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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14日，安徽省生态环
境厅公布2021年安徽省环境信用评价
结果，铜冠铜箔公司获评最高等级——

“环保诚信企业”等级。这也是该公司连
续三年获得环保诚信企业称号。值得一
提的是，该公司子公司合肥铜箔公司和铜
陵铜箔公司也连续三年获评最高等级。

近年来，铜冠铜箔公司坚持问题导
向，积极响应国家“污染防治三年行动
计划”和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
卫战计划，深入开展源头预防、过程控
制、末端治理工作。

实施“蓝天工程”。该公司投入
150余万元，开展了漆包废气治理设施
和废气排放在线监测设施改造工程，大
大减少了挥发性有机物向外排放量。
该公司投入200余万元，增设了酸雾尾
气除白烟设施，更换老化的酸雾塔管
道，确保了酸雾排放安全达标。该公司
又先后投入60余万元，开展“锅炉低氮
燃烧改造”项目，使得锅炉排放烟气中
的氮氧化物，远远低于国家相关标准规
范的排放限值，环保效益显著。

开展“碧水行动”。该公司组织开

展的“铜离子回收再利用”项目，通过自
主完成铜离子回收再利用装置的研发，
优化工艺流程、参数和技术指标，在铜陵
铜箔公司实行试点后，每年除了减少含
铜废水处理排放，还可回收铜约10吨，
实现了环保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该
公司投入上百万元，增设了微型水质自
动监测站3套、采购了等比例水质自动采
样设备，升级了在线监测设备的比对功
能。该公司开展废水车间排口和总排口
改造移机工程，让废水排放监控更加精细
化、智能化，守好污染排放最后一道关口，

确保污染物百分百达标排放。
推进“净土计划”。该公司实施“污

泥处理设施优化升级”项目，投用新式
污泥压滤机和烘干机后，年减少危废产
生量达200余吨，节约危废处置费达百
万元。该公司每年投入10余万元，开
展“土壤及地下水隐患排查”项目，新增
规范性土壤监测点和地下水监测井达
20个以上，定期监测土壤和地下水，开
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专家评审，确保工
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落实，保障土
壤和地下水安全。 许 平

铜冠铜箔公司连续三年获省“环保诚信企业”称号

铜冠电工公司员工日前正在生产漆包线。该公司秉承“技术求新、工艺求精、品质求优、承诺求信”的质量理念，
近年来将质量作为重中之重，并通过对标世界一流行动，与行业标杆开展指标对标，公司的漆包线、阳极磷铜材和铜
杆线三大主产品技术经济指标得到稳步提升。 王红平 华 伟 摄

今年以来，铜冠建安安装公司持续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工会工
作人员坚持“宣传、认识、业务、服务”四到位，积极做好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工作的
意义、内容、范围、缴费标准和申报程序等方面内容宣传工作。图为工会人员近
日为职工宣传互助保障政策。

李 欣 江 君 摄

11月 16日，铜冠冶化分公司生产技术
部会议室里气氛热烈，一场“守好咱的‘钱袋
子’，警惕非法集资”宣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

来自铜陵经开区金融科技局的3位“管钱
专家”在现场发放宣传手册后，以PPT形式深
入浅出介绍非法集资的四种常见手法：一是
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承
诺高额回报；二是通过注册合法的公司或企
业，打着响应国家产业政策、开展创业创新等
幌子，编造虚假项目；三是在宣传上往往一掷
千金，聘请明星代言、名人站台，以虚假宣传
造势；四是采取类传销手法，编造自己获得高
额回报的谎言，利用亲情诱骗。

同时，提醒大家在提高自身防骗意识的
同时，重点做好家人特别是老年人的宣传工
作，谨防典型养老集资“四部曲”：第一步发

“小礼物”，通过免费派鸡蛋、洗衣液、大米等
小礼品吸引老年人关注，对老年人施以小恩
小惠；第二步听“养生课”，专程派出“专家”开
养生课堂，利用老年人对健康长寿的渴望，购
买保健品；第三步做“宣传员”，宣称充值长期
每周领红包，并赠送保健品和旅游服务，利用
老年人轻信他人的特点；第四步买“好理财”，
放出“重磅产品”，保本无风险，利用老年人富
享晚年的追求。四步层层叠加，一环紧套一
环，老年人极易洗脑上当受骗。活动现场，针
对大家关心的理财、基金产品购买，“管钱专
家”提示一定要到具有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
依法许可的银行等正规机构购买，收益率超
过6%的就要打问号，时刻树立风险意识、远
离非法集资。 胡永斌

