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2 2021年11月30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窦 华 综 合 新 闻综 合 新 闻综 合 新 闻综 合 新 闻

在铜冠铜箔池州公司五六工场成
品车间有这样一名“多面手”，她不仅
善于车间的各项管理工作，同时也是车
间的技术大拿，对发货工作更是一丝不
苟，极少出现错误，她就是铜冠铜箔公
司优秀班组长吴慧瑾。

2012年进入公司后，吴慧瑾就一
直在成品车间工作。今年初因为各方
面表现出色，她被从班组抽调出来协助
工段长管理整个工段。“从管理一个班
组七八个人的生产任务到管理整个工
段七十多人的各项工作，那段时间我每

天觉都不够睡。”回想起开始负责整个
工段管理的时候，吴慧瑾还记忆犹新。
为了尽快熟悉业务，她硬是用了几个晚
上的时间，把分切工段所有工作全部梳
理了一遍。就是凭借着这股劲，吴慧瑾
很快适应了分切工段的管理工作。而
让吴慧瑾一“战”成名的是她别具一格
的管理方式。吴慧瑾改变了传统的模
式，将分切机台承包到人，转变之前统
一管理的局面，目前已经形成一期和二
期相竞争、班组和班组相竞争、员工和
员工相竞争的局面，特别大夜班取消之
后，日产不减反增。

在做好管理工作的同时，吴慧瑾也
不落下专业能力。成品车间机器种类
多，主要分为国产、日产和韩系三大类，

三类机器各有特点，导致不少员工特别
是新员工，只能操作一到两类机器。为
了解决这一难题，吴慧瑾一有时间就去
研究机器，并摸索出一套操作机器的办
法，并且把这些办法传授给新员工。“我
照着我们班长交给我的方法，机子速度
开到了每分钟70米，之前速度都在每
分钟55米左右，而且班长还教了我一
招，现在每次下卷能减少5分钟时间
呢。”2021年刚入职的大学生周蔚舟告
诉笔者。今年，在分切4.5微米锂电铜
箔过程中，撕边和划伤是最大的难题。
作为技术骨干，吴慧瑾在研究4.5微米
铜箔分切上花了大功夫，她提出对连轴
切刀进行改良，再和技术人员一边调试
一边摸索开机，最终将分切机调试到分

切4.5微米锂电铜箔的最佳状态。
日常发货是整个成品车间尤为重

要的一个环节，吴慧瑾对日常发货极为
重视。“之前发货对箱号、标签就对三
次，我现在增加到了五次，一卷铜箔做
出来之前花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可不
能因为发货原因导致产品出现问题。”
在一楼成品车间，吴慧瑾看着一箱箱铜
箔在装车和笔者说道。据了解，自吴慧
瑾负责日常发货以来，该公司因发货导
致产品投诉降低了近75%。

正是精通车间的各方面工作，吴慧
瑾得到了工场领导和员工的一致认可，
先后多次荣获该公司“先进生产者”“优
秀班组长”称号。

何 亮 吴 猛

——记铜冠铜箔公司优秀班组长吴慧瑾

成品车间的“多面手”

本报讯 冬瓜山铜矿充填区坚持
开展节支降耗不松懈，针对采场充填治
理、管道系统腐蚀磨损等不利因素，全
区职工纷纷为节支降耗建言献策，先后
提交充填体“自凝”封堵围岩裂隙法、淘
汰落后照明节约电能等十多项节能环
保“金点子”。

针对井下采场充填围岩构造复杂
多变、裂隙渗漏频繁等不利因素，该区
井下充填二班班长钟兵通过对新投入
采场充填和进入接顶阶段采场充填进
行分析与比对，掌握到新采场底部结构

的围岩裂隙明显多于上部中段的接顶
采场，他还发现频繁的裂隙渗漏故障，
时常制约管道系统的正常运转。钟兵
在不影响充填质量的前提下，向该区建
议根据各处采场充填体的上升高度，一
方面提前规划好充填管道线路与对应
采场连接走向；另一方面严格把关不同
采场充填节奏和充填次序的合理调
控。此举既激活了系统管道运转效应，
同时也发挥出充填体“自凝”封堵围岩
裂隙的效果，起到很好的降本增效效
果。由于井下主充填管道均已超年限

