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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金冠铜业分公
司多金属回收车间党支部将党建工作
与提质降耗、安全生产深度融合，组织
开展“七水硫酸锌提质降耗技术攻关”
课题研究。截至目前，该党支部符合
HG/T2326-2015 工业硫酸锌 II 类合
格品要求的七水硫酸锌产品比例已经
超过85%，每年可节省辅材费用约117
万元，党建项目攻关成效初显。

此前，因镉铁超标、颜色发黄、质量
不达标等因素制约，七水硫酸锌产品难
以进入市场直销。今年初，该党支部结
合铜烟灰处置实际，深化党建在安全生
产、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引领作用，从这
一难点、堵点切入，确定了“七水硫酸
锌提质降耗技术攻关”课题，扎实开
展党建项目攻关行动。为破解七水硫
酸锌产品的质量难题，该党支部成立

了由车间党支部书记带头、全体党员
融入、技术人员及班组长等生产骨干
参与的攻关小组。攻关小组通过合理
搭配烟灰原料，控制浸出液砷含量，
并及时取样分析各岗位、各阶段的溶
液，在生产工艺指令书中注明影响产
品质量的相关指标。经过持续的工艺
优化及指令书调整，七水硫酸锌产品
中铁镉含量明显降低，产品合格率显

著提高，生产辅材消耗量降低，提质
降耗效果显现。与此同时，该党支部
积极配合车间生产管理，优化完善生
产安全标准，固化攻关成果并将其融
入到岗位生产管控之中，通过强化岗
位标准化操作和员工技术培训，提升
全员操作技能，助力车间持续安全稳
定生产。

萨百灵 张 平

金冠铜业分公司多金属回收车间党支部党建项目攻关成效初显

本报讯 从12月2日开始，随着有
色动力厂供水系统3台水泵陆续到位，
标志着该厂笠帽山下主井泵房重大技
术改造工程正式进入冬季施工攻坚阶
段。

该项重大技术改造工程，主要针对
原供水系统沿江岸边主井泵房内3台
水泵，运行时间均超过15年以上，配套
电机和泵型不合理，取水能力远大于实
际需求，水泵不在高效区域运行等诸多

问题，采取的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
把原来1台550千瓦和2台380千瓦的
高压泵改造成3台200千瓦低压变频
泵，实现水泵技术参数与实际运行工况
相匹配，彻底改变原来落后供水生产状

况，达到节能降耗和智能化供水生产效
果。目前，该厂主井泵房光缆敷设，1号
水泵进出水阀门更换等前期准备工作
已经相继完成。基础设施、外部供电线
路改造，以及设备安装等工程正按照重
大技术升级改造工程方案，进入冬季紧
张施工攻坚阶段，计划2022年1月份完
成设备安装调试。

罗 鹏

有色动力厂重大供水改造工程进入冬季攻坚阶段

12月16日，铜冠机械公司员工正在装配静液压装药服务车。该公司针对12月份急需交货的改造或组装重点项目，精
心组织，合理安排，抢时间、争速度，确保按期完成。特别是2台新产品静液压装药服务车，客户要求高，改动大，装配分厂与
部门密切沟通克服困难，紧咬目标，全力推进。 王红平 陈克彪 摄

今年以来，铜陵铜箔公司不断加强产品品质把控，努力提升高端产品比例。
图为成品车间员工日前正在利用新引进的CCD平面材料缺陷检测系统，对铜箔产
品外观进行高精度检测。据悉，该系统采用人工智能图像算法，对采集到的膜表面
信息进行处理分析，若出现异常膜面情况可以实时提供报警警示。刘 洋 摄

本报讯 日前，铜冠池州公司化
验室根据所承担的任务性质及方法差
异，将原先近50人的大化验室优化成

“原辅料检测班”和“综合分析班”二
个班，组建了资源配置合理，运转更
加有效的新组织架构。

据了解，该公司化验室承担着
公司所有进厂原辅材料分析、出厂
产成品分析、生产流程控制分析、环

境监测分析、生产技术攻关等。之
前仅由一个化验班统一管理。由于
工作范围广，样品种类繁多，分析方
法各异，技术要求也不尽相同，为实
施精细化、专业化管理，完善风险管
控，该公司化验室创新管理思路，在
原有基础上重新组合、配置两套管
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技术员工
相对合理的标准化班组。目前两个

