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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苦脏累的工程技术维修人
在近期结束的铜冠冶化分公司停
产检修中，工程技术分公司金昌项目
部电气二班 8 名电工师傅承接了该
单位球团车间 95 台电动机检修保养
任务。这些电动机分布在球团车间原
料配料工段、造球至冷却工段和脱硫
系统、循环水等区域。电动机大小不
等，共 15 种规格，110 千瓦以上的大
电动机有 24 台，重量都在 1 吨以上，
其中 4 台 250 千瓦电动机单台重近 2
吨。
尽管进入现场前，8 名电工师傅
做好了吃苦的心理准备，也备齐了大
撬棍、
手拉
小锤、
液压拉马、
机械拉马、
葫芦、套筒扳手和各种规格的梅花扳
手、活动扳手及特制的一些清洗、保

但进现场作业
养、
装配电动机专用工具，
时遇到的困难还是超出了大家的预料。
由于生产原料和生产环境的特殊，电气
二班负责检修的 95 台电动机所在地大
电机基座和地面上
多数灰尘多，
电动机、
落满灰尘，拆卸电动机前要耗费相当长
的时间清理掉电动机及电机基座上的灰
尘。每天收工时，
电工师傅们用水浸湿的
白口罩都变成了黑色，安全帽、工作服、
劳保鞋上也全是灰尘。另一个难题是一
些电动机地脚固定螺丝腐蚀、锈蚀难拆
卸，
往往拆卸一台电动机，
松动剂、
锤子、
錾子、加力杆齐上阵，
几个人也得费一番
周折。还有一些电动机电机端联轴器之
前由于装配原因非常紧固，
10 吨的液压
拉马都拉不下来，如 2 台 160 千瓦的高

压辊磨机电动机电机端联轴器，电气二
班在金昌项目部领导的帮助、协调下专
门制作了一个重达 200 多斤的支架，由
班长带着 2 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动用一
台 50 吨的液压拉马才拉下来。这 2 台电
动机检修，
3 个老师傅耗时 2 天才完成。
为了赶进度保工期，近 20 天里，8
名电工 （包括一名年龄已 60 岁，11 月
将退休的老师傅）连续 2 个双休日没休
息，每天都是早出工、晚收工，除了午餐
时间在临时休息点短暂休息一下，中途
从未停止检修作业。很多电动机在 7、
8
层楼高的厂房里，
检修这些电动机时，电
工们每人都要肩扛手提几十斤重的检修
工具和轴承、润滑油等检修材料攀爬高
给检
楼，
也有一些电动机所处空间狭窄，

修作业造成不便，拆卸和安装电机固定
拆卸电机、
拉联
螺丝时需要跪着或趴着。
轴器、拆卸电机两头端盖、更换轴承、添
加润滑油以及电机和联轴器装配，电机
安装就位，这些全都是脏活、苦活、力气
活，尤其是一些作业空间受限制的大电
有多
动机安装就位时，因为吊车用不上，
台几百公斤、上千公斤重的大电机都是
电工师傅们借助手拉葫芦和撬棍，一点
几乎每日收工时，
一点挪动完成就位的。
大家都是手臂乏力、
汗流浃背，
满脸满身
灰尘、油污。就是凭着这股不怕苦、脏、
累
的劲头，工程技术分公司金昌项目部这
8 名电工师傅提前完成了铜冠冶化分公
司球团车间 95 台电动机的检修保养任
务。
嵇家保

矿 山 的“ 安 全 卫 士 ”
—记凤凰山矿业公司保卫部
——
日前，凤凰山矿业公司保卫部四
名 保 卫 人 员 来 到 凤 凰 山 炸 药 库 ，按
例进行每月一次的炸药库大检查。
四名人员连同一名库管员在入库
前，熟练地将身上的打火机、手机存
放在库房外的办公桌上。核对炸药
雷管编码，核对账本上的雷管数、炸
药量，观察炸药库门口的灭火器材
是否完好，消防沙池的铲锹是否可
以正常使用等等，每项检查工作都
做到认真细致。
凤凰山矿业公司保卫部在岗职工
59 名，其中 13 名女员工，46 名男员
工，五十多名人员积极做好该公司各
项安全保障工作。民爆物品的存储运
矿山的消防工作
输发放、
矿山的防盗、
等等，
每一项工作都关系矿山的安全，