守好咱的“钱袋子”

本报讯 11月 16日，铜山铜矿
分公司在道德讲堂活动室，对员工在
三季度“我为公司一季献一计”活动
中提出的“金点子”进行表彰，激励广
大员工为公司发展出主意，献良策。

铜山铜矿分公司为有效解决在
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瓶颈”，确保
可持续稳步发展，从强化员工思想意
识入手，于今年年初开始，在全公司
范围内开展“我为公司一季献一计”
活动，汇众智、集众力、聚众能，破解
生产难题，助力矿山发展。随着该活
动的不断开展，该分公司广大干部职
工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正逐渐转
化，从机关到基层单位，从后勤到生
产一线，员工们纷纷从旁观者变为参

与者，从自己岗位入手，一个个“金点
子”层出不穷，一大批“建议达人”脱
颖而出。其中，该分公司机动部部长
陈斌针对尾绳是矿山竖井多绳摩擦
轮提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
系统中起到平衡作用。摩擦式提升机
尾绳在竖井提升系统正常运行时，会
存在尾绳弯曲、扭劲、磨损和断丝、断
股、扭结等情况，同时井底水窝还存有
各类杂物，在井底浸水带水运行中会
存在各种安全隐患，提出对摩擦式提
升机尾绳进行实时检测，能有效避免
尾绳不正常运行引起的安全隐患，装
置投入运行，每年可节约材料费用达
35万余元。此项建议还荣获了该分公
司三季度“一季献一计”二等奖。

目前，该分公司干部员工结合企
业发展献计献策已经成为常态化工
作。据了解，今年一至三季度，该分
公司累计收到员工提出的意见建议
129条，内容涉及安全环保、生产经
营、扭亏脱困、改革发展、党建工作等
实际。下一步，该分公司还将持续发
挥好“一季献一计”活动平台作用，充
分发挥员工主人翁的责任感，激励员
工参与公司改革发展的积极性，提高
献计参与度，提升献计质量，抓好献
计的落实，把“一季献一计”活动持续
推向深入，切实解决困扰生产经营的
难点、痛点和堵点，提高矿山生产效
益，为分公司发展提供不竭动能。

张 霞

铜山铜矿分公司全员献计谋发展

“抓安全管理，就要有“钉钉子”
精神，像‘钉子’一样钉在安全管理岗
位上，一处也不能放松，一刻也不能
懈怠。”这是铜山铜矿分公司深部开
拓办公室安全管理工杨军的心里
话。从事安全管理工作十多年来，他
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974年出生，1993年参加工作
的杨军，在该分公司工作已经30个年
头，曾先后在多个井下一线岗位工作
过。2003年，原铜山铜矿因资源枯竭
破产重组，争取到国家危机矿山二轮
找矿项目，2009年9月深部矿产资源
开采项目开工建设，杨军就调到深部
开拓办公室工作至今，主要从事深部
开拓施工安全管理、现场质量管理、
工程进度监督等工作。从事该工作
十多年来，他在人员少、工作点多面
广的困难情况下，以“钉子”精神扎根
平凡岗位，狠抓现场安全管理，加班

加点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以忘我
的工作热情、扎实的工作作风、勤勤
恳恳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工友和外来
施工人员的高度评价。

今年一季度，在该分公司井下负
613米中段炸药库安装和顶部漏水治
理重点工程施工中，由于炸药库从
地表搬迁到井下时间紧、施工任务
重，深拓办安全管理人员少，杨军主
动放弃公休日，每天早早下井到现
场监督施工安全和质量，有时三班
连轴转钉在施工现场，确保了工程
安全顺利完工，为炸药库顺利搬迁
赢得了时间。今年三月份，该分公
司进行井下负658米中段14线溜井
顶部垮落安全隐患治理，工程施工
条件复杂，难度较大。为了确保安
全，杨军每天跑现场查看施工安全、
质量和进度，他积极和施工人员探
讨施工方案，不放过一处安全隐患，
还时刻叮嘱施工人员注意自身安
全，直至工程安全完工。

