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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4日上午，集团公司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丁士启到冬瓜山铜
矿调研。

丁士启听取冬瓜山铜矿近年来矿
山采选生产、产能接替、资源勘探、重
点项目建设、人力资源优化、智能化
建设等情况汇报，实地察看老鸦岭尾
矿库和尾矿远程输送与制备固化回填
工程施工现场。他指出，冬瓜山铜矿
作为集团公司主力矿山，近年来为集

团公司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矿山要保
持生产稳定，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问题，各级领导干部要把解决问题作
为职责所在和价值体现，紧盯问题，
多想办法，认真解决，促进矿山持续
发展。

丁士启要求，要抓好生产，提升产
品产量。对于矿山来说，产量是关
键。要加强生产组织，稳步提高出矿
率、选矿回收率等指标，保持产量稳

定，努力多干多超。要加强管理，提
升效益。管理出效益，要拉高标杆、
奋勇争先，主动对标世界一流，狠抓
采矿、选矿、实物劳动生产率等关键
指标，确保矿山重要指标稳步提升。
要抓好尾矿远程输送与制备固化回填
等重点项目建设，成立专班，由专人
负责，明确工作责任和时间节点，加
快项目进度，确保如期建成。要坚持
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发展。加快

智能矿山建设，通过机械化换人、自
动化减人，减少职工劳动强度，提高
管理水平。深入开展节能降耗，推进
矿山绿色低碳发展。要抓好疫情防
控。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完善疫
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保障矿
山稳定生产。要抓严抓实安全生产。
树牢“零死亡”理念，把安全工作做实
做细做扎实，努力实现安全年。

汤 菁 张晓敏

丁士启到冬瓜山铜矿调研

3000 多吨库存干渣 10 个月“吃
掉”，铅冰铜金属品位由20%提至48%
以上，天然气单耗同比下降50%，扩充
炉子容积0.95立方米，1300摄氏度的
炉温淬炼出一位集团公司劳模——他
就是铜冠池州公司反射炉班长许刚。

夏日的午后，阳光像鞭子一样抽得
人后背火辣，站在反射炉前，喷涌的火
焰裹挟着热浪扑面而来。许刚站在炉
前，左右观察着炉况。“当时感到‘压力
山大’，车间要求班组在一年内消化库
存的干渣，落实公司降库存、增效益的
号召。”许刚指着面前的一块空地说。
2020年之前，这里堆满了上道工序生
产后的熔析渣，俗称“干渣”。日积月
累，3000吨的干渣像山一样堆在现场，
堵塞了通道，占用了资金。反射炉的作
用就是提炼其中的铅和铅冰铜，身为反

射炉的班长，许刚快速融入公司开展的
党员创效增收行动中。

“办法总比困难多，提高反射炉生
产产能势在必行。”许刚坚定地说。他
召集班员掀起了一场增产增效探索的
头脑风暴，对制约的8项主要因素展开
分析，抽丝剥茧确定3项要因，把增加
投料量、提高铅冰铜含铜作为主攻方
向，一体化考虑，制定应对策略。许刚
介绍，初次试验时，把“小簸箕”改为“大
渣钵”，一次性投料从2吨增加到4吨，
保证炉子能“吃得下”，用缩短加料时间
的方式提高生产效率。每一次加料后，
他都徘徊在炉子周围，盯着熊熊的炉
火，手中拿着本子计算着。很快，他发
现了问题，料子被吃下后出现了消化不
良的症状，置换效果变差，熔炼时间延
长。怎么使炉子不仅能“吃得下”，还能

“吃得香”？变“问题找”为“找问题”是
许刚的一贯作风。跟班倒，和班员一起
劳作；带头冲，在实战中发现问题。制

约因素终于在他眼中“现形”，操作中需
要二次降温添加铁屑作为还原剂使用，
他认为操作方法需要改进，但这是操作
规程，身为班长怎能带头违章？

“当时，心理很矛盾，既担心产量，
又不敢作为，但是党员身份更容不得懈
怠。”许刚复述了当时纠结的心情。怀
揣着这份“赤子心”，他向分厂班子汇报
了自己的想法，得到大力支持，立即奔
赴同行“取经”，回来后开始试验。加料
和加铁屑合并成一项操作步骤，同步加
入，减少炉温扰动。借鉴同行经验，将
单质铁粉替换成铁屑，节约炉子有限的
空间。带头修改操作规程，把加入的铁
粉比例、目数形成标准贯彻到操作中。
一番操作，反射炉秀出了“肌肉男”的身
姿，单月产量增加了500多吨，铅冰铜
含铜增长了28个百分点，冰铜含铅从
16%降至10%以下，呈现量效齐增的大
好态势，一年不到，许刚带领班员铲除
了横亘在众人面前的“干渣”大山。