管理能出效益，安全
亦出效益，安全生产是涉
及职工生命安全的大事，
也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发
展和稳定。安全生产生
产需要多管齐下警钟长
鸣。安全生产管理也是
企业的永恒主题，安全生
产管理工作必须抓住关
键点。
安全管理制度执行。
安全管理制度是职工日常
安全工作的参照。在制定
上要科学合理，并紧密结
合现场安全管理，保证操
作性和针对性; 在更新上
要及时完善，努力跟上现
代化安全管理的脚步;在
执行上必须严格有力，不
容许一丝一毫的怠慢。
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责任的落实是做好安全
管理工作的关键。企业负
责人必须将责任落实当
成重点来抓，要按照“五
落实五到位” 的要求，在
责任分配上要清晰明确，
具体到个人，在责任落实
上要精确到百分百，严格
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
位。
领导重视。领导重视
是抓好安全生产的前提。
不论是政府监管，还是企
业生产，领导干部必须以
身作则，从思想上重视、行动上落实、
抓好安全生产。
制度保障，
安全检查。安全检查是查找隐患
最主要的手段。企业在开展安全检查
工作时，
必须做到全面细致。全面，即
所有环节都不能落下;细致，即所有的
细微处都不能放过。
安全监管。安全监管工作是繁
琐复杂的，安全管理人员要有打持
久战的恒心和毅力。在开展日常安
全监管工作时必须将安全责任落实
到位，并做到文明执法，提高安全监
管效能。
违章行为打击。打击安全生产
中的违章行为必须坚决，不能徇私
情、讲面子，弃员工的生命安全和企
业的经济效益于不顾。打击违章行
为，心肠 要 狠，手 段要 强 ，要 有 震 慑
效果。
隐患整治。通过安全检查发现的
事故隐患，
必须及时整治。整治过程必
须严格彻底，尽可能将威胁企业安全
企业还
的不确定因素全部消灭。同时，
要做好隐患整改复查工作。
安全事故问责。安全事故的问责
必须严厉，
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
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严格问责，确
保吸取事故教训，保证企业安全生
产。
邵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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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项工作安全顺利地开展都是保卫部
在
这群“安全卫士”在背后默默地付出。
爆炸物的存储运输上，针对易燃易爆物
运输、
保管、
检查等过
品，
保卫部在购买、
程都有一整套安全管理方案。由于炸药、
雷管都属于危险爆炸物品，所以每次炸
药的购买都是由机动科专人购买，保卫
部人员配合，每次运输炸药时都会安排
在凌晨四五点左右，
这时候路上车辆少，
运输安全性有很大的保障。每批炸药的
运入、发放、使用，炸药库都会有详细记
录。
炸药库在安全储存炸药的同时，还监
管井下炸药的发放，
每一次炸药的发放，
使用地点，使用药量，都会明确记录在
册。每月该部门外勤部门也会对涉爆单
确保矿山炸药的
位进行一次检查、核对，
安全使用。

在矿山防偷盗工作上，选矿车间是
器材是否会正确使用。每年该部门都会
矿业公司的重要部门，也是保卫部重点
组织人员进行消防灭火演练，要求各单
防盗、
保护部位。
每月该部门都会定期组
位的义务消防员和安全员前来参加，从
对内，
重点
织人员对选矿溜槽进行检查。
最简单介绍使用消防栓水管，二氧化碳，
对精砂流过的沟渠进行检查，
防止偷盗， 干粉灭火器等灭火办法，再到如何在火
加强与信息中心部门合作力度，不断完
场自救，
逃生等一系列知识，为矿山的消
善对内部的监控系统，最大限度地消灭
防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监控死角。对外，
对选矿外围的围墙、门
随着时代的进步，保卫部门也与时
窗进行巡查，对可能存在偷盗的洞口及
俱进，不断提升自身工作能力和提高工
时封堵。此外，为了防止精砂在运输过程
作效率。可无论如何变化，保卫矿山安
中被偷盗，
制定新的防盗计划，由原来的
全，维护生产经营正常秩序和财产不受
单车押运，变为了多车隐蔽跟踪的方式
损害的初心始终不变。凤凰山矿业公司
进行押运，最大程度上杜绝了精砂在运
保卫部就像是电脑后台上默默运行的
输过程中被偷盗的可能。
“安全卫士” 一样时时刻刻保护矿山财
在消防工作上，定期组织人员对全
产不受损失，为矿业公司安全可持续发
公司重点防火单位进行检查。从灭火器
展保驾护航。
到消防沙池，再到询问当班人员的消防
黄志皓

