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案改善、设备维护、修旧利废……这

些都是加分项。 ”

7

月

28

日一大早，冶炼厂电

解车间机组班班长黄志刚在盘算着怎样利用

本月剩余时间再大干一把， 争取赢得本月竞

赛的头名。 原来， 这是大板大班按照车间

“岗位对标”的要求，在各班组之间开展的创

效竞赛活动，“抢红包” 是职工对拿奖励的形

象说法。

虽说各班组每天的分数都在变换， 难分

伯仲，但你追我赶的态势却愈发激烈。眼瞅着

本月的竞赛就要进入冲刺阶段， 各班组在私

底下较着劲儿。 “绩效考核是挑战，是压力，更

是动力，只有把每一件事儿做利索、干漂亮，

才能名列前茅！ ”“哐啷、哐啷”地调试阀门、拧

紧管线，给机组设备做保养，黄志刚带着大伙

忙活个不停。 阳极铣耳后藏在机组缝隙里的

铜屑料，他准会一点点地收拾起，倒入铜物料

回收箱内，确保铜金属“颗粒归仓”。

阳极铣耳机组担负着阳极耳部毛刺的修

整工作， 机组铣刀与阳极频繁接触过程中易

磨损，铣刀刀片损坏较多，每月可要消耗刀片

200

多片，备件采购成本较高。 黄志刚相信总

会有办法解决的。 经过反复论证，实地测量，

经过一番仔细研究， 他们发现是铣耳托架的

凹型钢块卡位限制， 使耳部厚薄不一的阳极

铣耳深浅不易调整， 这是铣刀刀板底部及两

侧磨损加大的根本原因。针对这一现象，将铣

耳托架的凹型钢块改造加焊成垂直钢块，这

样一来就可以适应不同耳部规格的阳极进行

修整。 改善实施后，刀片损坏量大幅减少，生

产效率提高了，成本也降下来了，每月可节约

8000

余元。

“通过开展指标竞赛，职工优化生产、精心

操作的热情进一步提高，工作更精细了，为各

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大板大班班

长高玉利说。 这不，就在黄志刚赶到作业现场

时，行车班长姚永雄站在公示栏前，盯着公示

栏上的数字，口中念念有词。 “捣鼓啥呢！ 姚班

长，咋这早在这儿转悠呢？”“没啥，随便看看。”

姚永雄一边回答，一边拿着工具包往外走。

黄志刚也快速走到公示栏前驻足一看：

行车班申报

2

个改善提案加

4

分， 开展班组

起吊技术培训加

2

分。 原来，在刚更新的公示

栏上，各班组的分数又发生了变化。他的眉头

紧皱在一起，暗暗定下提升指标的“小目标”。

“咱们今天就跟他们比一比！ ”黄志刚一

路小跑着奔向自己的操作岗位……

（晨曦）

竞赛“抢红包” 指标创新高

线

真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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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炼厂渣缓冷片区， 数千株栀子花、

变色石楠、香樟掩盖汇成绿荫，散发着阵

阵清香。 沿冶炼厂东大门“一流铜业、国际

品牌”行进，井然有序的停车场、沿路两侧

的绿植和规划有序的道路，成为厂区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

近年来，冶炼厂通过坚持不懈地抓经

济运行质量、抓可持续发展，呈现出全新

的面貌，今年上半年实现较大及以上环境

事故为零； 危险废物合规管理、 处置；废

水、废气实现达标排放；厂区环境质量得

到有效改善，全厂现有绿化植物 20 余种，

绿化面积达 3 万余平方米，环保进步取得

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强化责任，传导“绿色” 压力

“我们要从政治站位、战略发展高度，

对环保工作再动员、再布置、再落实。 ”这

是冶炼厂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委员会的使

命和责任。

近年来，该厂遵循“遵规守法、绿色发

展、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的环境方针，以

“三废”达标排放为基础，优化过程控制。

依法、依规完善三级环保“全员责任制”，

明确从主要负责人到一线职工的环保职

责、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建立健全岗位

环保责任清单；实行“厂长负总责，其他领

导分片负责”的督导管控模式，各单位按

照属地管理原则明确主体责任，形成以环

保战线为主导、纪检、监察战线辅助的督

导体系，切实落实环保管理“一岗双责”，

做到“责任全覆盖、区域全覆盖”，实现环

保管控到点、无遗漏、无盲区。 截至 7 月中

旬，该厂发布 20 期检查通报，环境问题整

改 120 余项，整改率 100%

。

对相关单位进

行环保责任考核合计 5.5 万元。

该厂主要负责人深有感触：“环保领

先，才能步步领先！ ”