今年三季度，该分公司强力推进

井下深部开拓二期工程建设，面对时
间紧、任务重、人员少、作业点多、多
个作业点交叉作业的复杂情况，杨军
再次发扬“钉钉子”精神，每天早早下
井到现场监督施工安全和质量，往返
在各个作业点之间检查安全状况，理
顺各个施工环节，确保了工程安全施
工。在负658米中段11线、14线、19
线等重点工程施工中，他多次放弃公
休日，每天到现场检查作业安全状
况，不厌其烦进行安全验证，随时观
察施工安全情况，保证了各个作业点
安全施工。

今年以来，杨军还全过程参与了
负658米中段吃饭间延伸口门顶部岩
石破碎处理、负703米中段措施风井
通道施工等安环重点工程，均保证了
安全施工。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今年
以来该分公司深部二期开拓工程做
到了安全施工，未发生一起人身和设
备事故。他本人也被该分公司评为
三季度“安环之星”明星员工。

潘敬虎

杨军：用“钉钉子”精神抓安全

“裴学飞，你跟我说说今天井下
哪几个作业面有爆破作业。”“好的，
徐区长，今天在桦树坡负790米、冬瓜
山负 790 米 56-1 采场和负 868 米
64-25采场有爆破作业，其中64-25
是二班的作业区域，需要班组成员及
时撤离！”“好，你说的很对，大家也要
像他这样，对作业情况了然于心，尤
其是安全更要做到位。”这是11月8
日一大早，冬瓜山铜矿掘进一区派班
会上互动的一幕。

派班会作为安全生产必不可少
的“抓手”，该工区把派班会变成上岗
前安全第一关、安全教育的第一课
堂，采取现场问答、交流互动等方式，
让职工参与进来，引导职工了解当班
安全状况，掌握安全注意事项，熟悉
岗位工作流程，有的放矢做好班中安
全生产工作。一直以来，该工区以

“时时刻刻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
推进安全生产检查“回头看”，坚定不
移地把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执行
到位。不仅在派班会上加大宣讲力
度，还通过微信群、班组园地、悬挂横
幅及安全学习日等形式，多渠道开展

安全宣教活动。针对井下重点区域、
重点设备、重点环节和岗位，组织排
查确认隐患风险点，确定风险等级，
制定管控措施，确保现场无隐患、设
备无故障、人员无违章。加大隐患治
理力度，从岗位隐患排查、班组隐患
排查、设备隐患排查到现场隐患排
查；从排查隐患、发现隐患、整改隐患
到事后分析实现闭合循环；形成全区
上下人人查隐患、人人除隐患、人人
保安全的良好氛围，确保将风险隐患
消灭在萌芽阶段，营造安全稳定的生
产环境，确保矿山安全生产。

王 朝

“互动式”派班助安全

本报讯 截至10月份，铜冠池州
公司铅分厂完成次氧化锌含锌产量
1052吨，创历史新高。

今年下半年，铅原料供求呈现
“僧多粥少”的局面，国内铅冶炼
厂为了保住铅冶炼的正常生产，
铅加工费也是一降再降，加工费
已经不能覆盖加工成本。该公司
通过开展原料市场调研和科学的
生产能力评估，将生产经营目光
聚焦到副产品产量提升方面。随
着到厂原料含锌量的提升，面对
入炉料含锌高达 10%的配料单，
三连炉工序倍感压力。“满脑子想
的都是高锌入炉料的事，必须想
方设法将高锌原料利用好。”铅分
厂党支部书记张磊在生产例会上
掷地有声地说。