使用，管道磨损老化现象严重，时常出
现砂眼渗漏故障。加之寒冷季节对高
速运行管道产生“外冷内热”的不利因
素，也会加速管道磨损故障。为此，维
修综合班班长阮学军一方面提前制作
了不同类型铁片卡箍、棉质卡箍等小
件，对原有渗漏点加装一道“内防热胀、
外防寒潮”的保温散热装置，另一方面
建议在井下充填固定区域备置了“堵漏
王”材料，一旦充填管道出现细微渗漏，
可随即封堵，有效延长管道使用期限，
避免不必要的成本消耗。

随着节能环保意识不断增强，该区
逐步对井下传统照明进行整改更换。
由于原先安装的白炽灯照明不仅消耗
高，还容易损坏。另外，受充填采场高
温、高湿和爆破冲击等环境因素影响，
使得充填施工的供用电设施受到腐蚀
和损坏。对此，维修班组电工章华在及
时做好供用电设施故障整改与日常维
护的前提下，积极建议将老区和冬瓜山
深部等主要中段的巷道照明统一安装
为节能照明；对高温环境下的变压器、
控制开关等设备，采取安装风扇、转移
合适位置等办法，整改一新的巷道照明
及供用电设施起到了节能降耗的效果，
更为安全生产提供了保障。

汪为琳

冬瓜山铜矿充填区集思广益降本增效

本报讯 日前，金冠铜业分公司党
委开展四季度党支部书记例会，总结分
析三季度党建工作开展情况及通报基
层党支部检查考核结果，落实四季度党
建重点工作。该公司党委强调四季度
要注重做好职工思想教育工作，认真开
展谈心谈话活动，稳定职工队伍留住
人；要规范做好党建基础工作，特别是
针对三季度党建检查考核中发现的问
题，务必严格对照制度要求做实做细党

建工作；要继续抓好党史学习教育，创
新形式，增强工作实效；要常态化抓好
党建“领航”计划支部特色工作、党建项
目攻关行动、党员先锋岗、党员积分制、

“我为群众办实事”、党员示范岗等各项
党委部署工作。针对年内仅有月余时
间，强调各党支部要对照全年工作计
划，做好查漏补缺，认真梳理总结，谋划
好明年重点工作。

李 星

金冠铜业分公司党委落实加强四季度党建工作

本报讯 11月25日，铜山铜矿分
公司召开党支部书记学习培训暨党建
工作会议，进一步提高基层党支部书
记、党务工作者的管理水平、政策理论
水平、业务素质和创新能力，提升党建
工作质效。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部署了近
期党建重点工作，各基层党支部分别汇
报了一年来支部工作开展情况、党史学

习教育、支部特色工作、党建攻关项目、
党员安环先锋队、党员积分制管理等情
况并提出对党建工作的意见、建议。该
公司党委委员、书记对各基层党支部提
出的意见、建议和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难
点问题逐一进行了回应，并给出相关解
决方案。同时就如何做好下一步党建
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张 霞

铜山铜矿分公司召开党支部书记学习培训暨党建工作会议

本报讯 针对冬季低温天气可能
对人员、设备、作业现场带来的不利影
响，金隆铜业公司电解车间提前防范部
署，采取多项举措强化冬季安全工作。
该车间将冬季“七防”工作重点放在生
产一线，明确防火、防冻、防滑等工作要
求与责任，充分利用晨会、安全例会、班
组交接班会等时机，广泛开展冬季“七

防”安全学习培训，增强员工安全防范意
识。同时加强现场检查监控，密切关注
生产现场温度控制，定时监测，确保各生
产工序、产品质量稳定，着力做好对生产
现场及职工生活区的安全用电管理，现
场防冻、防滑应急物资提前准备，加强临
边防护，提升冬季防护安全系数。

陶 洪

金隆铜业公司电解车间多举措强化冬季安全工作

本报讯 11月24日至25日，铜冠
（庐江）矿业公司组织开展11月份安
全、环保综合大检查。此次检查共计
15个小组，分作地表、井下两个方向，围
绕矿业公司范围内各重要部位、场所的
机械电气设施的安全保护装置等进行
重点检查。在生产现场，检查小组对现

场作业人员的劳保用品穿戴齐全、持证
上岗进行确认，并对上月检查的各类隐
患整改情况进行现场复核。检查结束
后，检查组要求各责任单位对排查发现
的风险隐患和问题及时整改，一时难以
整改的，必须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确
保安全并及时反馈。王树辰 李 静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开展安全环保综合大检查

