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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积极响应政府“让电于民”的
号召，更为了确保完成全年生产任务，8
月初，合肥铜箔公司开始分批次对一二
期10千伏配电房变压器和溶铜、生箔、
表面处理工段等关键设备进行了为期
22天的停机维保检修改造。8月底，随
着检修项目结束和电力供需形势好转，
该公司开启了满负荷生产模式。

9月6日15时，笔者来到合肥铜箔
公司，在东门口就见到一辆辆半挂货车
满载货物不断出来，公司内的主干道上

还有一排半挂货车在排队等候门卫进
行最后的货物清点。

穿戴好防尘服，经过风淋室除尘
后，笔者进入铜箔一二工场的恒温恒湿
生产车间。在一期生箔车间内，机声隆
隆，生产线上18台生箔机均在生产，
工人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

“养眼吧，都是大卷！检修完成后，尤
其是用电紧张局面缓解后，我们就全
线恢复满负荷生产状态了！”问及中
秋节的休息安排，工段长沈赶上告诉
笔者：“24小时制，人歇机不停吧！8
月份公司已经提前安排员工通过轮休
和年休假的形式休整过了，现在大家
的精神状态都非常饱满。为了把耽误
的生产量赶上来，公司已经全员上岗，

开启‘加速’模式了。”
“之前由于承重为1吨行车的限位

问题，我们3号和6号处理机都不能开
1吨重以上的大卷，生产紧张时，我们看
到架子上的生箔大卷，只能‘望箔兴叹’
啊。”在一期表面处理车间，工段长李勇
指着表面处理半成品货架上摆满的一
排排大卷半成品打趣道，“不过现在好
了，这次检修，公司请专业机构来对我
们行车进行了改造，‘心病’解决了，我
们的生产效率一下子提上来了。”

穿过表面处理车间，笔者又来到一
期分切车间，车间内一片繁忙的景象。
女工们有的正操作行车往分切机台上
吊运铜箔，有的站在分切机前俯身查看
产品的表面外观，有的两两配合娴熟地

为产品进行包装下卷，还不时有叉车缓
慢进入分切间挑起成品卷进行最后的
打包作业。“因为沟通及时，加上检修前
工场就根据客户要求进行了备货，所以
8月份客户订单没有大的延误，但还是
耽误了不少产量。你看节日前后的订
单安排，一个比一个追得紧，大家压力
都很大。”在成品包装车间，该工场副场
长赵英超指着面前写着密密麻麻的生
产计划和出货计划的白板说。

为确保满足客户订单需求和顺利实
现年度目标任务，合肥铜箔公司强化安全
生产管理和过程管控,科学安排生产计划,
合理调配人力,为安全稳定生产开启“加
速”模式，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吴云霞

过节不休假 生产“加速度”

中秋节前夕，铜冠有色池州公司将近年来的艰辛历程和取得业绩，涌现的先进劳模集中展示，感召员工继续发扬破难攻坚
精神，不忘来时路，砥砺前行，营造“坚守初心，礼赞劳模”的浓厚节日氛围。图为员工在荣誉墙板块前驻足观看。 张 军 摄

9月5日，铜冠机械公司设备装备分厂党支部党员正在现场清理整顿。当日，该
党支部以“美化环境、献礼二十大”为主题开展党日活动，组织全体党员对作业区域进
行了整理、清扫，以实际行动推动美化环境活动常态化。 王红平 陈克彪 摄

本报讯 中秋、国庆将至，铜山铜
矿分公司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加强节
日期间作风建设，紧盯关键“节点”，密
织“廉洁网”，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全力
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严明纪律，守住底线。“节点”即是
“考点”，该分公司纪委制定下发《关于
开展2022年中秋、国庆“两节”期间作
风建设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 》，重申
廉洁纪律要求，聚焦节日期间使用公
款搞相互走访、宴请、违规收送旅游门
票、月饼、土特产和各种有价证券、支
付凭证、商业预付卡、电子红包等问
题，提醒党员干部时刻绷紧自律弦，自
觉抵制奢侈浪费歪风，不触“高压线”，
清正过“廉节”。

主动担当，压实责任。该分公司纪
委督促两级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把“两节”期间正风肃
纪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把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责任扛在肩上。