支持投入，夯实“绿色”根基

环保治理必须从长计议， 舍得投入。

在公司支持下，冶炼厂每年都投入相当数

额的资金用于环保进步，实现了“增产不

增污。 ”

2010 年， 湖北省节能减排重点项目

“澳斯麦特炉”竣工投产，取代原有的反射

炉贫化工艺 ,环保节能效果好，自动化水平

高， 每年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1000 吨以上 ,

烟气制酸利用率 98.8% , 水循环利用率

96.67%,每年可减少能源消耗 50%

以

上。该

厂还积极组织实施了一批技术改造项目，

主要有转炉主厂房烟气无组织排放治理、

大塘外排水提标改造、厂区周边环境空气

监测、 大塘水梯级回用减量化等。 同时，

“环集系统湿法除尘系统、 环集系统应急

方案、厂区周边环境空气监测”等环保项

目的相继完成，进一步改善烟气指标和空

气质量。

自“十一五”以来，冶炼厂先后完成了

以铜冶炼节能减排改造、30 万吨铜加工清

洁生产示范项目为主的产业优化升级，冶

化厂区清污分流工程、冶化系统污酸改造

项目、污水处理系统提标改造、硫酸尾气

深度脱硫系统、环境集烟综合治理项目等

一批技改项目。 其中，自主研发的获得国

家专利的《铜火法精炼操作中利用天然气

与蒸汽混合还原工艺》《一种铜冶炼废水

的回用处理方法》《一种铜冶炼火法精炼

的环保高效还原装置》等成果屡获省部级

奖项，在铜冶炼领域更具有数十项环保专

利。 环保配套设施完成更新换代，环保获

权专利的合理使用， 实现了节能减排，保

证了生产经营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过程管理，精准“绿色” 管控

走进冶炼厂， 巨大的显示屏上， 环保

在线监测数据实时滚动播放，有效监控污

染物排放。

该厂及时与第三方运维单位签订协

议，对制酸尾气脱硫、环境集烟、冶化废水

总排口等国控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进行

有效维护，为环保设施的运行状况提供全

天候监控，为生产提供实时数据支持。 为

了完善厂环境管理体系， 优化管理手段，

今年以来，该厂还结合组织架构调整及时

完善环境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强环境因素

和环境风险的识别，持续改进，通过优化

改进体系内审方式，提升各单位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提高体系运行质量；同时，推进

清洁生产审核，促进节能减排。

自

2017 年

启动实施第二轮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至今，

坚持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循环的理

念，全过程排查冶炼厂在生产过程中能耗

和产排污情况， 制定了最佳降耗减排方

案，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产生。

在

7

月份的党支部书记例会上 ， 与会

的厂主要负责人规划 ：我们要加快落实集

团公司环保工作规划要求 ，在集团公司的

指导 、支持下 ，主动作为 、积极作为 ，提升

经济运行质量 ，要在绿意盎然的厂区里建

设一流铜冶炼厂 ，为公司高质量发展作出

冶炼人应用的贡献。

（陆军 郑沛田）

“用减法，解放思想激活力；用加法，提能力

强作风护航对标目标实现；用乘法，掘潜力补短

板促提质。 ”今年年初以来，稀贵厂用自己的“算

法”，不仅有效破解影响对标提质、降本增效的多

项工作难题，还促进了效率、效益的大幅提升。 上

半年，各产品产量全线飘红，主要指标连创新高，

成本精细受控并实现稳步下降，内部管理有效性

得到大幅增强， 职工队伍活力得到有效激发，为

做精做优、行稳致远奠定了坚实基础。

消除思想之“差”

陶武，是稀贵厂铼系统的一名班长。 铼系统

停产后，他失去了岗位，为了再上岗，他干过厂安

排的劳务，赴外进行过短期的业务协作，现在负

责为班组其他“失岗”职工“探路”，在一家民营企

业打“零工”。 曲折的经历，让陶武觉得厂内其他

岗位的职工过得过于安逸和舒适， 思想保守、僵

化。

比陶武感受更为全面和深刻的，是该厂的主

要负责人，在某车间一次学习例会上，他同与会

的职工分享了一则赴外学习感受和行业企业职

工“严格标准刷油漆”的故事。 故事讲完后，与会

职工集体沉默。 职工不敢相信，居然有国有企业

和职工，执行制度和岗位作业标准像军队一样规

范、严格，且工作量还饱满得超出自己目前承担

工作的数倍，工作绩效也是自己的数倍。

内与外比较的巨大反差，令职工震惊。 但震

惊远远不够，对标，首先是思想对标。 厂领导班子

成员以身作则做“减法”，利用每月一次的党委中

心组扩大学习，带头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一项项

梳理和解决思想观念问题。面向全厂职工开展了

“解放思想对标提质保目标”专题大讨论，要求各

单位对照“市场意识、效益意识、制度观念”标准，

查找观念保守落后问题清单，对照清单做针对性

教育引导。

4

月份，厂从历年涌现的先进标兵劳

模中选取

7

名典型代表， 登台向全厂职工讲思

想、谈管理、说差距。 责任意识、危机意识、问题意

识、差距意识如石击浪，唤起了职工的强烈共鸣，

补齐思想“短板”，聚力抓对标被职工逐渐落实于

行动。

聚能力作风之“和”

