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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23时55分左右，一声春
雷炸响，原本灯火通明的铜冠铜箔公司
铜箔三四工场突然间陷入一片漆黑，霎
时间，一个个紧急电话陆续拨出：“方
工，一期处理刚刚跳电了，处理机都停
了。”“超哥，二期生箔停电了，机子都停
了。”……10分钟后，住在厂区宿舍的该
党支部宣传委员、副场长方向东和党
员、副场长李超冒着大雨，循着手电筒

的亮光，迅速赶到现场，一线指挥造箔
车间和处理车间夜班人员如何应急处
理现场。

零时35分，三四工场大部分党员
骨干和相关工段负责人均已赶到工
场。“此次跳电事故是‘天灾’，但也是对
我们的一次考验，下面，我开始部署紧
急抢修任务……”该工场党支部书记周
杰召开完10分钟的紧急视频电话短
会，第一时间从十多公里外的家里赶到
现场，带领党员突击队员们紧急奔赴生
产一线，展开应急处置工作。零时50
分，一期处理工段长、党员赵举带领班

组人员，将处理机各个槽子的电解液全
部排空，并拿着水枪清洗槽体。与此同
时，水处理工段长、党员张松拿着手电
筒对各泵机开机情况、纯水和自来水管
道进出开关状态以及各废水池液位情
况进行检查确认。1时30分，一期造箔
工段长、党员凌亮在带领班组对最后一
台造箔机钛辊面上的残余铜箔进行清
理干净后，在工场微信群里汇报：一期
18台造箔机钛辊未发现电击，正在进行
空转试运行。经过紧急检查，各工段设
备相继恢复的同时，溶铜各工段也正干
得热火朝天。4时20分，二期溶铜工段

长、党员付强正带领3名班组人员，对G
列硅藻土罐进行清洗、检查，特种箔溶
铜工段长、党员方剑正在逐一检查所属
管路是否发生积液和结晶问题。

早晨 6时，该工场各溶铜工段管
道、电机等全部检查完毕，未发现因停
电造成电机损毁、管路堵塞等事故。“此
次跳电应急处置前期工作圆满成功，感
谢各位突击队员连夜奋战，大家辛苦
了，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争取尽快全部
开机，努力将此次跳电带来的停产损失
降到最低。”周杰在工场微信群里说
道。 何 亮 方知炜

跳电后的7小时：党员突击队一直在行动

冬瓜山辅助井，是冬瓜山铜矿惟
一一条废石提升系统，每天提升废石
量1600多吨。以往，该系统一直是半
自动运行状态，装卸载需要操作工手
动操作。假使箕斗提升后没有进行卸
矿又重新下行装运矸石，势必会造成
箕斗超载、井筒设施遭受破坏、卷扬机
刹车系统失灵等一系列严重后果。

为防止出现上述严重后果，确保
安全稳定生产，该矿提升二区技术人
员采取技术手段给箕斗戴上“紧箍
咒”，即防二次装矿保护，严格遵照安
全规章制度，以规范箕斗的“行为”，不

让其有一点“任性”的机会。
装载站卸矿溜嘴、卸载站曲轨位

置加装感应开关、接入信号至控制系
统，一系列操作一气呵成。由于每次
装矿开关一动作箕斗下行条件不满
足，只有当卸矿位置开关动作一次，下
行条件才会重新满足。为了解决这一
难题，特安排在电工装完开关、技术员
修改完PLC程序后，卷扬工将装有矸
石的箕斗，从负910米平稳上升到117
米卸载平台，稍作短暂停留后，再准备
开车下行。不料，却发现卷扬机联动
闭锁装置自动关闭，无法启动开车。
经过反复多次试验，当全部卸掉废石
后，箕斗在任意一个位置，重载下行，
卷扬机才能正常工作，并成功自动激
活了全部闭锁保护。

即便有防超载保护，但卷扬司机
与装卸载站操作工丝毫不敢松懈，严
格执行岗位标准，时刻守好安全第一
道防线。“不能因为有闭锁保护而错误
操作，现场元器件随时可能会造成损
坏。”该区副区长刘成高再三叮嘱，要
求操作工在交接班日点检记录表上记
录清楚。“安全工作需要全员参与，现
场岗位工要实时关注设备运行状态，
发现异常及时反映，技术人员及时解
决，如此才能将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
状态。”刘成高补充道。