强化监督，严肃问责。该分公司纪
委畅通监督渠道，针对“四风”问题隐形
变异的新情况新特点，通过成立暗访
组，设立举报邮箱，监督举报电话等方
式，持续释放违纪必究、执纪必严的强
烈信号，从严查处节日期间顶风违纪行
为，坚决遏制“节日腐败”。

严防严控，织牢防线。节日期间，
该分公司保卫部持续加强门岗管理，严
格落实二码联查，严禁无业务往来的车
辆和人员进入厂区，按照“谁接待谁负
责”原则，对外来人员进出，实行双重查
验，抓好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织密
织牢疫情防控严密防线。

张 霞

铜山铜矿分公司强化节日期间作风建设
本报讯 当前，全国电力供应吃紧的形势

下，安庆铜矿多措并举开启“节电模式”，以实际行
动助力矿山节能降耗、绿色发展。

该矿下达了《加强节约用电管理的通知》，
组织动员全矿职工投身到节电行动中来，要求
全体人员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节能意
识，严格执行办公场所用电特别是空调、大功率
电器等用电规定，重点加强空调26度下限管
理，加强人走关灯关电脑断电源等管理，杜绝浪
费、降低消耗。在生产方面，该矿根据生产用电
特点，科学制订了有序限电方案；在主井、盲主井、
破碎系统在满足正常生产的前提下，通过错避峰和
低谷期生产，加大早班提升量和破碎频次，副井严
格控制运行次数；特别是在井下排水方面，该矿井
下泵房均为2000千瓦和1000千瓦的高能耗设
备，按供电公司要求，每天11:00至14:00和
19:00至22:30两个时间段严禁超负荷，该矿根
据井下涌水量，合理调整井下泵房开泵时间，将开
启时间安排到早班开启，既实现节能降本，又缓解
用电高峰时段供电压力。 汪 洋

安庆铜矿多措并举开启“节电模式”

本报讯 近日来，在动力厂供水一车间各
岗位操作台上多出一样东西——岗位工人安
全生产职责，许多员工衣兜里也随身带着写满
岗位安全职责的纸条，牢记岗位安全生产职责
成为了新时尚。

如何落实好安全生产职责，该车间在念好
“三字经”上下足了功夫。一个是“有”，即根据岗
位的性质、特点和具体工作内容，明确所有从业
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通过强化管理考核和严格
奖惩等方式，建立起安全生产工作层层负责、人
人有责、各负其责的工作体系；一个是“会”，即通
过开展安全培训，抓实抓细各项安全举措，推动
安全举措落到班组、落到全员，织密安全生产责
任网络；最后一个是“查”，即查思想、查资料、查
现场，坚持“三定四不推五落实”原则，做到心中
有本安全账、脑里有本活地图。严查违章作业的

“大胆人”，严惩冒险蛮干的“危险人”，切实保障
人人都是安全员，个个都是监督员。牢记岗位安
全生产职责有没有用？北斗山净化站班长姚海
霞这样回答：“记牢岗位安全职责，才能做明白
人，上标准岗，干标准活，不会因为无知和无畏而
产生盲干乱作为；只有确保万无一失，才能避免
一失万无。那怎样才能更好地记住岗位安全职
责？维修班长熊治中强调“好记性不如烂笔
头”。冬瓜山班组李敏则传授了自己总结每步工
作流程顺序记忆法和关键字帮助记忆法。在近
日该车间开展的“全员安全生产职责人人过关”
活动中，正从作业现场返回化验室的崔茸，边放下取
样瓶边回答提问，一口气将自身岗位6条安全职责一字
不漏背述了出来。员工反问车间安全员，你是否记住了
自己的岗位安全职责？安全员徐道银回答，我根据6条
职责想好了六句顺口溜，即协助搞好安全、负责监督生
产、模范执行制度、及时检查整改、做好资料台账、降低事
故风险，并现场解释口诀各字词的意思。全面的岗位职
责概述让在场员工心服口服。 严涛涛 董 玲

动力厂供水一车间念好落实岗位安全职责“三字经”

本报讯 今年以来，金隆铜业公
司精炼课紧盯关键工序，均衡系统生
产，精细岗位操作，促进各生产指标
向实际经济指标不断优化。

在该课铜冶炼生产过程中，不可
避免会产出锢铍、渣包壳等大量含铜
中间物料，每天产出量有 150 吨左
右。为了降低在重复提炼铜金属过

程中能耗浪费，同时也为了避免因二
次处理挤占上游工艺系统铜精矿处
理能力。为此，该课为减少渣包底
铜和锢铍的实际产出量，精细转炉
操作，减少喷溅，降低床下物产出，
强化造气造渣前后工艺管理，精准
造铜终点判断，实时做好排渣管理
和优化工作等，实现了减少冶炼周