“干事业需要点‘幼稚’，太‘成熟’了
反而干不成事情。”许刚有感而发。凭借
这份赤诚之心，他把反射炉的熔池空间、
天然气单耗、炉龄延长融合成一体考虑，
思维由局部向全局扩展，从小打小闹向
大产大消转变。他抢抓反射炉大修时
机，对炉膛实施改造，增扩容积0.95个立
方米，换来月增量180吨的效果。调整
燃烧方式，平氧、副氧、纯氧，一次次递进
式试验，天然气单耗由过去的平均120
立方米每吨下降至60立方米每吨，实现
了“断崖式”下降。炉子年龄也延长了6
至8个月。如今的反射炉“胃口”极好，
一改过去“吃不下”的颓废态势，积极对
外寻找“口粮”，形成了卡尔多炉渣、稀贵
熔炼渣、烟灰等多种杂料熔炼模式。

“许刚的事迹是公司实施改革改制
的效果印证，深层次激发了员工的活
力。”该公司铅分厂党支部书记张磊说，

“未来，会有更多的‘许刚’融入到公司
改革发展中。” 张 军

——记集团公司2021年度劳动模范许刚

比炉温更高的是那颗“赤子心”

本报讯 近日，铜冠电工公司精心
组织，狠抓创新突破，认真开展“党课开
讲啦”活动，充分激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讲党课、学党课的热情，持续推动“党课
开讲啦”走深走实。

聚焦党课讲什么，让党课有内涵。
突出核心主题，强化政治引领。铜冠电
工党委明确“党课开讲啦”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
容，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将党史学习教育
常态化、长效化。

优化党课内容，服务中心。该公司
党委围绕党建促担当、创新驱动、管理精
益、数字赋能等工作重点内容确定选题，
以小切口诠释大道理、以小故事阐明大
理论，引导广大党员更加自觉地做报国
强企的实践者。组织通过尝试挖掘本地
红色资源，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以党
员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解，让“行走的党
课”点亮党员的红色初心。

广泛征求意见，拓宽创作思路。各级

党组织成立“党课开讲啦”专项活动小组，
以党群部门牵头，深入基层一线调研，深入
挖掘基层一线党课素材，聆听职工心声，以
职工需求为导向，开展党课选题讨论会，广
泛收集各类素材，提炼精品党课内容。

聚焦党课怎么讲，让党课有温度。
创新教学模式，贴近一线实际。打破以
往“台上讲、台下听”的传统教学方法，引
导各级党组织开展观摩式、体验式、互动
式党课。该公司将党课从会议室搬到一
线车间班组、红色教育教学点等，围绕党
史历程、身边案例、学习心得等内容组织
党员干部开展学习交流，在轻松的环境
中寓教于乐，切实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参
与“党课开讲啦”活动学习热情。

丰富载体平台，课程走上云端。该
公司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媒体等平台，着
力推动“党课开讲啦”活动数字化，实现
党课覆盖率和宣传效果最大化，有效破
解基层一线党课供应不足、形式单一以
及流动党员和行动不便老党员组织难、

学习难等问题。目前，该公司共制作完
成微党课作品6部。

聚焦党课谁来讲，让党课有实效。
以上率下，领导干部带着讲。该公司组
织各级领导干部围绕深入学习党的创新
理论，迎接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在先
学一步、学深一层的基础上，立足工作实
际，结合当前形势任务，为所在支部党员
讲党课。同时，该公司还积极引导各级
党组织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
等活动制度，各基层党支部书记切实履
行职责，发挥“头雁效应”，紧密结合自身
实际、身边案例、先进典型事迹，以通俗
易懂的语言进行党课宣讲。

该公司还组织各级党员干部广泛讲
党课，结合自身工作和行业特点，找准党
课切入口和结合点，突出亮点经验，通过

“大主题”与“小切口”结合，“讲道理”与
“讲故事”结合，“身边人”与“身边事”结
合，分享工作经验，交流学习体会。

华 伟

铜冠电工公司“党课开讲啦”走深走实

“安全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很重
要，但必须切合实际，在这方面，我和大
家只是做了一点尝试，以后还会更加努
力。”日前，安庆铜矿机运工区电修班副
班长、技术领头人占仕佳说。