安全第一，技术先行。近年来，提
升二区通过技术升级改造和小改小
革，修补漏洞，消除隐患，为该矿持续
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陈幸欣 张红卫

箕斗戴上“紧箍咒”

本报讯 连日来，安庆铜矿紧密结
合党史学习教育及矿山实际，开展新一
轮深化“三个以案”警示教育。

加强组织领导。该矿党委成立新
一轮深化“三个以案”警示教育领导小
组。坚持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层
层抓落实，推动形成上行下效、上率下
行的良好工作格局。强化监督效能。
该矿党委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强化党内
政治监督，特别是对领导班子的监督，

与纪检专责监督贯通融合、协调协同。
突出靶向施策。该矿两级领导班子及
成员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
去、把职责摆进去，密切联系本单位本
部门实际，结合集团公司近年来通报的
典型案例和信访反映，深入分析存在的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和广大职
工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靶向施
策，集中治理，强化针对性实效性。

程海滨

安庆铜矿开展新一轮深化“三个以案”警示教育

本报讯 近日,铜冠投资公司深入
开展新一轮深化“三个以案”警示教育
专题培训。会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
加强学习，进一步提高政治意识。坚持
把警示教育与推动重点工作相结合。
各单位要严格履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在“三重一大”项目建设和招投标事项
中，在履约过程中需要变更，需及时到

公司备案；在各类巡视巡察、督导督察
反馈问题整改中，认真抓好整改落实，
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坚持把
警示教育与公司高质量发展相结合。
党员领导干部要严格履行好“一岗双
责”，为公司经济健康稳步发展提供坚
强作风保障。

夏富青 方 珍

铜冠投资公司开展新一轮深化“三个以案”警示教育专题培训

本报讯 按照集团公司党委的总
体部署和铜冠地产公司党委的具体安
排，铜冠地产物业党支部制订了“以创
新员工竞聘机制推进金安物业发展”
的党建项目化攻关课题。为进一步落
实攻关行动措施，积极推进金安物业
公司“三项制度”改革工作，3月30日
下午，铜冠地产物业党支部开展了推
进“三项制度”改革座谈会。座谈围绕

“三项制度”改革怎么看、“创新机制”
怎么干等内容，全体党员对金安物业
公司推进“三项制度”改革工作的看
法、做法开展了热烈讨论。通过座谈
活动的开展，促进物业党支部全体党
员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为金安
物业公司下一步开展全员竞聘提供了
坚实的思想保障。

董 焱

铜冠地产物业党支部推进党建项目化攻关行动

本报讯 日前，铜冠池州公司铜铅
锌多金属资源综合利用项目被列入安
徽省2021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项目
行业类别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总投资近

5亿元，计划2022年建成。据了解，省
政府下达的2021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
中，纳入计划的重点项目总数7581个，
年度投资计划1.48万亿元。 李荣敏

铜冠池州公司一项目被列入安徽省2021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

本报讯 3月 21日，矿产资源中
心测绘技术人员经过连续十天的野外
勘测，完成了冬瓜山铜矿老鸦岭尾矿库
数据采集工作。春节假期结束后，该中
心测绘院开展冬瓜山铜矿老鸦岭尾矿

地形及剩余库容测量工作。此次测量
既为矿山提供了老鸦岭尾矿库现有容
积数据，也为今后生产规划提供了科学
依据。

萨百灵 汪兵兵

矿产资源中心完成冬瓜山铜矿老鸦岭尾矿库数据采集

本报讯 为加强设备5S精益管
理，促进员工素养和设备管理持续提
升，金隆铜业公司从4月1日开始在
全公司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设
备见本色”专项行动。

