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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隆铜业公司获得铜陵市安全生产先进集体称号
本报讯 去年以来，金隆铜业公司
不断加强安全管理标准化工作，强化员
加大隐患排查和整
工培训和应急演练，
改力度，层层落实安全责任，取得了良
好效果。去年全年，
该公司未发生工伤
事故、重大设备和火灾事故，未发生职
该公司被铜陵市授
业卫生事故。日前，
予安全生产先进集体称号。
今年，
该公司结合集团公司开展的
意识先行”活动，
“安全生产，
进一步增
将安全生产管理
强全员安全责任意识，
落实到每个工作岗位和生产过程。
强化安全责任
突出全员安全责任，
制的落实。
该公司建立了全员安全管理
责任体系，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
调动基层
增设了班组长安全责任津贴，
管理人员抓安全工作积极性。
提高全员安
加强安全教育与培训，
全环保意识和专业素养。培训内容除了
新《安全生产法》，该公司还有针对性
地开展重要业务、重点岗位、重要人员
的专业技能培训工作，确保新上岗员

工、 转 岗 人 员 、 特 殊 岗 位 人 员 实 现
100%持证上岗。
突出精细化管理，提高全员安全风
险管控水平。
从源头抓安全管控措施落
实，
建立风险管理职责、
管控重点、管控
制度以及应急处理等内容的全员全过
确保体系建设内
程安全风险管控体系，
容覆盖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岗位、每一
台设备和每一个作业环节。该公司安全
周
管理人员对各课室进行不定期抽查、
检查，开展部门月检查和公司季度检
查，对每次检查的安全隐患实行“三定
四不推”，及时上网公布，限期整改，跟
踪抽查，实施检查到整改的完全闭环，
有效提高现场管理水平。
完善安全
增加安全专项资金投入，
生产相关设施。近两年来，该公司共投
入安全专项资金 310 万元，建设 3 号
酸库环形通道、
闪速炉应急通道等安全
设施，进一步改进企业的安全生产状
况，
确保了企业平稳、安全运行发展。
陈 潇 王承乐

稀贵金属分公司举办职工读书分享会
本报讯 日前，
稀贵金属分公司动
力维修车间举办了一次“沐浴书香，传
承文化”主题读书分享会。来自该车间
各岗位的十余名读书爱好者带着自己
喜欢的好书，齐聚一堂，交流读书带给
自己的快乐与收获。
配电工赵俊分享的 《淡定的人生
不寂寞》，让大家都赞同幸福没有一种
特定的模式，只能是相对的概念，守住
一颗淡定而宁静的心，珍惜已经拥有
的，你会觉得生活是那样美好；车间党
支部书记王耕分享了 《思路 决 定出
路》，让大家领悟到任何成功在最初就

是一个思路；齐小惠分享的《把事情做
到最好》，里面最喜欢的一句是“不要
只做低于自己能力的工作”；技术员黄
萍提出《虎妈猫爸》的教育理念，引起
全场共鸣，大家纷纷表示太有感触了。
大家通过读书、感悟、交流、品味书香、
现场气氛热烈、
轻
感悟人生、增长知识，
既有刚进
松愉悦。此次读书分享活动，
也有年过半百的
分公司不久的大学生，
老师傅；阅读的书本有国学经典，也有
中外译本；有人物传记，也有正在直播
的连续剧本……大家都说这是一次让
人受益良多的读书交流活动。 石 霞

铜冠电工公司给全体员工家属发放安全公开信
本报讯 为认真落实 “安全生产
月”活动，推进“安全环保，意识先行”
活动各项工作的落实，近日，铜冠电工
公司给全体员工家属发放一封安全公
开信，
通过发放致员工家属的安全公开
信，
牢固树立家庭就是企业构筑安全的
第二道防线的理念。

该公司要求所有员工家属对公开
信进行回复、签名，同时组织有关人员
对回复进行评比，
从中推选出优秀回信
进行奖励。与此同时，该公司在员工活
动场所张贴基层班组成员的全家福照
片，
让企业、
员工、
家庭三位一体的安全
教育牢不可破，坚如磐石。 芦广胜

