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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业化”中看变化
——冶炼厂维修整合工作纪实

几天前，柯新安是冶炼厂电解

一车间主任。现在，他的身份是保

全车间主任。除了工作地点变动以

外，他从管理电解一车间，转变为

服务保障熔炼、转炉、电解、化工

四大生产片区。

给柯新安带来变化的，是维修

整合工作。今年以来，冶炼厂根据

公司对标方案和总体思路，不断加

快市场化对标工作步伐，按照费用

消耗减少、职工收入增加，管理过

程简捷、高效的目标，启动维修整

合工作，将全厂各生产车间机电技

术人员、维修人员、仪控车间全体

人员整合成立为保全车间。

由传统的保障型变身市场化运

行的经营型，整合后的维修人员正

逐步成长为专业化复合型检修队伍。

靠技术和服务创效

2017 年 10 月，在集团公司冶化

产业链、矿山片区、市场化片区、

公司组织架构体系设计“四大块”

的“总设计图”下，打破对标边界、

搭建一体平台、分层对标成为冶炼

厂改革对标的一张“施工图”。

为了激发维修队伍活力、释放

人力资源潜力，12 月上旬，冶炼厂

成立了维修整合工作领导小组。之

后，厂领导班子成员分别带领相关

科室负责人到各车间，与基层单位

负责人进行交流，并到生产现场进

行实地调研，了解职工所思所想，

宣传维修整合方案、发展前景，以

及绩效考核体系政策等，引导职工

打消顾虑、转变观念。

同时，根据公司对标工作的要

求 , 冶炼厂在认真组织内部调研的同

时 , 积极与国内一流同行业联系了解

情况 , 学习借鉴专业整合的成功经

验。经过 3 个月的反复调研、专题

会议，先后 10 次修改维修整合方案，

最终顺利完成维修整合工作。

整合带来的直接变化是“一胖

一瘦”：全厂机械、电气、自动化

控制技术专业人才及维修人员进一

步集中，人员规模扩大，为做好精

细化维修服务，培养造就一支高素

质复合型维修队伍奠定了基础。生

产单位则相对实现“瘦身”，人力

资源进一步优化，成本管控进一步

增强，能够轻装上阵专心做好生产。

比外在变化更可喜的是专业化

整合后职工心态的调整。“我们与

生产车间从一家人变成了甲乙方。

要想把日子过好，只有努力搞好服

务，靠技术和服务实现创收创效。”

保全车间职工吕利华说。

让专业人干专业事

要构建科学高效的管理模式，

实施组织架构调整、专业力量整合

成为一道绕不过、躲不开的必答题。

从已有实践来看，让专业的人干专

业的事，将进一步提高维修服务能

力和水平。

以保全车间为例，车间设置安

全环保工、综合事务性办事员、技

术组、点检组、维修大班组、应急

小分队等组织构架。车间领导班子

分别负责各自片区设备的专业点检

及专业管理工作。

车间以专业技术点检为基础，

每天由片区点检员参与片区设备设

施的日常点检工作；每周由片区领

导带队，片区专业技术员参加，对

各片区主体设备关键运行参数进行

专业点检、巡检，并将点巡检结果

录入电脑系统进行分析、评估设备

运行生命周期，由车间技术员制定

预防性检修计划安排实施。

以维修电工为主体，电气专业

技术员带队，每周对各片区关键变、

配电室进行专项巡检，对各个回路

主触点进行温度检测，并将检测结

果录入电脑系统进行分析、评估电

气触点运行温度变化趋势，由车间

电气技术员制定预防性检修计划安

排实施。

“让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维

修人员摆脱了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

员、既是战斗员又是指挥员的尴尬

局面，集中精力做好自己专业的事

是保全车间组织架构设置的初衷。”