该公司结合 2021 年 TPM活动
方案，制定属地具体工作计划和方
案，把各项5S精益管理要求落实到
位。该公司要求各相关课室对区域
所属设备进行一次彻底整理、整顿、
清扫，现场无不必要物；主要设备均
按规定进行挂牌，落实到责任人；设
备管线按公司目视化管理要求进行
标识，有颜色区分和介质流向标
识。同时该公司还开展红旗设备评
选，公司23个TPM小组的设备为内
部标杆，其它设备按此对标，设备5S
要求必须做到“三清”“四无”“五不
漏”，即设备名称牌清晰、线路标识
色彩清晰、仪表盘表面清晰，无积
灰、无杂物、无松动、无油污，不漏
油、不漏水、不漏气、不漏风、不漏物
料。通过开展此次专项行动，将进
一步提高该公司TPM活动和5S精
益管理活动全员参与度与积极性，
实现“设备见本色”、无“跑冒滴漏脏
松锈”目标，使现场工作环境更加干
净整洁、安全可靠。

丁红琴

金隆铜业公司开展
“设备见本色”专项活动

本报讯 铜板带起皮现象一直是
困扰金威铜业分公司乃至铜板带行业
的技术性难题，由于影响因素复杂，尽
管技术人员多方努力，仍无法完全攻
克。近日，金威铜业分公司熔铸分厂
的一项小改小革，大大减少了铜板带
起皮现象。

在一次日常工艺纪律检查中，该
分厂点检员发现，新黄铜炉前室浇铸

管不在中心位置，向操作侧微微偏离
几厘米。“好家伙，这肯定影响铸锭质
量！”点检员发现以后立即上报，分厂
随即安排更换备用浇筑室，并召集维
修人员、工艺技术人员进行现场会诊，
会诊时发现，原来浇铸材料在烘烤时
体积膨胀，前室和炉体结合面受到挤
压产生较大间隙，导致浇铸管位置偏
离。为解决这一问题，决定将浇铸管

口位置后移5厘米，这样不需要拆除浇
铸料，既省时又省力。经过一番努力，
维修人员成功使浇铸管回到前室中心
位置。这次的小改小革，立竿见影地
提升了铸锭质量，后续因铸锭质量引
起的铜板带起皮投诉大大减少，推动
了铜板带品质的进一步提升，此外，也
为解决铜板带起皮这一技术性难题提
供了宝贵思路。 王志萍 王文超

金威铜业分公司小改小革解决大问题

花玲玲，一名在铜冠建安公司幼
儿园工作了19年的优秀教师，因企业
改制，经该公司招聘选拔，在铜冠商品
混凝土公司综合部工作至今。岗位转
换是从头学习的开始，上岗第一天，当
看到荒凉的未建成厂区及周边环境，
小花心里打起了退堂鼓，父亲很普通
的一句话激励了她：“不要看眼前，你
所经历的，都是以后的财富。”

万事开头难。作为一名单身母
亲，父母支持和女儿理解尤为重要。
花玲玲曾经对女儿说；“妈妈现在就是
一只笨鸟。”懂事的女儿回答：“那你一

定要先飞啊！”从原本对混凝土企业的
一无所知，到投产前期企业基础资料
的较好完成和后期持续完善，从投产
初期对市场开拓的一窍不通，到跑市
场签回6份混凝土销售合同和所签项
目应收账款全部回收，从最初艰难的
瓶颈期跨越到较为成熟的稳定期，“先
飞”让她付出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

“不要小看自己，人有无限可能，只有
不断学习、不断成长、提升自己，才能
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她是
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凭着一份责
任与坚持，凭着一股韧劲和拼劲，花玲
玲在这平凡的岗位上，一干就是 15
年。

15年里，她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
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上尽职尽责，尽

心做好服务、参谋、管理、协调、承办等
工作。“将市、区及上级相关主管部门
下达的工作任务交给她，很是放心。”
这是商品混凝土公司领导及同事对她
工作业绩的最好评定。“依旧是平凡，
冬去春又还。”对于花玲玲来说，她所
担任的综合部的工作是繁杂琐碎的，
是平凡的，同时也是快乐的。把每件
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件平
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能为企业多
出一份力，是她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永
久的心愿。正是因为这份初心，才使
她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始终保持一份
干劲和热情；正是这种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的坚持，才显得弥足珍贵。只要
心里有方向，平凡也会一路繁花。