冬瓜山铜矿开展无轨设备专项检查
本报讯 日前，
冬瓜山铜矿对井下
在用的无轨设备进行一次专项检查，
确
保夏季设备的正常作业。
这个矿井下现有各类无轨设备
120 条台，主要分布在两个采矿和两
个掘进工区，每天完成出矿量 13000
余吨。这些无轨设备不仅生产效率高，
而且“身价”昂贵，是矿山生产重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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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班组创建的践行者
—记集团公司优秀标准化班组、天马山矿业公司选铁生产班
——

天马山黄金矿业公司金口岭矿区
选矿车间选铁生产班自创建标准化班
组以来，从 2009 年至 2013 年，连续 5
年被评为原金口岭矿业公司 “先进标
准化班组”。该班组 13 名员工多年来
用行动和汗水做好标准化班组创建工
作，在标准化班组创建中夺得了多项
荣誉。2014 年度，该班组标准化班组
创建工作更上层楼，被集团公司和天
马山矿业公司双双评为 “优秀标准化
班组”称号。
金口岭矿区选矿车间选铁生产班
实行的是“四班三运转”作业，主要负
责选矿车间转炉渣、自产铁砂的磁选
与过滤，污水的处理以及设备的维护

与保养工作。2014 年，该班组按照标
准化班组考核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
各项规章制度，认真贯彻执行安全生
产法律法规，坚持交接班制度，做到各
班组之间面对面交接，确保上下工序
生产工
安全有序进行。针对安全隐患、
艺流程等方面提出了多项建议，并会
同有关人员进行整改。班组成员每月
多次对自产砂池周围水沟精砂进行回
收，同时对污水沉淀池、事故池精砂进
行回收并清理，确保有毒有害废水达
标排放，在生产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
全年完成转
处理。经过全班人员努力，
炉渣铁精砂 13 万多吨，精砂水分小于
8%，远低于 10%的考核要求，回收达
率 100%；自产铁精砂 2 万余吨，精品
率达到 60%以上，磁性铁回收 率超
95%，实现产值两千多万元；全年未发
生安全事故，成为矿业公司安全生产
的排头兵。
加强班组建设，提高标准化班组
该班组
执行力。在班组标准化建设中，

严格按照标准化班组创建要求，做好
班组台账的原始记录和各项活动的开
展，明确了标准化班组工作职责和工
作制度。进行班组成本考核、指标考核
和绩效考核。特别是对自产系统。该班
组年初就在车间成立了 QC 小组，就
如何《提高自产精砂品位率》进行 QC
攻关，通过近一年的不懈努力，自产铁
精砂由原来 56%左右提高到 60%左
右。同时在四个小组中开展了指标考
核劳动竞赛来提高铁精砂的精品率和
回收率，坚持对每日的生产指标及时
上榜公布，对做得好的班组给予奖励。
在成本考核中，该班认真做好材料费
用支出记录，坚持以“节约为主”，做
好节能降耗工作。在铁砂倒运过程中，
充分利用夜班低谷电进行行车操作。
在奖金分配上，以考核结果为依据，进
行合理的二次分配，并在班务公开栏
上公布，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较好地
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王红平 叶玉芳

倾力为生产提供信息技术支持
—记铜冠冶化分公司优秀员工章红阳
——
“信息技术要与时俱进，为生产提
供优质服务”，
这是章红阳常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自大学毕业以来，80 后
的章红阳便来到了铜冠冶化分公司，
先是在该公司设备保障部从事仪控仪
表维护管理工作，后又调入办公室信
息管理中心任信息管理员，从事信息
化项目的研发、实施、推广和网络通讯
监控等电子设备的维护。
近年来，章红阳积极参与了该公
司硫酸二期监控系统、公司综合楼网
络布线及大屏幕电视、职工食堂售饭
系统、指纹人脸考勤一、二期工程和点
巡检系统、循环园区综合安防建设、多
媒体会议室弱电音响等工程信息化建
设，而该公司 ERP 系统上线建设、核
心机房升级建设、内部网站改版工作
也都留下了他忙碌的身影。
该公司球团车间三大主机之一的
环冷机区域温度有时 高达 600 度 以