班组职责明晰，相对独立、互相激励
又相互竞争，实现了1加 1大于 2的
良性局面。“以前感觉事情杂，什么
都学了，什么都不精，现在这种运行
模式，真正发挥了让专业的人做专
业的事，大家的工作效率和技术水
平都得到了很大提升。”原辅料班班
长严慧清感慨地说。

唐卫国 纪陈红

铜冠池州公司优化化验室管理凸显新活力

冬季的夜晚，铜冠冶化分公司焙
烧炉平台上寒风萧瑟，手电筒的光柱
中照出一个个忙碌的身影。“泵启动起
来了！”霎时间，泵机的轰鸣声、现场的
欢呼声划破了夜空，给工程技术分公
司现场检修人员的心泉注入阵阵暖
流。

12月2日夜间，工程技术分公司
循环园项目部展开了对铜冠冶化分公
司1号、2号锅炉循环泵的检修工作，
由于硫酸车间主控室无法远程关闭1
号泵，2号泵也启动不了。接到检修指
令后，该项目部检修人员迅速行动，开

始了从主控室DCS系统到检修现场查
找故障。检修人员首先在主控室控制
系统反复发出启停信号，但发现程序
没有任何动作，据此迅速锁定程序的
集成模块出现了问题。此时，抢修人
员迅速分组，另两组检修人员火速前
往DCS卡件柜现场和锅炉循环泵现
场。在两处现场配合校线下，发现问
题原来出在那块DI卡上的保险丝已经
断了。保险丝更换完毕后，DO卡上的
输出通道和继电器也恢复了正常。此
时困扰主控室的另一个问题来了，应
当发出启动指令动作的却是停止模

块，反之亦然，运行良久的程序照理来
说不应该存在任何问题。检修人员意
识到可能是电气控制柜中转换开关接
错导致的。话不多说，电气维修人员
又开始对转换开关重新接线。此时1
号锅炉循环泵无法远程关闭的原因也
水落石出……“好了，这下彻底没问题
了，远程启停一下。”该项目部现场检
修人员胸有成竹地说道。霎时间，伴
随着管道氤氲升起的热气，泵机的轰
鸣声如约响起，此次抢修任务成功完
成。

汤志刚

冬夜里的抢修

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已进入
赛事倒计时。冬瓜山铜矿正如火如荼
进行的设备大修战，犹如一场矿山设
备大修“冬奥赛”。在充填区管道翻
边、采场治理、隐患排除等项目大修
中，各岗位职工主动放弃公休日，为设
备大修挥汗如雨、奋战攻关,展现出管
道如赛道、采场如赛场、区域如赛区的
设备大修场景。

在充填管道翻边、安装大修中，每
翻边复位一根充填管，即需要重新进
行管道“外围加固”，而现行的U型卡
焊接加固法，虽然安装牢固，但是给后
期管道日常点检拆移带来很大麻烦，
还特别浪费。“充填管外围加固，类似
于停靠在斜坡道的车辆，其前后轮胎
得垫一块大木楔，才能阻刹惯性运
动。”享有充填管维修“智多星”赞誉的
焊工技师周洪带着这一思考，对翻边
后管道加固动脑筋、想办法。功夫不
负有心人。周洪在最短时间内摸索出
的梯形木楔管道加固方法，不仅省时
省力，还可以多次重复使用，有效破解
原先主管道加固工序多、易消耗的难
题。焊工技师周洪这一创新精神，带

动和影响着身边工友攻坚克难的大修
热情，霎时间，蜿蜒绵长的充填管线翻
边、防腐、加固等大修作业，称得上是
管道如赛道，个个与时间赛跑、人人为
大修创效。

采场如赛场、治理是硬仗。62-4
号、66-5号、62-25号等投入充填采
场前期暴露出的裂隙治理，堪称大修

“硬仗”。12月9日大修第三天，素有
“围岩修补”工匠之称的闵红兵，早早
地背起螺丝刀、棉纱头、堵漏王等工具
材料，朝着裂隙治理“赛场”直奔而
来。“裂隙堵漏，咋还带把螺丝刀，咱们
今天还要担负设备安装之类的检修项
目吗？”工友小许感到有些疑惑。“原先
充填堵漏，是直接将搅拌的堵漏王糊
在帮壁上，随着62-4号等采场充填体
高度上升,所产生的围岩压力使前期
堵漏点很快被挤裂。”只见闵师傅向小
许分析说道：“使用螺丝刀堵漏,是因
为它刀口小,且不易被折断,方便往围
岩裂隙装填棉纱头。”闵红兵还趁热打
铁地跟小许解释说：“其实棉纱头是不
防水的，但它能够抑制裂隙渗水压
力。”“原来看似简单的裂隙堵漏，也有