冶炼厂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转变观念向内挖潜

人员和部分资产移交完成、体

制框架建成，只是冶炼厂维修整合的

其中一步，而干部职工思想上的转

变，观念上的变革，已让向内挖潜工

作中的许多“不可能”变为“可能”。

保全车间熔炼片区党员、骨干

通过对标，达成共识，开展喷枪密封

罩制作技术改造，降低备件费用，从

而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可如何攻克

密封罩制作的瓶颈问题，大家只能是

“摸着石头过河”。改造过程中，党

员骨干们设计了多个方案，反复比较

后最终选择了安装方便，易维护的十

字链式固定密封罩。通过对自主改造

制作的密封罩使用观察，完全满足生

产工艺要求，烟气密封效果显著。而

职工们根据厂、车间相关制度也拿到

了“真金白银”，那些曾经让大家避

而远之的自主改造项目转眼就成了招

人待见的“香饽饽”。

“创造出对标工作中的维修样

本！”初尝到挖潜成果的职工，再一

次把全厂修理性费用和维修成本费用

管控，逐步打破维修工种界限，打造

一专多能复合型检修队伍摆上桌面，

因为他们知道，加速维修“整合”走

向“融合”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冶炼厂以维修整合作为对标工

作的切入点，引发了干部职工思想观

念的“变革”，破除了固有的观念，

找到了自身的短板以及破解之法。面

对阶段性成果，冶炼厂主要负责人表

示：“维修整合工作只是开始，如何

实现整合目标，确保队伍稳定，我们

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郑沛田  文 / 图）

播撒一片绿色
问了好多人，都不清楚

萨热克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萨

热克是个地道的新疆名字，最

后是乌鲁克恰提乡党委书记告

诉我，萨热克是“黄色的石头”