上，安装的高温摄像头由于先前的安
装位置不佳，正压情况下，火焰经常喷
生产中控监
出将高温摄像头装置毁损，
导致球团生产
测不到环冷机内部情况，
有时需停车检修。面对这个棘手的问
题，
章红阳与球团车间相关人员多次实
地察看，反复探讨论证，通过技改技措
项目在球团环冷机另一侧最佳观察点
并开设
位置引入了内窥式高温摄像机，
了检修孔，
在孔外摄像头后端装置防火
护罩，加装风冷却装置、自动弹出装置
确保环境
及远程控制摄像机进出系统，
有效地避免
温度异常时设备正常运行，
了烧毁情况发生，仅此一项，每年可节
省设备更换成本 10 万元。
为保证网络办公系统的正常运行
及核心数据的安全，去年该公司年度
大修停电时段内，章红阳积极组织施
工单位对机房核心交换机进行了升级
更换，
将网站服务器、DNS 服务器成功

迁移至新服务器，对备品备件系统服
务器、点巡检服务器、磅秤系统服务器
及监控系统服务器软件进行了部分更
新升级，同时组织外协单位对核心机
房的所有电源线路、地插、开关柜及监
控网络线路进行了检查整改，消除了
安全隐患，并对服务器及其他设备进
行了卫生清理工作，确保了网络核心
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与此同时，通过技术革新，章红阳
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升级了该公司监控
软件高清平台，在球团脱硫监控、现场
油罐、煤气加压站、磅房等位置中引入
了高清监控，24 小时高清监测无死角。
他主动承担了该公司园区通讯系统建
设及维护，多次深入生产现场进行电
话通讯抢修，确保通讯畅通。每年该公
司大修期间，他经常是 24 小时连续值
班，采用发电机发电，保证了该公司机
房通讯系统正常。
傅大伟 卢 冰

立足岗位创新创造
—记集团公司优秀岗位能手黄永冠
——
国产化设备替代、
发行，节约备件
提高公司铜板带
成本，
减少设备投资，
黄永冠先后为
产量和成品率，
几年来，
金威铜业公司创造了 1300 万元的经
济效益。
黄永冠是金威铜业公司设备管理
部电气工程师，主要负责公司冷轧机
组五台轧机的电气设备维护和管理工
作。身为电气工程师，他不仅能熟练驾
驭几台冷轧机，而且能够解决各种电
气故障和疑难设备问题，并熟练掌握
轧机自动控制系统的维护技能。
他成功地完成金威铜业公司主
要设备改造和国产化替代工作。去
年，黄永冠完成粗轧机大鼓轮和卷取
切换开关的改造工作，用真空接触器
替代原来的双电源切换开关，提高使
用寿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节约备
件费用，预计可创造 10 万元左右经
济效益。他还完成粗轧机测厚仪系统
的国产化改造，用国产 X 射线测厚仪
替代 VOLLMER 接触式测厚仪，解
决了原来测厚仪系统存在的缺陷，提
高铜板带产量和质量，并且每年可直
接节约 50 万左右的备件费用。
在 WF 二十辊精轧机张力卷取机
改造工作中，
黄永冠通过增加外支撑，
部分解决了原来的卷取机存在的缺
同时在 WF 二十辊
陷，
提高设备产能；
设备大修期间，他完成机组传动柜的
解体除尘检查，更换了轧制油箱加热
器，
提高功率。
在提高设备工作开动率中，黄永
冠努力提升产品成品率。他完成了粗
轧机 AGC 系统的优化调试工作，解
决 AGC 质量流控制无法投入问题，
减少轧制中料头料尾的废料损失。仅
此，预计可提高金威铜业公司 1%左
右的铜板带成品率，同时可满足
GRISET 异型母带的轧制公差要求。
在解决设备日常中的疑难故障
中，黄永冠亦是冲锋在前。2014 年，
黄永冠一次次成功解决机组疑难故
障。二十辊轧机轧制油过滤系统无法
自动过滤，四辊精轧机公差异常波
动；二十辊精轧机由于以太网通讯模
块存在问题导致工控机无法正常通
讯……所有问题，经黄永冠“问诊”
后手到“病”除，为生产的顺畅提供
了坚实的保障。
朱 莉 黄军平