厄瓜多尔米拉多铜矿为打造花园式矿山，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绿化工作，分步对办公楼、员工宿舍等场所栽培林木和
种植花卉，
既美化环境又令人心旷神怡。图为该矿员工移栽花苗时情景。
夏富青 摄

铜冠矿建公司开展预防职务犯罪专题教育讲座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安徽
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加强和
预防职务犯罪，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
变的能力，
近日，
铜冠矿建公司组织开
展了一场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邀
请铜陵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
处长方瑞前来讲课，对该公司中层以
上管理人员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进行
了一次警示教育。
今年以来，该公司党委扎实开展

“讲政治、重规矩、作表率”专题警示教
育活动，
两级党组织结合自身实际，深入
查找和解决突出问题，着力严肃党内政
治生活，着力建设正气充盈的党内政治
文化，
着力净化优化政治生态。
教育和引
导全体党员干部、管理人员和关键岗位
工作人员，牢固树立起廉洁自律的意识
防微杜渐，营造
和按规矩办事的自觉性，
风清气正、
干事创业的企业发展环境。
曾红林 汪 惠

铜冠电工公司产品质量上台阶
本报讯 向质量要效益，以质量
求发展，这是铜冠电工公司在“质量
月活动”喊出最响亮的一句口号。
为进一步稳定和提升产品质量，
不断提升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铜冠
电工公司在“质量月活动”活动初期，
利用内部网站、
挂横幅、
电子屏等形式
基层
进行宣传，
营造浓厚的活动氛围。
各单位、部门利用派班会、部务会、班
前（后）会等，对职工广泛开展关于质
量月活动的目的、意义、主题、目标以
及活动内容等方面的宣传教育，使活
动深入人心；同时对关键操作岗位员
工及检验人员进行了系列培训，进一
步规范员工的操作行为和提高员工质
量意识。生产分厂在车间醒目位置，
设
置曝光警示与荣誉两个展示板，一块
曝光近年来客户对该公司产品质量投

通过曝光引导
诉的典型案例，
予以警示，
员工自我约束，
增强员工的质量责任感；
另一块展示公司产品近年来在客户单位
获得的荣誉和员工在质量方面所取得的
在
奖励，
以鼓舞员工搞好产品质量士气。
日常管理过程中，基层各分厂安排专人
对规范操作、过程控制进行检查监督，
每
天一次工艺纪律检查、发现过程控制不
对重复性质量
到位及时通报、
限期整改。
事故的责任者加倍进行处罚。
与此同时，该公司派员到先进企业
进行学习，定期组织员工进行质量知识
竞赛，让员工全面掌握先进的质量管理
该公司
方法。在“质量月活动”活动中、
磷铜球
漆包线成品率提高 0.3 个百分点，
成品率提高 0.5 个百分点；漆包线、磷铜
球一次交检合格率分别达到 99.50%和
99.75%；
无重大产品质量投诉。芦广胜

冬瓜山铜矿新盘区出矿日产将达 5000 吨规模
本报讯 冬瓜山铜矿 60 线以北
盘区作为原矿供给后续接力重点矿
区，近年来该矿围绕盘区出矿生产建
溜破系统，
成了配套的矿石运输系统、
今年盘区内的采矿、出矿产能逐月提
升，争取在第四季度形成出矿日产
5000 吨规模。
承担 60 线以北整个盘区生产的
无轨
采矿工区，
从抓凿采出生产衔接、
设备管理和开展劳动竞赛等方面入
手，
为提升出矿产能助力。生产衔接优
上半年
先形成足够的备采、存隆矿量，
采矿工区集中中深孔设备及人员投入
大 规 模 凿 岩 施 工 ， 在 60-12 号 、

60-10 号、62-22 号、62-24 号等 采 场
凿岩进尺累计超 6 万米，使盘区备采矿
量 突 破 100 万 吨 ； 采 矿 生 产 主 要 以
60-8 号、
60-12 号等采场为中心，
8月
份采矿量达到 10.16 万吨，采场内的存
隆矿量也大幅提升。无轨设备管理以
采矿工区
TPM 管理和清洁生产为核心，
成立出矿维修班，抓好设备的大中修和
预修工作；清洁生产是把出矿铲运机的
点检、清洗、加油润滑等保养工作，划归
操作人员负责，即谁使用谁保养。7 至
12 月份开展出矿登台阶竞赛，月度出矿
量设立 10、
11、
12 万吨三个台阶，达到
不同的台阶给予相应的奖励。 李志勇