的意思，寓意是这里有矿藏，

这里有黄金。

我不清楚这个寓意的出

处，但我们在这里找到了铜

矿，并且这里的的确确遍地是

黄色的石头。在这里，山是凝

固的“黄色的石头”，沙是流

动的黄色的河流。萨热克，这

个名字还是很贴切本地的地理

特点。冬天的时候，冰天雪地，

天寒地冻，尽管风呼呼地吹，

还是撼不动冰冻的土地，地面

上的沙无法流动。一到春天，

大地解冻，就知道风沙的威力

了。漫天的风沙扑面而来，天

是暗的，地是灰的。山下早已

是春暖花开，这里的草还未透

绿，树尚未发芽。没有动人的

生命颜色，风沙一起，天与地

混沌一片。

其实，风沙未起时，萨

热克是美丽的、迷人的。天蓝

得纯净，雪白的晶莹。规划整

齐的矿区，在蓝天的映衬下，

在这少有人烟的地方，显得格

外醒目。鹰隼从天空飞过，仿

佛飞得再远，也能寻觅到它的

痕迹。让天蓝下去，成了干旱

半干旱地区的大事，防风治沙，

植树造林，打造美丽新疆，建

设绿色矿山被纳入到建设者的

规划中。在新疆，绿化最大的

困难是水源少、土壤碱性高，

因而树木成活率低。树木成活

率低的原因，还有来自牧民们

散养的牛、羊、驴的啃食。

植树造林，自然少不了

企业的参与。打造美丽矿山，

绿色环保首当其冲。乌鲁克恰

提乡村民与萨热克铜矿职工成

了植树造林的主力。布点、挖

坑、栽树、灌溉，种植九千株

树苗的工作量，不是那么简单

地能够完成。山中无甲子，寒

暑不知年。如果不是看到朋友

圈发的清明小长假回乡扫墓的

消息，竟然没有人知道已是清

明节。

山下已是桃红柳绿了，

春意盎然，山上也开始闹腾起

来。休假返矿的人越来越多，

参与到植树造林中的职工也越

来越多。身处高原，高强度的

体力劳动身体是吃不消的，但

大家还是克服了身体的不适，

尽量完成任务。任务到人，每

个人需栽种 50 棵树，工作量

可想而知了。三个支部都不甘

示弱，你争我赶。综合支部发

挥管理人员的带头作用，经营

层在平均每人栽种 50 棵树的

基础上，每人再加 25 棵，尽

量照顾身体素质相对较弱、难

以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任务的

同志。选矿支部利用停产检修

的时间，合理组织人员，打集

中突击战。生产支部所在的区

域，都是石头与硬地，他们见

缝插针，采取人工与机械配合

作业的方式。维修班的人员与

时间赛跑，终于完成了 6 千多

米灌溉管道的铺设。井下的涌

水，得到了合理的利用。仅用

了 5 天时间，完成了布点、挖

坑、栽树、灌溉的任务。三个

支部，三面党旗，在帕米尔高

原上迎风飘扬。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标志着我国

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

时期。尤其是绿色、共享，把

环保问题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

的位置。大冶有色，作为国有

企业，在民族地区进行资源开

发，更应该回馈社会，回馈民

族地区，必须更加重视环保工

作。种植一片林，留下一片绿，

也许，若干年后，回望我们走

过的路，在新疆广袤的土地上，

在这“黄色的石头”之乡，还

有我们留下的这一片绿，那便

足够欣慰了。

（占金菊）

绿 色 发 展 征 文
公司生产管理部  大冶有色报  主办

铜绿山矿全力以赴保障选矿新系统重板改造

 4 月 12 日，在铜绿山矿选矿车

间新系统厂房内，维修人员对原有中

型板式给矿机进行拆除。目前，该矿

正全力以赴做好中型板式给矿机拆除

与新重型板式给矿机的安装工作，为

后期生产提供技术保障。

该车间粉矿仓运输矿石的二台

中型板式给矿机经过近五年的生产运

行，已不适应现生产需要。为此，该

矿将粉矿仓给矿的原中型板式给矿机

（二台套）更换成 BWZ100-10 重型

板式给矿机（二台套）。为确保安全、

高效完成此工程的改造任务，该矿统

一协调，按照“时间、任务、人员、

措施”四落实原则，从拆除、安装等

任务进行明确分工，超前制定计划、

细化安全措施、倒排安装工期，确保

选矿新系统重板改造如期顺利完工。

针对即将新安装的重型板式给矿机体

积大、吨位重，工程施工场地狭小、

低矮，吊装搬运难度高，易发生安全

隐患的情况，该矿维修车间人员重点

督导安装期间各项安全技术措施的现

场落实工作，为安装工作提供可靠的

安全保障。据了解，预计改造项目将

于 4 月下旬开始装机工作，并同步进

行设备安装调试工作。

（方园）

物资设备公司深拓采购渠道

 4 月 13 日，物资设备公司主

要负责人一行到大冶城北工业园，

对大冶华源机械制造厂进行实地考

察。这是该公司推进市场化对标，

加大采购寻源力度，深拓采购渠道

的一个缩影。

2018 年，该公司秉持“以市场

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的经营理

念，在兼顾采购成本的前提下，综

合考虑产品质量、使用寿命、供货

周期、售后服务等方面因数，力争

采购性价比最高。为此，该公司在

严控单一来源采购的同时，加大了

市场的寻源力度，对有实力的潜在

供应商进行实地考察。截至目前，

已走访、考察加工件生产厂商 16 家，

并与其中的 3 家签署了意向协议。

（李伟）

丰山铜矿实行技术职务竞聘上岗

4 月 17 日，丰山铜矿召开 2018

年度技术职务评聘测评大会，对该

矿技术人员综合素质进行民主测

评。这是该矿加强技术人才队伍建

设，推进市场化对标的又一举措。

该矿高度重视技术人才队伍管

理，把技术强企、人才强企作为矿

山发展的主要方向，该矿修定了《丰

山铜矿技术职务评聘管理办法》，

明确了 2018 年技术职务评聘考核

细则，根据评聘办法，原矿技术人

员享有相关技术职务及待遇全部取

消，同时执行新评聘技术职务工作。

此次民主测评主要从责任意识、服

务意识、工作态度、执行能力等四

个方面评价评聘人员的综合素质水

平，测评结果将作为竞聘考量依据

之一。

据了解，该矿将进一步完善技

术人员激励约束和考核机制，充分

调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为实现提质增效和市场化

工作目标提供有力支持。

（胡钢）

物业公司开展安全大检查

4 月 17 日，为落实公司“打非

治违”专项行动，切实做好安全标

准化班组的复审工作，物业公司安

全部门负责人对公司部分部室、班

组进行了安全检查。

检查中，对液化气储备站的灌

装区、泄气泵房进行了详细查看，

对英才公寓、幼儿园等人员密集场

所的监控设备、用电情况、消防设

施进行逐一排查。同时，对部室、

班组两级“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学

习记录和方案等进行了详细审查，

确保顺利通过验收。

（樊迪）

内保中心加强厂区
监控设施维护管理

４月 19 日，内保中心监控指挥

大队组织维保人员对冶炼厂区重点

要害部位、重要物资堆场监控设备的

运行状况、光源环境等隐患进行集中

排查。

针对监控设备运行周期长、逐渐

老化等现状，该队采取三项措施保障

设备运行安全：一是认真落实设备

管、保、养制度，加大设备损坏追责

力度；二是要求队员做好班中点检工

作，发现故障设备报备不隔班；三是

要求维保人员对监控设备进行跟踪

管理，做到设备维修不隔日。截至一

季度，该队已完成监控设备维修更换

25 处，现场点位纠正规范处置 10 余

处，为厂区治安提供了技防保障。

（黄玉琳 / 图  李天天 /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