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井双回路系统，通俗地说，就
是新增一套ABBDCS800变流器、主控
制系统、主回路和控制回路切换系统，
可实现手动、自动、检修方式开车，与原
电控制系统互为备用。”12月23日，在
冬瓜山铜矿东副井卷扬机房内，提升二
区副区长刘成高喜滋滋地指着新安装
的控制卷扬机系统说道。

冬瓜山副井提升机为一台功率
900千瓦直流调速系统，由于老电控系
统使用年限长，备件不好买，设备故
障时，罐笼往往被困30分钟以上。为
防止因为电气原因发生人员被困在罐
笼里的问题，该矿决定在冬瓜山副井

进行双系统改造安装。承担此项任务
的提升二区组织精兵强将，从10月 5
日起开始分2班作业。副井，担当主
安装的刘成高，手拿对讲机，眼睛注
视着正在安装系统的整个工序。这位
搞技术出身的副区长，在每次重点检
修中，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在关
键的工序上，他会言传身教地把把
关，对旁边的参与人员进行讲解。每
位参与安装人员在现场指挥的指令
下，安装新系统操作台、闸盘检测开
关支架制作安装、机房急停按纽支架
制作安装、电缆桥架加工安装、井口
放电缆……安装过程中，最难的工作

就是动力电缆的敷设，由于电缆线径
太大，且柜内的空间太小，施工难度
极大，共产党员、起重工吴雷把副井
更换系统当作“主战场”，关键时刻，
困难面前，他冲在先、干在前。他凭
着身高、手长的优势，和钳工班班长
胡旭东、维修班班长赵前贵配合黙
契，使用手动环链辅助电工安装到
位，在新旧系统电缆对接时，从电缆
沟中用手翻找出原电缆，并断电截断
重新制作电缆头，由于进出切换柜线
经300毫米电缆数量太多，接线中多
次调整才将所有电缆接线到位……在
液压站调试过程中，液压站油压不

稳，电机声音也异常，经过多次检查
调试，油压终于达到正常，电机声音
也恢复了正常。在变流器调试过程
中，罐笼运行时有震动感，电流摆动
幅度较大，通过认真分析，认为是电
流环参数设置不合理，经过多次调整
变流器参数，罐笼运行平稳，电流也
正常了，此外新设备手柄操作更灵
活，占位更精确，显示屏数值更直观、
更全面。

12月23日，安装冬瓜山副井双系
统安装调试工作历时半个多月圆满完
成，并试车成功投入使用。

胡敦华

新电控系统“安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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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金冠铜业分公
司奥炉硫酸车间实施完成脱硫蒸汽
冷凝水管道优化改造后，顺利实现
利用蒸汽冷凝水替代部分脱盐水补
充到环集回收槽管道，从而节省了
大量生产用脱盐水，降低了成本能
耗。

该车间针对脱硫系统脱盐水使
用消耗量大、成本较高的问题，同
时脱硫蒸汽冷凝水水质较好的情
况，积极探索“在符合工艺生产要
求下，能否用蒸汽冷凝水替代部分
脱盐水补充到系统中”的降成本措
施。经对脱硫蒸汽冷凝水取样化
验，论证其各项指标均符合要求，
用其作为环集回收槽补充水完全可
行后，随即安排人员增设蒸汽冷凝
水到环集回收槽间的管道，利用蒸
汽冷凝水替代部分脱盐水作为系统
生产补充用液。经观察目前使用效
果良好，初步核算每月可节约脱盐
水约1000吨。

马立军

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硫酸车间
小措施月可节约脱盐水千吨

冬季来临，有色动力厂供水一车间盯紧“蓝天碧水”工程，集中骨干力量每天
赶赴排泥水处理环保系统生产现场，进行冬季设备维护保养。图为该厂生产骨干
正在进行管道疏通作业。 徐道银 摄

本报讯 日前，铜冠投资金神公司
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和关键岗位人员
开展“重温入党誓词、加强廉洁教育”
主题活动。该公司党支部集中学习了
省、市以及集团公司纪委近期通报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典型案
例，重申党纪条规。通过学习讨论，要
求全体党员及关键岗位人员结合工
作，一是认真查找自身思想、作风和工
作方面的不足，明确下一步整改方向；
二是守卫职业安全，牢固坚守廉洁底
线。对个人存在的不良行为，落实整
改完成时限；三是进一步引导党员干
部和关键岗位人员坚定廉洁从业之
心，廉洁履行好职责，在今后的工作中
展现新担当、体现新作为,为企业健康
发展多做贡献。

夏富青 戴宝希

铜冠投资金神公司
开展“重温入党誓词、加强廉洁教育”主题活动

本报讯 时近年末，矿产资源中心
党委、纪委主要负责人以“党要管党、从
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为主题，
4天时间，对23名职能部门及生产单
位负责人开展约谈工作。约谈围绕“进
一步增强各级领导班子对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认识”，把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责任作为加强和改进领导班
子建设、树立良好形象的大事。约谈内
容包括各部门及单位负责人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履行“一岗双责”和