金隆铜业公司在投产二十周年到来之际，
组织开展一系列文体活动。日前，
该
公司第十八届“金隆杯”职工篮球赛拉开帷幕，集团公司工会副主席吴巧为篮球
赛首场比赛开球。图为篮球赛开赛现场。
王承乐 摄

天马山矿业公司切实做好尾矿库安全工作
本报讯 今年以来，
天马山矿业公
司针对所辖水木冲和响水冲两座尾矿库
早准备，
立足“早”
的安全工作，
早谋划，
强
字、
抓住“干”字，
突出重点防御区域，
化措施落实，
确保两大库区安全。
为做好尾矿库安全工作，今年夏
季该公司先后两次召开多次安全会
成立了两大尾矿库
议，
部署相关工作，
建立了责任机制，
防洪抗汛领导小组，
分工明确，
责任明晰。
在坚持做好尾矿

库设施日常维护和保养工作的基础
上，该公司积极制定了库区防洪抗汛
应急预案，在两个库区的突击检查和
工区自查中，发现库区存在着安全隐
限时整
患，
立即下达隐患整改通知单，
由专职隐患检查小
改，
整改完毕之后，
方可做
组人员实地勘察，现场验收后，
销案处理。
同时，
该公司商务部门将草
包、沙袋、铁锹、雨衣、长胶靴、防雨手
电筒等防洪抗汛物资早计划、早储备，

登记造册，专人专管做好一切防汛准备
工作，并组织党员干部利用中班时间将
库区的截洪沟、排水沟及时清理、疏通，
确保汛期排水通畅。
该公司组织专人对库区实行 24 小
并
时值班制，巡库人员每小时巡库一次，
做好巡库记录。此外，今年 3 月份在水
木冲尾矿库库区安装了的监控系统，目
前已验收合格投入使用，为库区的安全
保驾护航。
朱 艳 沈晓平

踏实肯干的制水工

为进一步深化风险管理理念，充分发挥期货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日前股份
公司商务部以及涉及期货保值单位的相关人员在五松山宾馆参加了集团公司举
办的期货保值培训会。图为期货培训会现场。
钟海霞 摄

—记铜冠冶化分公司优秀共产党员叶宁生
——

叶宁生原先在铜冠矿冶设备公司
当铆工，
2013 年 10 月应聘到铜冠冶
当了一名制水工。
化分公司动力车间，
对于跟卷尺、手锤、板材、型材等打了
半辈子交道的叶宁生来说，制水是一
个完全陌生的行业, 要从头学起谈何
容易。
为尽快适应岗位的变化，已经过
克服年龄偏大、
了不惑之年的叶宁生，
记忆力下降等诸多困难，认真学习制
水生产知识，虚心向先来的师傅请教，
跟着班长后面在作业现场一步步地了
解关于制水的生产技术。凭借端正的

学习态度和正确的学习方法，他很快
就能单独操作了。
任劳任怨。
叶宁生干事积极主动，
作为一名到该公司工作时间不长的新
学会操
员工，他本来可以每天上白班，
作技能后再上夜班，但他为了尽快学
脱盐水站有
好技术，
主动提出上晚班。
两套系统、
两个主控室，每套系统每小
时制水量大约在 80 吨，当生产需要
的用水量超过这个数值时就需要两套
系统同时开。脱盐水站的所有阀门都
是手动的，独自值班的制水工经常需
要两边来回跑，记录数据，调节阀门。
每次树脂再生操作都需要手动调节近
三十个阀门。
叶宁生上班从不嫌累，总
是认真细致地精心操作，保证合格水

的供应。
制水班生产脱盐水，
需要用到盐酸、
氢氧化钠、氨水，都是具有很强刺激性和
腐蚀性的液体。制水工现场巡检时不仅
要确认设备的正常运转，还需要检查存
储酸 碱 氨 水 氨 气 的 容 器 及 管 道 的 状
态。叶宁生每次巡检都会认真仔细地
排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去年 4 月
的一天大夜班，叶宁生在巡检时发现
路边有一摊水，细心的他打着手电筒
一路找过去，发现室外酸罐的液位计
到罐体的连接处在漏酸，由于漏酸的
位置较低不太容易看见。叶宁生向调
度室汇报后，在漏酸的位置搭了一个
简易围栏，防止他人没注意被沾染到，
避免事故发生。
张晓驰

为保证“国庆”和“中秋”双节的安全生产，9 月 25 日上午，铜冠建安奥炉行
政项目部开展节前施工现场安全检查，保证“两节”期间的施工安全和各项安全
环保措施有效实施。
程 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