期内的含铜中间物料的目标，提升
了系统运行效率。与此同时，对产
出的锢铍和渣包壳混合堆放后进行
破碎处理，扩充了原场地的空间和
范围，加快了破碎和转运的速度，工
作效率大幅提高，为下一道渣选工
序指标的优化奠定了基础。

刘 胜

金隆铜业公司精炼课提升含铜中间物料处理效率

本报讯 今年以来，受环保、限
采、错峰调运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矿
山产量锐减，池州市上半年矿山停
运就达 33天，严重影响了物流运输
水运行业生产经营。为应对市场的
不利形势，池州铜冠物流公司多管
齐下开展提质增效活动，取得较好
成效。

积极开拓市场，增加利润增长
点。由于矿山停产限产，该公司主
动出击，积极联系件杂货吨袋客户，
抢抓市场。截至8月底，通过积极走
访，新增吨袋客户 5家，吨袋产量同
比增长 58.19％。优化装船设备，提
高运行效率。该公司原有链板机由
于设计问题，每小时装载量仅为400
吨左右，对货物品种要求高，只能装
载粉料而不能装载石子等物料。今
年经过会商，利用中修机会对链板

机进行技术改造，改造后使装货效
率由原来的每小时 400 吨提高至目
前的每小时600吨，既缩短了装船时
间，又大幅降低了运行成本。开展
关键岗位技术比武，提高作业效
率。组织开展了门机工技术比武，
提高吊装效率。现在五名门机工每
人吊装一车吨袋上船，最好的单车
成绩为 5分 31秒，平均每吊用时 92
秒，比去年比武的每吊用时126秒有
了显著提高。

8月22日，该公司组织了铲车工
技术比武，四名参赛选手分别进行
了精准上货、货场打堆、装货重量、
倒车入库等4个项目的比赛，营造出
良好的“比学赶超”氛围，对提升操
作人员的技能水平起到了很好地促
进作用。

殷 隽

池州铜冠物流公司多管齐下提质增效

他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2016年
进入金冠铜业分公司工作。他勤奋谦
虚、吃苦耐劳、待人真诚。工作3年后，
凭借优秀的工作表现被提拔为车间主
任助理，分管生产和设备。这个同事眼
中的“工作狂人”，过年休假7天，他4天
都在单位；45天大修，他恁是一天未休。
他就是金冠铜业分公司2021年度优秀
科技工作者、选矿车间主任助理刘长青。

以科研手段 提振员工士气

在车间倒班半年，刘长青通过技术
革新、工艺改造等方式减轻员工工作
量，提高工作效率，优化生产指标，是名
副其实的“科技达人”。他组织参与《多
维感知驱动的选矿智能巡检系统》项
目，用智能巡检机器人代替人工巡检缓
冷场渣包的创新形式，不但降低了员工
工作量，在实施渣包全生命周期检测过
程中还提高了渣包使用的安全性；发明
专利——《水力旋流器沉砂口防堵塞测
温系统》实现了水力旋流器沉砂嘴堵塞
自动报警，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优化
了生产指标；为集团公司新增级科研项

目2项，参与完成集团公司科研项目结
题1项、级科研项目子课题待结题1项，
分公司内部科研项目结题1项。授权实
用新型专利4项，公开发明专利2项。

以技改方式 提升选矿5S

2020年，为将该分公司选矿车间打
造成样板车间，面对“跑冒滴漏”难题，刘
长青通过反复实践，专门在碎矿区域不
同位置安装雾化降尘装置，以满足生产
过程中安全环保要求；在磨矿区域管道、
磨浮各作业砂箱内部贴耐磨陶瓷，以延长
使用寿命，减少因管道、砂箱磨损破损通
洞而造成“跑冒滴漏”现象；在浮选槽、各作
业砂箱、磨机排矿箱增设护罩并加装烟气
回收装置，以减少蒸汽逸散而造成的灰尘
重问题；改变渣浆泵密封形式，有效避免了
渣浆泵盘根漏水漏砂。在“选矿人”的努力
付出下，该车间5S管理水平大幅跃升。