发挥领导干部表率作用情况，本人和班
子其他成员团结协作、廉洁从业有关情
况及存在的问题，对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开展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零
星物资采购（加工）情况，个人存在的倾
向性、苗头性问题及整改落实计划共六
个方面。约谈结束后，约谈对象将根据
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约谈领导提出的要
求，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计划，明确整
改措施，并依此提交本年度述廉述责报
告。 萨百灵 李文欣

矿产资源中心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约谈

本报讯 为加强党史教育，弘扬长
征精神，工程技术分公司机关党支部组
织全体党员集中观看中共党史教育电影
《大会师》，开展党性教育。通过观看影
片，大家重温了红色岁月，心灵受到了洗

礼，思想得到了升华。观看结束后，大家
纷纷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
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发挥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履行好机关工作人员服务、指
导、监督基层的职能。 杨 姗

工程技术分公司机关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截至12月22日，铜冠池州公司生产锌产品（含锌合金）11.03万吨，提前9天完成年度产量任务，连续四年突破10万吨
产量大关。图为员工正在吊运锌锭。 翟建军 摄

为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促进我市幸福美丽乡村建设，日前，铜陵市
老新闻工作者协会领导冒着寒风奔赴义安区胥坝乡中洲村，与村两委领导共商

“十四五”村党建和农业发展有关问题（如图）。市老新协领导表示要为该村文化
宣传工作做出更大贡献。 殷修武 摄

本报讯 日前，金冠铜业分公司分
析化验中心邀请设备工程师到厂安装
调试新X荧光设备，并对原有的两台
X荧光进行全面维保，以进一步提高
仪器高水平运行，保证数据的及时
性、准确性。工程师对两台仪器进行
了全面细致地检查，并向员工介绍了
仪器的内部构造。维保过程涵盖外

部水冷机的维修、真空泵油污的清
理、内部树脂的更换、分光室内杂物
的清理以及连轴器位置的矫正。通
过此次维修维保，进一步强化了员工
对X荧光专业知识的掌握，提升了员
工查找仪器故障的能力，为保障仪器
正常稳定运行奠定了基础。

陈幸欣 方 玉

金冠铜业分公司分析化验中心积极做好X荧光维保工作

本报讯 年末，金威铜业分公司
QC小组活动成果喜讯频传：熔铸分厂

“黄铜”QC小组的《提高黄铜铸锭表面
合格率》课题获安徽省质量管理小组
质量技术成果二等奖、铜陵市第三届
QC小组成果三等奖，板带分厂“卓越”
QC小组的《降低轧制油消耗量》课题
获集团公司QC成果二等奖。

今年以来，该公司高度重视质量
管理活动，注册建立了 8 个问题解
决型 QC 课题。各 QC 小组通过开
展系列活动，不断提升小组成员的
质量控制理念，激发职工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带动全员参与到质量管
理当中，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生产难
题。在此基础上，QC小组及时总结

经验，完成相关课题报告，积极参与
相关QC活动成果展示，取得喜人的
成绩。与此同时，该公司各项产品
质量指标均得到相应提升，截至 11
月底，紫铜、黄铜、合金铜加工成品率
较 2019 年 全 年 分 别 提 升 1.28% 、
0.81%、6.49%。

王志萍 黄军平

金威铜业分公司QC小组成果喜获佳绩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动力运转中心全力做好冬季供配电保全工作。近日，该
中心组织电气专业和维修人员开展冬季供配电系统巡查，重点检查了矿区外两条
进矿110千伏架空线路，将检查中发现的隐患记录并上报至能源管理部门。图为
该中心员工正在检查总降设备。 萨百灵 邢应甜 摄

本报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
开后,月山矿业公司党委迅速召开党委
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认真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把学习贯彻
全会精神这一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
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
来。

这个公司党委认真抓好两级班子
学习，进一步深化党员干部的思想政
治、理想信念、党性修养，认真贯彻集团
公司党委决策部署，本着围绕生产抓党
建，抓好党建促生产的宗旨，结合公司
当前工作实际确保完成集团公司下达
的各项任务。这个公司党委书记和党

委班子成员走进党支部联系点进行宣
讲，使广大干部员工认真领会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实质。宣讲集团公
司及本公司经营形势和应对举措，在思
想和行动上与中央保持一致，与统一广
大员工思想及行动相结合，与解决实际
问题、推动目标任务达成相结合。

这个公司党委还要求，基层党支部
要扎实开展好专题学习，以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引，联系服务职工群
众，听取职工群众意见，主动做党组织
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为打造
2021年企业各项工作开门红奠定坚实
的思想基础。 田 芳