备。为确保井下无轨设备夏季正常作
业，该矿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各在用
无轨设备的安全设施、传动系统、液压
系统、电气控制系统、现场润滑等情况
和 TPM 管理进行全方位检查，对检查
出的隐患和问题，限期予以整改，确保
安全生产。
汤 菁

铜冠地产公司开展工程现场消防应急演练活动
本报讯 日前，
为强化夏季施工安
全，防范高温季节火灾风险，铜冠地产
公司在池州铜冠花园项目施工现场开
展了一次消防应急演练活动。

演练活动由专业人员讲解了灭火器
等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宣传夏季
高温防火常识，
进一步强化了一线员工防
范火灾意识和安全生产意识。 韩大超

6月 2 日上午，冬瓜
山铜矿提升一区开展了
电焊工技术考核活动
（如图），对青工技能掌
握情况进行一次大检
验，以此提高广大职工
岗位学技能热情，培养
更多岗位技术娴熟的职
工，更好地服务矿山生
产建设。
汤 菁 龚承 摄

赛场“风波”
凤凰山矿业公司选矿车间精矿控制室铁制楼梯，因梯口高低不平，存在着安
全隐患。这个车间组织电气工段员工配合焊工在梯口处制作平台，并重新焊接楼
梯，
及时消除了这一安全隐患。
王松林 段青 摄

日前，
铜山矿业公司举办 2015 年度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该公司党委结合入
党积极分子的思想实际，着重对他们进行了党的基本知识、理想信念和形势任务
等方面的培训，要求他们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岗位上发挥表率
作用。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张 霞 摄

5月 29 日下午，在冬瓜山铜矿充填
区组织开展的“与安全同行”演讲竞赛
活动现场，几名选手“口无遮拦”的演
讲，使场下不时掀起阵阵“风波”。
但凡能够登台演讲的人，其个人安
全文化素养和岗位操作技能，在该区堪
称是大伙公认的佼佼者。可是当走进充
填区此次安全演讲赛的现场，各位选手
一反常态，改变过去那种或高谈阔论或
无限感慨的演讲模式，一上台便自我揭
短，对自身曾经犯过的偷懒、侥幸等行
为“供认不讳”。来自充填一班青工刘
宝华，在班组享有“充填老把式”的美
誉，但他那句“我错了”的开场白，立马
“我们不违章指挥、不违章操作、不
违反劳动纪律”，
“安全来自长期警惕、
事故源于瞬间麻痹”……这是铜冠机械
公司无轨分厂每周一上班后集中全体
职工所做的第一件事，即该厂开展的安
全宣誓活动。
无轨设备分厂专门从事井下无轨
设备生产，兼顾维修集团公司内部无轨
设备。生产及维修的无轨设备有 T －
100、
T-150 潜 孔 钻 机 ， 露 天 钻 机 ，
CQ160 自行式潜孔钻机，25 吨防爆支
架搬运车， 2、3、
4 立方米铲运机，
15、
20 吨地下运矿卡车，多功能井下服务
车、60 吨渣抱运输车等几十个品种。因