实干笃行，奋楫争先。工艺专
职束祥专门整理了高锌原料搭配
使用计划并制定了过程控制工作
清单，力促炉温控制精准化和渣
型调控精细化，实现了底吹炉和

侧吹炉稳定生产。面对侧吹炉渣
含 锌 从 以 前 的 12% 提 高 到 20% ，
烟 化 炉 工 艺 专 职 汪 兴 平 查 阅 资
料、问询同行专家和组织烟化炉
主控进行专题讨论，不断摸索优
化烟化炉吹炼方式，有力地保证
了烟化炉渣含锌小于 1%，关紧了
烟化炉渣含锌最后一道“闸门”。
含锌量的提高对次氧化锌收集系
统出现了不小的难题，为了解决
这一难题，余热锅炉岗位、收尘岗
位、次氧化锌浆化岗位建立过程
联动工作机制，重点加强锅炉清
灰系统运行效率，强化收尘及排
灰系统现场监护，次氧化锌浆化
液固比例大幅下降。“要像对待自
己孩子一样看护好次氧化锌浆化
输送系统。”这是浆化工孙国和经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功夫不负
有心人，众志成城之下创下了单
月次氧化锌含锌产量超过千吨的
骄人战绩。

袁永新

铜冠池州公司铅分厂次氧化锌产量创历史新高

本 报 讯 近 日 ，有 色 动 力 厂
“飞灰含碳量在线检测系统 V1.0”
获得了由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飞灰含碳量是火力发电厂衡
量锅炉生产过程节能环保重要参
数，是反映锅炉燃烧效率的重要
指标。为准确检测飞灰含碳量，
减少碳排放，降低发电单耗，该厂
贯彻落实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依
据电力行业技术规范，针对热电
燃煤锅炉燃烧工艺要求，与安徽
工业大学合作开展科研攻关，开
发完成了飞灰含碳量在线检测系
统，并采用现场参数测试、数据处
理分析、实验模型开发、仿真分析

相结合的方法，研发了一套基于
灼烧失重测碳法的飞灰取样及含
碳量在线监测仪器，实现飞灰含
碳量的高精度实时智能化检测，
为锅炉燃烧过程的优化运行提供
操作指导，达到提高燃烧效率和
节能降耗的目的。采用飞灰含碳
量在线检测技术后，热电锅炉运
行人员可根据飞灰含碳量实时数
据对锅炉进行及时、精细化调整，
通过调整可将飞灰含碳量水平降
低 0.5%～2.5%，炉效提升 0.5%～
2.0%，每年可节约两千多吨，入炉
燃煤，节省燃煤成本所产生的直
接经济效益约 200 余万元。

董 玲

有色动力厂一在线检测系统获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本报讯 “丁书记，我刚才在你
单位检查时发现了一条隐患，已经用

‘微安全’APP随手拍写明了隐患的
位置、现场照片、整改要求和期限，把
整改后的相关情况传到APP上。”“方
部长，我已收到，已经安排人员抓紧
整改，保证按时整改完成。”丁书记立
马进行了回复。这是安徽铜冠（庐
江）矿业公司财务部方陵部长给安全
包保单位石子厂项目部发送的安全
隐患排查情况通知书。

为进一步加大安全管理力度，切
实把“人人都是安全员”管理理念深
入推进，该公司于 2022 年年中制订
下发了《安全绩效考核与奖惩制度》，
采用了安全绩效考核包保管理这一

“新”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首
先，把9个机关科室与11个生产单位
和外协项目部形成包保关系，从人的
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安全
基础保障、现场安全履职的管理四个
方面制订安全绩效季度过程考核内

容和标准，把不安全行为查处指标分
配到每个单位，细化安全绩效年度效
果考核。其次，采矿工区副班长及以
上管理人员，对井下各中段（作业点）
外协单位实行安全包保“网格化”管
理，对包保的外协单位作业区域发生
的安全生产事故负有包保责任，矿业
公司对采矿工区“网格化”管理效果
进行考核，并设立季度的安全绩效奖
励机制。同时，对在安全管理、安全
活动、安全技术创新、事故隐患整改、
避免事故及抢险等安全工作中成绩突
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此
外，全员高效利用安全生产智慧系统

“微安全”APP，随时进行安全检查，上
报发现的事故隐患，做到安全时时查、
整改马上办，关口前移，重心下沉。该
举措的实施，不但使全员的安全绩效
有明显的提高，而且有效地增强了全
员的安全管理意识和责任，把安全管
理向纵深推进。