月山矿业公司党委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12月 23日上午，金剑铜
业公司召开专题报告会，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邀请赤峰市委
宣传部讲师团讲师吴东风博士对“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做了专题宣讲报
告。通过辅导学习，让公司党员干部对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有了较为清
晰的认识和领会。会议要求全体党员
干部要把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重要政治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全会精神上来，积极参与企业改
革，谋发展促转型，为公司经营创效贡
献更大力量。要对标先进企业，立足新
部署、新要求，全力打造管理一流、指标
一流、绩效一流的新金剑，为铜陵有色
新发展做出新贡献。

夏富青 赵迪宇

金剑铜业公司召开专题报告会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在金隆铜业公司动力车
间近日召开的11月份工作例会上，在
肯定皮带廊拆除项目实现安全、环保
风险管控，成功拆除的同时，就拆除项
目实施过程中严格落实安全旁站监管
工作进行了总结。

皮带廊拆除项目是安全隐患整改
项目，对此，动力车间作为拆除项目的

属地责任单位，为切实履行属地安全
监管责任，从落实安全旁站监管抓起，
明确旁站人员的职责，实现施工全过
程旁站监管。严格的过程监管，确保
了施工过程中安全风险得到有效管
控。皮带廊项目的顺利完成，除各方
面的细致工作外，严格旁站安全监管
是突出的一环。因此，车间要求，今后

所有的施工项目，特别是存在安全风
险的作业项目，必须强化项目的安全
旁站监管工作，把旁站监管作为落实
各生产区域属地责任的有力抓手，并
积极总结实践中好的做法加以推广，
以此增强共同的安全意识，为该公司
明年的设备大修安全工作提供借鉴。

朱超清

金隆铜业公司动力车间强化项目施工安全旁站监管

本报讯 12月 25日上午，铜冠铜
箔公司举行2020年度QC成果发布
会。在发布会举行之前，共有18个课
题申报立项，选题范围涵盖优化生产工
艺、提高生产效率、节能降耗等，经过初
审后，共有6项课题进行现场发布。

会上，各小组发布人通过PPT展

示的形式，积极呈现创新、实用的优秀
成果。最终，铜箔三四工场“创优”QC
小组的《提高5G用铜箔生箔粗糙度合
格率》荣获一等奖，该课题提升了近30
万元的经济效益，同时提高了企业知
名度和下游客户的信任，为铜箔新产
品研发提供了借鉴价值。“我们将坚持

举办QC活动，将创新与实践相结合，
通过创新提高工作效率，提升质量管
理水平。”铜冠铜箔公司副经理王同做
了总结讲话，并号召大家通过分享知
识，分享经验和心得体会，让思路变得
开阔，让灵感和创意得到最大发挥。

孙德旺 李辰星

铜冠铜箔公司举行2020年度QC成果发布会

本报讯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
突发事件应对法》，在全国第二十个法
制宣传日之际，12月4日，冬瓜山铜矿
精矿车间在矿安环科的协助下开展了
有限空间应急救援演练活动。演练开
始，紧张的气氛立刻充满了精矿车间
派班室，朱权主任说：“接到铜38深井

泵房报告，有一名工友中毒晕倒在井
下，现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预案，开展
救援工作。”紧接着，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

救援组人员正确佩戴好正压式空
气呼吸器，带上对讲机、检测仪、手电
等物品，一同跑步来到泵房入口处，救
护组两名人员带上医药箱等也随同救
援组赶往泵房口立即展开救援……通
过搜索，发现了待救人员，并将人员快
速带离泵房……几分钟后，参练人员

回到车间大院，全体集中，朱权宣布演
练圆满结束。此次有限空间应急救援
演练，是对精矿车间应急救援能力的
一次大体检，通过演练，增强了员工安
全意识，提高了应急能力，构筑了生命
通道，锻造了救援链条。下一步，该车
间将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在创
造创新上做文章，给职工戴好“安全
帽”，念好安全“紧箍咒”，确保零事故、
零差错，努力交出一份优异的安全答
卷。 邹 霞

冬瓜山铜矿精矿车间开展有限空间应急救援演练

本报讯 为检查考核2020年度各
党支部党建工作开展情况，铜冠建安
公司于近日组织开展了2020年度党
建工作检查，对该公司11个党支部进
行检查。

本次检查以年初制定的《铜冠建
安公司2020年党建工作考核指标与
评分标准》为依据，通过党群工作部人
员对口工作检查与党支部书记互查互
检相结合的方式，对各支部的党支部
工作实录、信访、工会、计划生育、武装
保卫、党员安环先锋队、党员积分制管
理等台账资料及现场的党组织标准化
建设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对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和不足，检查组进行了反
馈，并列出了清单整改。该公司希望
通过党建检查及党支部互检的方式，
加强党支部间的沟通和交流，相互学
习其它支部党建工作中好的经验和做
法，促进该公司党建工作整体水平提
升。

杨 波

铜冠建安公司
开展2020年度党建工作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