安庆铜矿机运工区电修班现有新
老维修工13人，人手不多却负担着矿
山所有提升设备的电控系统、坑下有轨
运输的电控系统和皮带运输的电控系
统、破碎电控系统、振动放矿电控系统
以及水泵电控设备、井下照明设施等维
护维修工作。

长期以来，最困扰维修工们的一桩
事情是这些设备的线头和零配件特别
多、特别杂，弄不好就会接错或安装
错。就拿4台有轨运输电机车来说吧，
因为井下湿气重，运输线路单程达3千
米，故障率相对比较高，而它的司控器
换向鼓连接线头就多达50多个，相关
的零配件至少也有40个，维修中稍有
疏忽就会导致设备故障。有一次，在维
修过程中，由于线头外形相似，维修工
小沈将应接到减速档的线头错接到电
源档上，导致整流柜跳电，影响生产达
一个多小时。

类似的状况时有发生，它成了电修

班技术领头人占仕佳的一块“心病”，虽
然每次维修时，他都千叮咛万嘱咐，并
在一旁监督，故障固然有所减少，但无
法彻底排除。这让占仕佳感觉到常规
的办法起不到根本作用，必须另辟蹊
径。为此，他冥思苦想着解决的办法。
有一天，占仕佳在手机上观看“学习强
国”的《大国工匠》节目时，一名工匠为
了使自己的操作技能精益求精，将平时
工作中技术性动作反复练习，达到肌肉
记忆成为本能的习惯性动作，一下子让
占仕佳产生了灵感，我何不制作一台组
合型设备模拟器，让大家平时反复练
习，不就达到了技术娴熟无差错了么！

说干就干，很快一台结合日常维修
实际情况的组合模拟器被占仕佳制作
出来了，他先在几名年轻维修工中推
广，一个月后，效果不错。“现在只要打
开电机设备，里面的线路、接头和零配
件，我一下子就做到心中有数了，处理
起来驾轻就熟。”维修工小李说，过去需
要两个小时处理的维修故障，现在半个
多小时就够了，且从没有出现过差错。
几名老维修工看到这法子挺“灵”，也不
声不响地在模拟器上抢着练习起来。

据了解，该矿机运工区电修班的维
修工们自从进行了模拟器的练习，在维
修电器设备故障时，差错率几乎降为
零。 杨勤华

组合模拟器“治好”维修“心病”

凤凰山矿业公司（庐江）充填项目部通过小改小革，安装一套全新手动闸阀和
管道，以此避免因突然停电导致充填系统多个电动闸阀无法打开的弊端，停电时
手动开启正常用水冲洗整个搅拌桶和充填管道内充填体，有效保证了充填系统的
正常运转。图为日前工作人员正在安装管道。 俞忠阳 摄

为战高温、稳生产，铜冠冶化分公司员工坚守在工作一线。图为近日该分公司硫酸车间员工正在对一期净化冷却塔B泵进
口手动阀进行倒泵操作。 卞爱华 摄

本报讯 日前，金
冠铜业分公司新增3
号制氧系统成功生产
出纯度合格的低压氧
气，顺利并入双闪厂区
低压氧气管网用于生
产，标志着该公司3号
制氧系统正式建成投
入试生产阶段。

新增3号制氧系统
设计生产能力为每小时
12000标准立方米氧
气的深冷制氧机组，是
金冠铜业闪速冶炼技术
及节能环保升级改造主
要项目之一。该制氧系
统从2020年11月10
日 土 建 工 程 开 工 ，
2021年6月28日开始
设备安装，并于2022年
5月15日开始的双闪
厂区年度冷修期间完
成3号制氧系统低压
氧气、低压氮气等产品
输送管道与双闪厂区
管网对接。为加快工
程建设进度和确保工
程质量，在3号制氧系
统安装期间，该公司紧
跟工程进度，针对单体
设备安装完成及时组
织开展各类单机调
试，包括电气、仪表、
DCS系统等，同时还