抓住评委和现场工友的心。小刘讲述的
是三年前的一个晚班，他在井下负 670
米中段担负采场接顶充填施工时，班中
和往常一样认真做好充填体上升高度
测量、管道巡护、充填排水等工作，可就
在临到下班时，他根据当班生产运转情
况，估计放砂口的管道应该不会有啥异
常，于是收拾好工具离开作业面。小刘
悔恨不已地说道：
“谁知，
隐患故障偏偏
选择此时‘抛头露面’。就在管道停车
充填的那一瞬间，放砂口的充填弯管从
钻孔中拔出，管道内多余的尾砂全部流
淌至巷道，而我却没能及时发现……”
在演讲结束语中, 刘宝华再次歉意地
向台下鞠躬道：
“那时，
我错了。我不该

凭自己的感觉去判断充填管道的状态。
请相信这样的粗心大意，我不会再重
演。”随后上台演讲的是充填五班青工
刘世平，他的先进事迹曾刊登过报纸，
可谓是班组里的“名人”。但刘世平同
样有着刻骨铭心的安全“后怕”经历：
“那是 1999 年 10 月的一个中班，我和
工友在井下负 430 米中段将一箱箱大
爆破炸药扛到各个爆破硐室。路比较
滑，我扛着一箱炸药走在天井半边锁扣
的平台上。突然，一根包装袋绊住我的
右脚，使我身体向前一趴，只听‘哐’的
一声，炸药被重重地抛在天井下口的脚
手板上，我人摔在天井的边沿口。眼疾
手快的工友一个箭步抓住我的双腿，这

铁面无私抓安全
此，
安全生产难度系数较大。
“自开展‘安全环保，
意识先行’活
动以来，无轨分厂采取了许多管理措
施”，该分厂厂长汪正南说。汪正南所说
的管理措施包括每周一由分厂全体职
工参加的安全宣誓、周二至周五由工段
自行组织的安全宣誓、安全宣言上墙、
对分厂生产环节进行安全识别、作业前
识别安全风险、专人监控危险源点、制
作装配工序安全卡片、专门制作“安全

环保，意识先行”看板、
2015 年度危险
源清单等。
笔者在采访中发现，该分厂的安全
宣言以醒目的大字悬挂在分厂排班室，
而 2015 年度 21 个危险源清单和 《无
轨分厂危险源点确认一览表》等则张贴
在该分厂班组园地。
“分厂现场督查力度大，分厂管理
人员和专兼职安全员每天巡查、每周三
集中巡查，
查出问题当日通报”，
该分厂

刘世
才避免坠落天井的危险。
”演讲中，
平“后怕”地袒露道：
“从那时起，只要
在井下看见环形的包装带和绳索，我都
不厌其烦地将它拾好，摆放妥当。
”站在
演讲台上的刘世平,真诚的希望以自己
的亲身经历提醒身边的工友多一份责
任，
添一份关爱，共筑安全梦！
趁着评委打分的间隙，坐在台下的
小许低声对身旁的工友说道:“刚才刘宝
华说的那件事，
我记得一清二楚。幸运的
是那天充填弯管是在临下班时发生的故
那后果就
障，
如果赶在下班前一个小时，
不堪设想了。
”小李接过话茬说道:“他们
这不仅是对自己警
安全演讲拿自己说事，
钟长鸣,也让全区广大职工照了一次‘镜
子’。”邻座的小周也插话道:“他们今天
的演讲，
是在和大家推心交谈，
说出我们
心中的共同心愿，
那就是携手安全，
珍重
生命，
共享幸福!”
汪为琳
支部书记王喜国强调说。为证明该分厂
督查力度，他还将笔者引领到该分厂厂
务公开栏前，只见上面有一则处罚通
报：鉴于某某、某某某两同志违反打磨
安全操作过程，给予通报批评一次，每
人罚款 50 元。
意识先行”活
该分厂自“安全环保，
严格执行各项安
动开展以来，
铁面无私，
全管理规定，
分厂全体职工踊跃参与该项
职工
活动，
职工安全环保意识明显增强，
不少职
在工作中主动遵守各种操作规程。
意识先行’活动其实
工说：
“‘安全环保，
是项‘温暖工程’，
体现了集团公司对职
工的关心。”
王征社 陈克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