江 君 马能飞

——记铜冠商品混凝土公司优秀员工花玲玲
平凡中的不平凡

本报讯 随着“我为物流作贡献”
主题演讲赛落下帷幕，池州铜冠物流
公司为期15天的“有为才有位”大讨
论活动圆满收官。

3月中旬，该公司开展了以锻造一
支“工作作风实，业务能力强”的员工
团队为目标的思想大讨论活动。此次

活动的主题是“有为才有位”，公司每
位员工结合自身工作情况及公司生产
经营实际广泛讨论，并将心得体会撰
写成文。3月30日举行的“我为物流
作贡献”主题演讲赛就是对此次大讨
论活动成效的检验和总结。全国劳模
陈友生的一席话代表了广大员工的心

声，他说：“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我们物流公司在安全环保和市场竞争
中面临的挑战更多，我们要继续保持
奋斗的姿态，撸起袖子加油干，向新目
标奋进，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喜迎建党
100周年。”

胡 淳

池州铜冠物流公司大讨论活动激荡起一江春水

本报讯 3 月 22 日晚，张家港
铜业公司各个党支部组织党员职工
观看专题节目《榜样5》，节目中抗疫
战斗中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深
深感染了每一名党员。该公司行业
劳模饶俊观后说：“《榜样5》中的人
物事迹深深触动了我的心灵，从他
们的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员应该有
的模样，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继续秉
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矢
志不渝地实干巧干，真正做到一名
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发挥党员模范
带头作用。

许 乾

张家港铜业公司组织
观看《榜样5》专题节目

本报讯 每个工作日一上班，
铜冠冶化分公司硫酸车间第一时间
就召集技术员等相关人员开碰头
会，汇总前一天的设备维修工作情
况，当天需要开展的维修工作。通
过实行工作日设备晨会制度，重点
加强老旧、故障频繁设备的巡检维
保力度，为生产系统平稳运行提供
设备保障。

胡永斌 陈治康

铜冠冶化分公司硫酸车间
开好晨会强化设备管理

本报讯 金隆铜业公司硫酸车
间电化学工序是生产废水处理系统
的最后一道工序，其运行状态直接关
系到废水排放指标的稳定性。由于
该工序已长时间连续运行，斜板沉降
池内有结垢产生，如不及时消除结
垢，可能会给达标排放带来风险。为
消除环保风险，该车间组织员工对电
化学斜板进行清理。由于清理工作
量很大，员工们足足忙碌了四个小
时，共清理出十余吨泥垢。通过此次
清理，电化学斜板堵塞状态明显好
转，给工序的稳定运行提供了安全保
障。

胡 亮

金隆铜业公司硫酸车间
员工清理电化学斜板

铜冠机械公司备件制造分厂员工正在操控数控火焰切割机下料。该分厂自开年以来紧扣生产目标，在调配好人员、设
备、原材料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劳动竞赛活动，掀起大干热潮，全力推进在产项目按时按质完工。 王红平 秦 蓉 摄

3月31日，铜冠建安公司商砼党支部与铜冠建材党支部联合组织全体党员前
往繁昌县荻港镇板子矶渡江战役第一登陆点，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通过了解
当年百万雄师过长江第一船登陆的英勇经过和渡江英雄们的革命事迹，全体党员
感受了那一段炮火中热血与信念并存的红色记忆。两党支部党员还在“第一船登
陆”旧址前重温入党誓词。 江 君 花玲玲 张 敏 摄

为丰富女
职工的文化生
活，展示新时
代女职工的巾
帼风采，日前，
铜冠铜箔公司
工会举办女职
工手工制作才
艺展活动。图
为该公司员工
在观赏女工自
制的优秀作
品。
何 亮
彭 蓓 摄

日前，铜冠（庐
江）矿业公司员工
在食堂就餐时，选
用丰富多样的小
菜。该公司一贯坚
持将职工食堂菜肴
品种、品质、安全放
在首位，不但安排
专人早上去市场选
购新鲜食材，还自
制品种丰富的小
菜，以供各类职工
的需要，确保給边
远矿山的职工提供
保质保量的饭菜。

黄从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