以合理化建议 提速系统投产

2021年，选矿二系统建设完成，并
顺利投产。刘长青全程参与新系统建
设——安装——调试——投产过程，在
试生产期间组织参与优化现场改造近
百项，从根源解决了皮带及振动给料机
下料漏斗堵矿问题，保障了稳定供矿；
在磨矿各工段安装调量砂箱，实现自动

控制，减轻了员工操作工作量；使选矿
一二系统精矿实现串料，减少了因精矿
压滤机故障停车次数；使选矿一二系统
循环水实现串水，满足了生产过程中循
环水系统水平衡。目前，选矿一二系统
中矿再磨交换使用已实施，进一步降低
了一系统渣尾矿含铜量，提升了选矿指
标，避免了资源浪费。经过一系列的优
化改造，该车间设备运行稳定，选矿二
期顺利实现达产达标。其中，《不同类
型熔炼渣预先配矿制度》《立式压滤机
进口隔膜备件改为国产隔膜备件》《半
自磨机进料端螺栓渗漏处理方法》分获
集团公司合理化建议二三等奖。

以优化参数 提高选矿产能

一直以来，该车间在提升产能和降
本增效上下气力。刘长青通过优化半
自磨机和球磨机设备运行参数，控制磨
机电流，调整钢球配比直径，提高了磨机
充填率和磨矿浓度；日常加强设备点检，做
好设备预防保全，降低了设备故障率；运用
调整浮选药剂制度，适当提高浮选浓度，优
化浮选工艺参数，改造浮选泡沫溢流槽等
方式，磨机台时处理量从过去每小时166.9
吨提高至现在每小时169.9吨，年累计节
约用电约130万千瓦时，节约生产成本
450余万元。 陈幸欣 胡观勇

——记金冠铜业分公司2021年度优秀科技工作者刘长青
渣里淘精矿 改造增效益

“充填上升管渗漏焊接，犹如天
花板上装吊扇，属于高处‘悬空’作
业。”“管道焊接与吊扇安装，两者之
间能有啥可比性呢？”9月3日星期
六，冬瓜山铜矿充填区维修班焊工周
洪与工友小王接到突击加班电话，两
人在赶往单位途中的相互讨论，给此
次抢修增添了几分悬念。

9月3日早班临近下班时，井下
负850米中段5号充填管线的上升
管出现渗漏故障，须立即组织人员抢
修。“上升管”即位于巷道顶板处，由
充填钻孔延伸出的管道。尽管当天
是周末，接到抢修任务的周洪和小王

等几位工友，主动放弃公休投入抢修
施工中。“我知道5号上升管靠近溜
井边，而且环境温度堪称高温高湿

‘桑拿’模式，可就是难以将其与吊扇
安装相提并论。”置身抢修现场的小
王，仍在为此前讨论的话题感到疑惑
不解，只见周洪仰头指着巷道顶板，
向他反问道：“你看出现渗漏部位的
管道，可是在顶板表面悬着？装吊扇
是不是也要如此悬空作业？”恍然大悟
的小王，这才清醒意识到与相比装吊
扇难度而言，修复此类管道是有过之
而无不及。因为从切割渗漏上升管到
两端管壁清理、焊接修补，稍有不慎，
就会有异物溅入双眼，在敲击清理管
壁时，由于是仰着上肢作业，锤起锤落
极易伤及手指。为了排除这些不安全
因素，身为维修组长的周洪，详细梳理

排查每一项作业环节，不仅配备适宜
重量的高处作业铁锤，还携带齐全帆
布及防水手套，就连护目镜、保险绳、
溜井封闭网等防护设施，也是一应俱
全。施工中，先前被切割掉的渗漏上
升管，需要焊接同等长度和材质的管
道，谁知就在准备焊接时，足有25千
克重的焊接管，实在是难以稳固，稍一
扭动，就会容易产生渗漏的虚焊现
象。高级焊工技师周洪灵机一动，找
来几根角铁和槽钢，经过一番加工制
作，类似于千斤顶的“稳管器”加工成
型，它可以替代人力稳固上升管的任
意端，为上升管焊接派上了大用场。

锤声叮当、焊花闪烁，经过一天
的突击奋战，终于不留悬念地完成上
升管抢修任务，保障采场安全有序投
入充填。 汪为琳

不留悬念抢修战

本报讯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铜
冠冶化分公司纪委提前筑牢过节防
线，开展作风建设和疫情防控监督检
查，确保节日期间风清气正。