连日来，冬瓜山铜矿运输区利用派班会、安全学习日采取集中与三五成群自
学的形式组织职工学习《冬瓜山铜矿高处作业安全指导手册》（如图），浅析防止人
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与事故，列出处罚和责任清单，提高防范意识。

左 勇 摄

11月3日，金冠铜业分公司按计划对奥炉硫酸车间员工进行消防器材实操培
训，以增强全员消防安全意识，提高应急处置火险能力，做好冬季“四防”工作。

裴建国 摄

11月23日，铜冠（庐江）矿业公司举办“全民参与，健康同行”4.5公里健步走
活动。此次健步走活动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通过“以赛代练”的方式，全员
可以检验自己的体能及耐力。 黄从娥 摄

本报讯 11月17日上午，集团公
司润滑技术小组赴安庆铜矿进行螺杆
空压机油更换的相关技术鉴定。

该矿针对1号单螺杆空压机润滑
油替换试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汇报，得
到专家组的充分肯定。专家组指出，

根据集团公司会议部署，安庆铜矿被
列为润滑油管理整改试点单位，该矿
今年进行了螺杆空压机润滑油替换试
用技术攻关。目前，在该矿将原厂专
用润滑油更换为集团公司指定的某品
牌润滑油，并试用了8个月后，此台空

压机的各运行参数都处于正常工作范
围，说明该润滑油能满足1号单螺杆空
压机的润滑需要，空压机油品替代试
用成功，该矿可根据需要将此润滑油
使用在同类型空压机上。单螺杆空压
机润滑油的替换试用成功，意味着该
矿乃至集团公司在此项润滑油的购买
成本将降低一半以上。

程海滨 龙宇航

安庆铜矿空压机油品替代试用成功

本报讯 “事故案例触目惊心，通
过这次安全教育，使我充分认识到遵
守安全规章制度的重要性，今后在施
工作业中，我一定遵章守纪，绝不违章
作业。”这是违章作业人员停工，在工
程技术分公司金隆项目部会议室接受
安全教育后，深刻反省的话语。该公
司金隆项目部党员安环先锋队高度重
视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工作，通过

“三强化”，不断夯实现场安全管理，牢
牢系紧检修作业现场“安全带”，打通
安全检修最后一公里。

一是强化安全教育。针对施工现
场点多面广、安全风险系数较大等实
际情况，该公司金隆项目部党员安环
先锋队队员每周深入班组，从现场注
意事项、“四方”确认、施工前安全最后
交底、现场安全措施落实、钉钉上传等
方面进行详细地讲解，有效地提升了
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二
是强化重点项目作业现场监督管
理。为抓好重点项目现场施工过程
监管，项目分配下去后，党员安环先
锋队主动跟进，协助班组作业人员做

好危险源分析；正式开工前，及时参
加现场作业前安全最后交底，同时提
出安全重点防范要求，项目作业过程
中，党员安环先锋队则全程跟踪，重
点监督安全措施的落实及施工人员
对危险点分析措施的掌握；三是强化
施工现场“5S”、反“三违”管理。在日
常检查过程中，该公司金隆项目部党
员安环先锋队恪尽职守，认真履责，
严格对照安全制度要求，对检查中发
现的违反“5S”精益管理制度、不安全
行为及时予以纠正、处罚和批评教
育，将安全风险和事故的苗头消灭在
萌芽之中。

戴 龙

工程技术分公司金隆项目部党员安环先锋队“三强化”系牢施工现场“安全带”

11月18日下午，根据铜冠池州公
司安监组的统一要求，为了保障施工
安全，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理
念，该公司技术中心组织人员对施工
现场进行消防专项安全检查。

在对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施工区域检查快结束时，项目部
旁的两个灭火器吸引了技术中心安全
员杜志新的注意力。他立即上前蹲下
身子拿起灭火器，按照检查步骤首先

观察了压力指数，此时他发现这两只
灭火器的指针都指向了黄色区域。他
明白这种现象要不是充装时压力过
大，要不就是灭火器内的干粉结块
了。杜志新马上打电话给十五冶的安
全员范德志：“你们的灭火器存在安全
风险，必须马上更换ABC5千克以上
级别的灭火器。”“杜工你听我说……”
范德志刚刚开口，就被杜志新打断：

