口铁也割除完毕，昨天

已将新的筒体拼装焊接完成，现在正在
更换垫板和串窑底座地脚螺栓。“由于
工期比较紧，工作量多，导致现场存在
交叉作业，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安全交
底，告知施工区域的危害因素和工作注
意事项，并且让他们集中堆放好清理的
固废物，做好分类、暂存，细心叮嘱班组
和外协人员，检修要切记断电挂牌，必须
做到‘谁挂谁摘’，持证上岗，进入有限空
间必须严格按公司要求。”胡童民说。

环冷机更换链齿及轴承、环冷内更
换耐材、环一风机更换叶轮、环三风机
更换新叶轮等，这些场地都离不开胡童
民的身影。巡检一圈回来的他，脚下的
劳保鞋已经布满了尘泥，灰迹斑斑，本
就不太干净的工作服浸透了汗水，顾不
得感冒就把湿漉漉的衣服从身上揭下
来挂在椅子上晾干，他便立即与同事讨
论现场问题：“中修期间，我们要把平时
检查不到的部位认真核查一遍，决不能
放过任何一处隐患，为明年的生产打下
一个良好基础。”

夏富青 刘一博

中修督查员胡童民的一天

12月2日上午10时30分，随着一
声轻脆的按钮声响，停运120分钟的
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厂区硫酸区域硫
化反应槽搅拌桨叶飞快地旋转起来，
将处理后污酸源源不断地送至下一道
工序……至此，工程技术分公司承揽
的奥炉硫酸车间硫化反应槽减速机抢
修任务圆满完成。

“嘟嘟……”当天上午8时30分，
刚刚排完班准备奔赴各个检修现场的
工程技术分公司金冠项目部电解维修
班班长仇恒红的手机就接到了属地方
的电话，要求立即派人紧急抢修奥炉
硫酸车间硫化反应槽传动减速机。硫
化反应槽是奥炉厂区的环保设备，也
是硫酸车间的关键设备，该设备的停

运直接影响整个奥炉厂区硫酸车间的
正常生产。为了确保该设备能快速恢
复生产，班长仇恒红立即调整派班计
划，抽调人员迅速展开该设备检修工
作。他将人员分成两个作业小组，一
组带上工器具直奔现场查看并进行安
全确认，另一组则前往仓库，领取备品
备件运至现场。

天公不作美，下起零星小雨，给抢
修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难度。不一会，
检修小组4位检修人员赶至抢修现场，
挂好检修施工作业牌，拉好安全警戒
带，做好四方现场确认后，检修工作迅
速展开。班长仇恒红第一个登上狭小
的作业平台，手拿工具，拆卸搅拌桨上
的减速机；高广平顺着楼梯登上设备

顶部，将2吨手拉葫芦挂在顶部的着
力点上，放下葫芦吊钩；沈自发则用4
分钢丝绳头把沉重的减速机锁紧、钩
牢、起吊，整个过程一气呵成，雨水夹
带着汗水，顺着4名师傅的安全帽檐
往下滴，可师傅们全然不顾，依然配
合默契，井然有序，冒雨鏖战在设备
抢修现场。此时，仇恒红师傅的心里
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绝不能耽搁抢
修进度，进而影响设备的开动率。功
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该公司金冠项目
部4名维修师傅的合力奋战，仅用2
个小时就圆满完成了2台减速机，2台
电机的拆装、更换作业，并一次性试
车成功。

黄天成

冒雨抢修硫化反应槽减速机

本报讯 12月7日下午，中国建材
研究总院领导赵延敏一行到铜冠建材公
司考察调研。赵延敏一行参观了生产车
间、实验室及产品展示厅。建材公司负
责人介绍了公司基本情况、主要产品产
能、胶凝材料项目建设、生产工艺、产品
创新研发和推广应用、固废综合利用及
市场开拓等情况。赵延敏一行针对相关
产品生产工艺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问题。
双方就建材产品发展及固废应用等进行
了交流，为该公司后期发展提出指导性
意见和建议。 江 君 张 敏

中国建材研究总院领导
到铜冠建材公司考察调研

本报讯 金隆铜业公司原料课充分重
视金属平衡工作中关于原料采购的金属平
衡统计工作，做好金属平衡讨论会中进口
铜精矿进厂与结算重量差异比对等基础
性工作。首先认真做好相关数据收集、整
理、整合和比对工作，每月制作进口铜精
矿重量比对表总表和分表两张表，总表从
装港条款、卸港条款、冶炼厂条款三方面
和不同卸货港方面多维度进行汇总和分
析，分表从每笔进口铜精矿的装卸港、矿
种、品质等级、品位、进场与结算重量差异
等方面细化进行汇总和梳理，最后做好对
差异较大的进场与结算重量原料批次同
供应商和港口进行协商处理，争取取得
有利于公司的商务结果。 杨浩伟

金隆铜业公司做好原料进厂数据比对工作

本报讯 今年以来，金冠铜业分公
司奥炉精炼车间在落实开展管理提升
年活动中，结合生产实际，对车间、工序、
班组各类报表台账进行梳理和优化，既
减轻了班组工作负担，又提升了生产管
理效率。该车间按照“利于安全、利于生
产、利于操作”的原则，针对班组反映各
类报表繁杂过多的问题，对各类生产报
表进行全面梳理列出清单，并结合实际
合并交叉重复及作用不大的填报项，同
时通过电子化备份或编写公式自动生成
报表的方式，实现部分生产报表电子智
能化。 刘 欢

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精炼车间优化改进生产报表管理

12月5日，工程技术分公司员工正在金隆铜业公司熔炼车间开展维保作业。工程技术分公司今年在深化5S精益管理
中，加大了维保现场5S创建活动，将5S的作业要求纳入相关作业人员的作业标准和操作规范，并通过合理隔离、设置维修作
业标识等措施，使维修现场得以规范化。

王红平 丁 嵘 摄

有色动力厂供水生产保障线新上排泥环保处理系统项目，是保卫长江之水的
重要举措。该厂制水女工严涛涛把新设备图纸和几万字标准内容变为看得懂、简
单易记的8个步骤，完成了排泥环保生产操作法的制定。经过厂部专家审定和现
场确认，该厂以她名字命名“严涛涛排泥环保生产8步操作法”在全厂推广施行。
图为严涛涛正在排泥间进行操作演练，创新实践。 罗 鹏 摄

12月8日，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动力运转中心结合岁末安全、环保综合大检
查，对主、副井提升及供配电系统及110千伏变电站等处进行检查，确保卫生整
洁、设备运行正常、物料堆放规范整齐、消防器材完好、消防通道畅通。图为检查
人员在110千伏变电站中检查消防器材。

萨百灵 王树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