开展法纪教育，筑牢疫情防线。
该分公司纪委结合开展的“送纪送法
到基层”“强党建、严纪法、保稳定，创
造优异成绩喜迎党的二十大”签名承
诺等活动，将节日期间的纪律作风、值
班带班和疫情防控作为重点督查内
容，从严从实抓好内部防控，确保节假
日期间人员健康管理底数清、情况
明。

加强作风建设，筑牢廉洁防线。
该分公司纪委认真组织学习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十起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典型问题，教育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中汲取教
训。同时编写发送廉洁短信，提醒相
关岗位负责人在节日期间做到纠“四
风”和疫情防控两不误，严格执行廉洁
自律各项规定，营造清廉、文明节日风
尚。

严格执纪问责，筑牢监督防线。
该分公司纪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
责定位，建立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
的全过程监督闭环，紧盯疫情防控和
中秋、国庆“两节”期间纠“四风”树新
风情况，开展专项检查、随机抽查、明
察暗访，持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
查工作不担当、不作为、推诿扯皮、消
极应付等行为，对“两节”期间顶风违
纪不收手、不收敛的坚决严查重办。

胡永斌

把好节日关 织密监督网

本报讯 8月份以来，铜冠（庐江）
矿业公司各部门围绕生产经营中发现
的难题，积极进行破解，为矿山稳定发
展夯实基础。

该公司采矿工区“技改”降成本。
该工区员工在井下作业时，发现在使
用溜井的过程中由于跨中段放矿，矿
石的冲击力使得溜井封闭墙的方钢预
埋件发生变形甚至断裂，导致溜井无
法正常使用的情况发生，针对这一问
题，该工区积极开展技改措施，通过在
溜井封闭墙安装耐磨板，以达到减弱
矿石对挡墙的冲击，延长溜井方钢的
使用寿命，节约了生产成本，预估每个
溜井可节约维修成本30多万元。

该公司动力运转中心“技改”抓
降耗。空压机在压风过程中，由于冷
凝效果风包长期存在积水的原因，导
致压风系统含水量较大。针对此问

题，动力运转中心安排技术人员选型
采购自动排水装置，对空压机风包排
水阀进行改造，目前已能够实现风包
自动排水。自8月初投入使用以来，
效果良好，压风系统管道含水量明显
降低，有效保障了井下风动设备正常
运行。

该公司选矿车间“技改”提效率。
由于圆锥破碎机更换定锥衬板时，衬
板填充剂固化时间过长，严重影响生
产效率。针对这一弊端，该车间管理
人员经过反复磋商，研究制定了购置
调整套并安装衬板作为下次更换备用
的方案，使得圆锥破碎机定锥衬板的
更换时间由原来的12小时缩短至现在
的3小时，有效缩短了停机时间，增加
了处理量，极大提高了选矿车间的磨
矿效率。

王树辰 李 静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多部门发力“技改”

美化环境常态化美化环境常态化

本报讯 9月7日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电信日”，为提升职工网络安全意识和技能，
连日来，铜冠建安公司电控设备厂党支部组织
开展“宣传网络安全”学习活动。

该活动以“打造绿色网络空间，共筑网络
安全防线”主题，深入宣传《网络安全法》《数据
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重要法律法规，
通过多轮学习，使员工更加深刻认识到“网络
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重要性。“没
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
安全稳定运行，就没有企业发展的坚实基础，
厂里要搞好新时期单位网络安全，筑牢网络安
全防线。”该厂党政负责人在学习中认为，只有
切实增强网络安全意识，才能防患于未然。当
下，《网络安全法》的宣传普及非常必要和及
时，在日常工作中，重要数据文件必须及时备
份，电脑防病毒软件也要及时更新，保护好个
人数据信息，做好新形势下网络安全工作，进
而共同筑牢网络安全城墙，保障单位网络安
全。学习活动中，该厂还围绕防范通讯网络诈
骗、“恶意二维码”“假冒热点”等职工身边事、
关心事，通过观看网络安全宣传短片、漫画宣
传和网络安全知识答题等职工通俗易懂、喜闻
乐见的形式，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宣传网络
安全理念、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推广网络安全
技能，有力推动了全厂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
能的提升，形成了共同维护单位网络安全的良
好氛围。 潘国栋 江 君

铜冠建安电控设备厂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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