“不要解释了，这是安全隐患，出了情
况谁都担不了责任，你们必须马上更
换，我现在就在你们项目部等你，还要
给你们开罚单！”说完便直接挂断了电
话，正在现场监督施工安全的范德志
立马赶了回来，在项目部看到了严肃

的杜志新。杜工正准备出言教育时，
范德志满脸的笑容说：“杜工，你看到
的两个灭火器已经被我们‘下岗’了。
你看，这才是我们现在配备的灭火
器。”说罢，他领着杜工检查了他们正
在使用的灭火器，果然都是合格有效
的产品。杜志新不忘提醒：“看来我误
会你们了，你们项目部的安全自查做
得还是很到位的，要继续保持这样的
安全意识，到时候要是因为‘不下岗’
的灭火器换来一张罚单，那可就得不
偿失了。同时，指针在黄色区域的灭
火器你们要及时处理，不然到时候搞
混了就不好了。”范德志立马表态：“杜
工你放心，我马上办，保证不留安全隐
患。”杜志新笑着点了点头，骑上自行
车向下一个安全检查点出发。

胡志翔

查隐患不放过每个细节

本报讯 日前，金隆铜业公司稀贵
课分别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铜碲分离试
生产岗位SOP岗位培训和铜碲分离试
生产安全环保培训。高铜碲渣分离提
取铜碲项目是该课今年上马新的生产
工艺，根据生产操作和安环的需要，该
课要求工艺工程师认真组织撰写铜碲分
离岗位SOP操作规程（试运行）、课安环员
认真制定岗位安全环保培训教材并组织
讨论通过。课负责人要求对新岗位上岗
管理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必须参加各项
培训，培训后进行笔试和现场操作培训，
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在生产过程中，要
求根据物料变化生产实际情况和产品经
济技术指标情况，不断完善作业标准，进
一步提高和稳定产品质量，实现达产达标
的目标。 陈幸欣 陈世晖

金隆铜业公司稀贵课开展铜碲分离岗前培训

本报讯 面对今年冬天可能出现
的极寒天气，池州铜冠物流公司早谋
划，齐动员，积极应对寒冬的挑战。该
公司濒临长江，冬季气温比城区一般要
低5摄氏度左右。早在11月初，该公司
就自行组织人员对1200余米管道进行
保温处理，并制定了防寒防冻应急预
案、大雨大雾等恶劣天气安全操作规
程，同时提前通过ERP系统申购防寒、
防冻物资，目前，管道保温工作已经完
成，2吨工业用盐已储备到位。胡 淳

池州铜冠物流公司积极应对寒冬挑战

本报讯 金威铜业公司纪委把节
约粮食、制止餐饮浪费作为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的重要工作
抓实抓好，要求所属各单位杜绝“舌尖
上的浪费”。该公司要求广大党员干部
以身作则，带头恪守文明餐饮规定，人
人执行“光盘”行动。同时，将制止餐饮
浪费与日常督查工作相结合，加大专项
检查和明察暗访工作力度。下一步，该
公司纪委将运用“财务大数据”、信息化
手段等，做实做细监督工作，深挖细查
违规公务接待、超标准大吃大喝、餐饮
浪费等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陈幸欣 汪健翮

金威铜业公司纪委
开展遏制餐饮浪费工作督导检查

本报讯 日前，铜冠铜箔公司举办
2021年水处理工技术比武，这是该公司
首次举办该工种比武，此次比武旨在检
验水处理工在日常工作中对紧急情况
的应急响应能力和综合业务水平。比
武项目以实战案例操作分析代替传统
理论答题，紧贴日常工作实际。比武内
容从以污水处理过程中发现某项污染
物指标偏高为线索，到判断分析原因，
再到取样分析，根据响应时间和分析解
决的准确性来评分，综合评价选手的最
终得分。下一步，该公司将继续以技术
比武为契机，努力打造一支知识型、技
能型、创新型人才队伍，为公司的绿色
低碳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许 平

铜冠铜箔公司开展水处理工专项技术比武

11月23日，铜山铜矿分公司员工在对露天堆场石料覆盖防尘网（如图）。据了解，入冬以来，天气干燥少雨，该公司多
举措强化扬尘综合治理，每天安排专人对矿区主干道进行清扫，主要产尘点雾炮机洒水降尘，露天砂石料堆场覆盖防尘网，
全力抑制扬尘污染，让蓝天常驻矿山。 张 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