如此高的技术含量！”小许信心十足地
说道：“对付大修‘硬仗’，就得像闵师
傅这样亮出克敌制胜的妙招来。”

设备大修，最大“备件”当属安
全。为此，该区把顶帮板防控视为不
同区域的大修作业安全“赛区”，将顶
帮板“分级确认”融入到大修施工方案
中，要求每班次必须全面开展顶帮板
安全检查与整治活动，形成顶帮板防
控确认无“盲区”，针对大修中所分析
研判的各类顶帮板隐患故障，一律指
定专人在限期内完成整改工作。与此
同时，该区还将前期靠近爆破区域完
善加固的顶帮板防护与警戒、深部采
场充填侧压防范等针对性隐患故障排
除整改，进行同步分析与“回访”，及时
消除潜在隐患。

随着大修工期的推进，千米井下
充填管线修复效率被不断刷新、各项
采场治理难题被逐个攻关，不仅如此，
他们还摸索出充填环保筑坝、现场5S
管控等新方法。“这场大修‘冬奥塞’，
人人都是参赛者，大家正卯足干劲向
前冲。”区长刘宏庆如是说。

汪为琳

别样大修“冬奥赛”

本报讯 金隆铜业公司电解车间
根据生产工艺特点，要求各生产班组职
工，要从班前会开始全面强化过程管
理，排除现场安全隐患。上岗前进行班
前安全教育，做好每道工序开工前的职
工精神状态确认。工作结束后做好菜
单式交接班，认真执行岗位对口交接，
生产班组长对工作区域实际情况要实
行“三清”，即当面口头说清、交接本上
写清、现场实地标明指清。班中严格执
行安全确认制，做到管理人员跟班到
位，班组长现场巡查到位，职工安全互
保到位，安全措施落实到位，确保整个
作业流程全方位闭合式管理，为实现全
年工作目标再加安全码。 陶 洪

金隆铜业公司电解车间
强化过程管控查消风险隐患

本报讯 有色建安钢构公司女工
委积极引导女职工积极投身于“巾帼心
向党·岗位立新功”实践中，使她们在生
产中展现自我风采。女工委积极开展

“书香三八”读书活动，以读书座谈会、
征文、录制朗诵抖音视频等方式开展读
书活动。开展“传家规、立家训、树新
风”沙龙活动，通过宣读家规家训、观看
视频、赏析名家家训，构建和谐企业和
幸福家庭。女工委将党史“第一课”学
习融入女职工文明岗的创建中，将党的
优良传统和精神融入岗位和实践中。

夏富青 李晓会

有色建安钢构公司
开展“巾帼心向党·岗位立新功”活动

本报讯 11月 29日下午，设计研
究院党支部组织召开吸收预备党员大
会。大会严格按照党支部接收预备党
员的规定流程进行。发展对象首先宣
读了《入党志愿书》，汇报对党的认识、
入党动机、本人履历、现实表现，及应向
党组织说明的其它问题。入党介绍人
介绍了发展对象的情况，组织委员对发
展对象的培养考察情况和支委会审查
意见进行了汇报。经过与会党员的充
分讨论和无记名投票，一致通过了吸收
四名发展对象为预备党员。吸收的预
备党员作了表态发言，表示今后更加努
力学习，在工作和学习中不断完善自
己。会议向新吸收的四名预备党员提
出了要求。 江 君 王光跃

严格程序 规范要求

设计研究院党支部召开吸收预备党员大会

本报讯 11月末，技术中心中心检
测室完成实验室整修工作，室内外工作
环境显著提升。自6月起，该检测室立
足“为职工群众办实事”，开展实验室整
修工作。该检测室更换或局部维修了
18台套腐蚀老化严重的通风柜，并对通
风管道进行清理；落实“设备见本色”要
求，为老旧台柜及部分腐蚀严重的设备
重新刷漆。同时对中心检测楼屋面整
体进行防水处理，并对房间、走廊及楼
梯墙面进行粉刷修复，为职工营造舒心
的工作环境。 萨百灵 陈梦秋

技术中心中心检测室实验室整修完成

本报讯 近日，铜冠池州公司工会
组织职工参加无偿献血活动，65人次采
血量达18100毫升。近10年来，该公司
共组织职工参加无偿献血420人次，献
血量达11.38万毫升。