陆续进行设备试压、吹扫、裸冷。
在完成冷箱珠光砂装填结束后，
于2022年5月14日进行了联动
试车，并于5月17日生产出合格
的氧氮产品，所有调试及试车过
程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为保障安全试生产，该公司积
极推进项目消防检查、整改、检测，
并一次性通过消防验收；聘请专家
进行安全设施检查，如期完成21项
全部销案整改；积极组织制氧站骨
干员工完成阀门调试、仪控试验等
所有试生产前准备工作。根据试生
产批准时间要求，该制氧系统于7
月28日15时18分启动空压机，即
进行试生产首次开车。随后依次进
行系统吹扫、冷却、积液、调纯过
程。在众人所盼下，7月31日成功
生产出纯度99.78%、产量每小时
10500标准立方米的低压氧气,并
成功并网。 汪金春

金
冠
铜
业
分
公
司
新
增3
号
制
氧
系
统
成
功
产
出
合
格
低
压
氧
气

本报讯 日前，铜冠房地产公司强
化外协施工队伍安全环保管理工作，严
把“进场、考核、责任、管控、督导”五关，
建立外协人员“三违”黑名单制度，推行
安全督导员工作日志制度，实行公司领
导班子成员每天到项目现场安全环保
轮流代班督查，强化外协施工队伍安全
环保“一体化”安全管控，构建业主、监
理和外协施工单位现场安全环保管理
全覆盖，严格实行项目施工现场“六个
百分百”管理标准，打造安全文明施工
现场，确保生产安全。

严把外协施工队伍准入关。强化
对外协队伍的准入、合同签订、安全条
件审查管理。经该公司审查具备合格
安全生产条件的外协施工队伍，在中标
后与外协施工队伍签订规范的安全管
理协议，分清各自安全管理责任，落实
各自安全管理措施，消除安全管理盲
区。严把外协施工队伍的资质关、人员
关，对进入项目施工现场外协人员严格
体检制度，杜绝无资质、身体不健康的
人员进入公司项目现场作业，从源头上
加强外协人员安全管控工作。对进入
施工现场人员必须进行三级安全教育
和考核，该公司定期或不定期对安全教
育资料进行检查，尤其查外协队伍中新
进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和考核情
况，发现问题要求作业人员立即停止操
作，开展安全教育学习。

严格外协施工队伍安全考核。把
外协施工队伍纳入到该公司的安全考
核体系，做到检查到位、考核到位。今
年该公司外协施工单位纳入年终评先
评优活动中来，对外协队伍“一体化”管
理作为重点检查和考核项。外协队伍
基础工作、现场管理、人员安全环保意
识和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提高。

严格落实项目经理安全负责制。
对在建的一品江山、见龙花园、观山名
筑、池州铜冠花园、书香苑等工程项目
加强安全督查力度，实行项目部经理负

责制，由项目经理对施工项目的安全管
理负总体责任，参与项目建设的各施工
方由项目经理统一协调施工项目的各
项工作安排。对新建工程项目现场安
全文明管理违约处罚按《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中“安全文明违规行为的违约金
标准”进行处罚，确保生产安全。工程
项目严格控制外协队伍人员流动，做好
对现场工人实名制监督管理工作。

严格外协施工队伍安全管控，建立
“三违”黑名单制度。每个外协员工要签
订一份安全承诺书，落实外来施工队伍
安全生产“无差别”管控。注重防止因管
理缺位形成的安全生产风险，加强外协
施工队伍的严格管控，对项目施工现场
安全环保工作全面负责、监管到位、不留
盲区。持续抓好危险作业管理，落实外
协安全员岗前安全确认制，关键工序、重
点部位旁站制，完善各项防范措施。签
订联保协议，明确谁违章除按规定罚款
外，还按违章罚款百分之三十的比例处
罚其联保对象。建立“三违”黑名单制
度，外协队伍人员被查处三起“三违”现
象，违章人员即进入“黑名单”，不得在该
公司各工程项目作业。

强化对外协单位安全督导，实行派
驻安全督导员制度。对所属的外协单
位派驻安全督导员，在每周工程监理例
会上强调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对现场查
出的安全隐患问题督促外协施工单位
整改到位。督促外协施工队伍按法律
法规对特种作业人员进行培训、取证工
作，按该公司安全规章制度要求每周进
行安全学习，定期参加项目监理例会，
对外协单位人员的安全资质进行审
查。对督导中发现的问题、隐患及时提
出整改意见并通报相关责任单位，督促
相关责任单位落实整改，并按时复查销
案。规范外来施工队伍的作业流程，强
化外协员工作业全过程管控，确保工程
施工质量和外协作业人员生产安全。

周尚青

铜冠房地产公司严把“五关”实行外协队伍一体化安全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