邵桂花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安全管理出“新”招

本报讯 “一个报告、5天时间，就把路灯全
部安装到位，以后夜班上坝巡检更安全、更放心
了！”11月8日晚，铜冠（庐江）矿业公司选矿车
间的尾矿库驻守职工唐敬，看着巡检路上亮起
的路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因 尾 矿 库 主 路 段 今 年 10 月 刚 刚 建
成，夜班巡检的职工普遍反映主路拐角
处没有路灯，严重影响夜间上坝巡检安
全。 11 月 3 日晚，该公司选矿车间精尾
班组向车间党支部提交了报告。接到报
告后，该车间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
进行核实，确认情况后当即规划增设新
路灯的方案，并明确专人负责定期对路
灯进行管护，切实保障职工夜间出行安
全。“职工有诉求，车间有回应”。小到路
灯增设，大到车间生产建设的一些重要
意见和建议，只要职工提出诉求，该车间
党支部就会认真对待，不但帮助职工群
众解决实际问题，还为车间各项决策提
供了参考和依据，架起服务职工群众的

“连心桥”。今年以来，据统计，该车间累
计帮助职工们解决各类难题 10 多件，极
大地提高职工的幸福感、安全感。

史叶龙 李 静

路灯“亮”了 民心“暖”了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选矿车间开展“为民办实事”活动

本报讯 10 月份，金冠铜业分
公司两厂区发电量累计 2114.092
万千瓦时，单月余热发电量首次
突破 2000 万千瓦时，再创月发电
量历史新高。

该公司自闪速冶炼技术及节
能 环 保 升 级 改 造 项 目 实 施 对 接
后，余热发电属地动力车间逐步
摸索各种工况条件下全厂蒸汽使
用情况，并进行针对性优化。10
月份以来，结合经验积累，不断落
实精细化操作，主动将发电机组
负荷调节改为压力自动控制，更
加有效地保证蒸汽发电利用率。

同时，实时根据工况变化及管网
蒸汽压力变化，在保证 4 号发电机
组满负荷生产的状态下，加大低
温 热 能 回 收 HRS 系 统 降 压 阀 开
度，主动给低压管网供汽保证和
满足 2 号发电机组负荷要求，有效
缓解低压管网用汽波动导致的 2
号发电机组解列情况。为稳定良
好的生产形势，该公司动力车间
将着力抓好冬季蒸汽平衡利用，
以最大化程度地利用余热蒸汽进
行发电，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力创
高产。

张春青

金冠铜业分公司单月余热发电量首次突破2000万千瓦时

本报讯 11月15日，金隆铜业公司熔炼课
组织备料工序岗位职工和技术人员对精矿传送
皮带急停拉绳开关进行了运行安全功能测验，
确保其安全有效。自进入第四季度以来，该课
以夯实现场安全基础为着力点，持续强化现场
安全基础管理。

该课精矿传送皮带大小共31条，急停拉绳
开关是精矿传送皮带机构重要的安全设施，在
发生紧急状况时，操作人员可以通过拉绳开关
进行系统或分段停车制动。该课定期组织岗位
职工和技术人员对各级传送皮带拉绳开关使用
效果进行运行检测，包括绳带和卡口松紧适度、
联锁开关功效、信号灵敏度等，保证其性能可
靠，为生产运行提供安全保障。

为使现场安全基础管理不断得到强化取
得实效，该课首先从加强职工设备维护保养知
识培训学习做起，加大设备维护保养力度，通
过增加点巡检频次，设备操作人员和分管技
术人员每班必须对重点设备进行隐患排查，定
期组织课主要管理人员带队进行设备隐患排
查，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消除隐患。其次是根
据设备运行特点，加大设备升级改造，提高设
备运行率，保证设备安全顺畅运行。另外该课
规定各生产工序和生产班组在组织生产时，对
各生产工序作业流程运行隐患开展自查自纠，
以“一班三检”为基础，对每一个生产节点运行
工况做到心中有数，对易造成不安全因素的生
产行为加强管控，将可能产生事故的因素消除
在萌芽状态，创造安全环保的作业条件，为完成
全年生产经营目标奠定安全基础。

孙 乐

金隆铜业公司熔炼课强化现场安全基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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