叶 玲

铜冠池州公司
组织职工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近一段时间以来，冬瓜山
铜矿领导班子成员通过党委中心组学
习、聆听宣讲报告、听专题党课、自学等
多种形式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努力学深悟透，做到理解
和把握全会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核心要
义，不断提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努力将学习成果
转化为干事创业的能力水平和强大动
力，团结带领全矿干部职工勠力同心，
统筹做好安全生产、设备大修、疫情防
控等工作，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并科学谋划明年工作，在知行合一中推
动矿山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葛传奎

冬瓜山铜矿领导班子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日前，合肥铜箔公司顺利
完成造液工段大功率循环泵节能改造
工作，效果显著。据悉，该公司造液工
段循环泵原是通过控制板式换热器的
流量来调节槽液温度，为确保温度控制
在工艺范围内，循环泵必须24小时运
行。由于循环泵功率较大，板式换热效
率高，导致温控气动阀频繁启动关闭，
造成设备损耗的同时还会引起电能浪

费。为彻底改变此现状，该公司制定了
节能改造方案，将原有大功率循环泵全
部改造成变频控制，并增加控制模块和
程序，根据液温控制电机运行频率，使
循环泵在低功耗下也能达到工艺需
求。通过一个月的运行，设备运行稳
定，预计全年可节电39万千瓦小时，将
节约电费约24万元。

吴云霞 詹 伟

合肥铜箔公司完成大功率循环泵节能改造工作

本报讯 日前，铜冠冶化分公司党
委督查组会同党群工作部开展2021年
度党建工作专项督查，做好集团公司
2021年党建综合检查迎检工作。此次
专项督查深入各基层党支部，对照三季
度党建检查问题清单、上半年基层党支

部党建工作专项督查问题清单，重点督
查党史学习教育、党组织标准化建设、
意识形态、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问题整
改落实情况，进一步压实基层党支部党
建工作主体责任，确保各项党建重点工
作落实落细落到位。 胡永斌

铜冠冶化分公司开展2021年度党建工作专项督查

本报讯 日前，金冠铜业分公司双
闪硫酸车间就冷修项目进行一一梳理
确认，有序推进 2022 年冷修准备工
作。该车间针对尾气脱硫塔改造、四台
锅炉汽包更换、一系统开工炉预热器更
换、干吸工序阳极保护管道改造等重点
项目，要求区域工艺专职积极对接项目
施工单位确定施工方案，完善细节安

排，以保证施工方案的专业性、针对性
和可操作性；逐条梳理查漏补缺、仔细
核对资材备件等物资申报情况及材料
进场验收，把好质量第一关；充分利用
冷修准备工作例会、项目对接会，第一
时间解决暴露问题，确保各项准备工作
顺利推进。

陈幸欣 韩杜荧

金冠铜业分公司双闪硫酸车间积极推进2022年冷修准备工作

本报讯 日前，金隆铜业公司稀贵
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收看建党100周
年特别节目——《榜样6》。《榜样6》以
全国部分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
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的事迹，生动
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为
民实干担当、勤勉敬业奉献的精神风
采。教育引导广大党员要讲党性，始终

坚定理想信念，向榜样看齐，做有信念
的党员。该支部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
示，要向榜样看齐，突出规矩约束，做有
纪律的党员，要始终保持党员清正廉洁
的政治本色，树立干部的良好形象，为
全面完成该公司今年各项工作目标而
努力奋斗。

陈幸欣 陈世晖

金隆铜业公司稀贵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收看《榜样6》

本报讯 12月 9日上午，铜冠建
安公司在电控设备厂举办2021年度电
工技术比武。此次比武由铜冠建安电控
设备厂承办，共有铜冠建安的5家分子公
司共13名选手参赛。电控设备厂也组

织多名人员参加技术比武活动。通过开
展此项活动，有效推动了电工技术水平
的提高，营造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也
进一步促进了电控设备厂电工人员学
习技术的热情。 程晓春 江 君

铜冠建安公司开展电工技术比武活动

日前，天马山矿业公
司结合年终生产间隙，积
极组织职工开展设备防腐
工作，拟定设备防腐节点
计划，并安排专人对施工
进程进行全方位监督，严
把安全关。

王 文 摄

近日，铜冠池州公司
邀请池州市经开区税务局
人员开展个税、企业所得
税、环保税等申报知识宣
讲，以此促进政企交流，提
高会计人员业务水平。图
为税务局人员为该公司员
工讲解企业纳税申报手
册。

章 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