要对标就不能留余地和余量， 唯有能力和作

风上做加法。 厂组织架构按照“扁平化”导向进行

调整，

9

个科室被压缩为

4

个，

5

个车间缩减为

2

个，压缩之后，科室分工界线被打破，流程制度重

新梳理，按照一岗多责，以前由干事挑的担子重新

回到管理人员的肩膀。科室缩减后，管理的效能必

须大幅提升，厂对

4

个专业科室涉及的

12

项关键

制度执行情况的有效性展开了验证评价， 督促和

指导科室找准了管理薄弱环节。 能力建设深入推

进， 岗位超编人员离岗后参加厂组织的能力提升

轮训。 上半年相继开展设备维护知识、安全环保、

新上天然气锅炉操作等专业培训

10

余期，受训人

数达到

530

余人次。厂调度夜间值班岗位缩减后，

厂每班安排

1

名中层管理人员进入调度负责夜间

值班，通过值班熟悉生产工艺和业务，锤炼服务一

线生产的综合协调、管理能力。 深夜单人值班，曾

让部分管理人员感到畏惧， 在历经多个夜晚的历

练之后，如今，他们单人夜间指挥协调生产已淡定

自若，应对自如。

掘出潜能之“积”

稀贵厂对标围绕全员、全要素、全流程展开。

粗炼车间压滤机使用的是进口滤布， 同行业企业

采用的是国产滤布，成本悬殊大。车间负责人在外

学习考察中发现这一情况后， 回厂立即组织人员

展开攻关。 通过攻关， 压滤机滤布国产化取得成

功，备件成本大幅下降。 降本之后，车间对压滤机

运行操作维护方式继续实施改良， 使压滤机在实

现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还使分银精矿指标得到

持续优化，连创历史最好水平。一个项目的带动示

范，衍生的是乘法效应，半年多时间，车间围绕回

转窑、分铜、分金等各个工序实施的改良项目达到

10

余项，均取得了良好的降本效果。

设备腐蚀是困扰精炼车间生产的巨大难题，

对标过程中，车间借鉴先进企业做法，实施设备专

项清扫维护和点巡检。 如今，车间上百台套设备，

每天都会有职工在作业前后进行

1-2

次专项检查

和清扫、维护，设备运行和维护指标大幅提升。 定

员压缩曾被车间视为管理之痛， 依托对标车间变

出了方法，在各生产系统采取措施压减生产工序，

盘活班组人力资源，这一举措，不仅降低了生产成

本，缩短产品生产周期，还使岗位作业效率和劳动

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厂以重点工作为抓手向内挖潜， 通过优化生

产组织，降低系统金属物料占用周期，使厂财务费

用大幅压缩。优化加工模式，使分铜后液加工成本

大幅度下降。

3

月底，厂实施脱氨塔技术改造，使

脱氨塔蒸汽耗量下降近一半；

5

月份，实施锅炉系

统改造，投产后辅以园区平衡用气措施，厂蒸汽成

本实现大幅下降。多项对标措施的深入实施，如同

沙中淘金，释放了效能，掘出了效益。 （青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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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就是对比标杆找差距。 推行对标管理，不

仅仅是一些企业经营模式、管理制度、盈利能力与

同业界最好水平看齐，找差距，明确目标更好地开

展工作的“高大上”项目，小事情也可以对标。 就拿

萨热克铜矿开发蔬菜大棚种植项目来说，三个党支

部同时开发三组蔬菜大棚，比超赶先的对标精神在

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从今年

7

月份开始 ， 萨热克铜矿党组织围绕

“建成现代化绿色矿山”的理念，组织党员干部、积

极分子利用业余时间， 开发蔬菜大棚的耕种项目。

机关党支部、生产党支部、选矿党支部分别承包三

个蔬菜大棚。刚开始，对种植行业没有任何经验。当

大家埋头苦干的时候，机关党支部首先开发出豆腐

块似的一箱箱土地，其他党员才知道，菜地应该这

样开垦。 生产党支部参观学习后，马上改变耕种方

式，先挖沟渠，再平整土地，整体布局后，一箱箱整

齐的菜地展现在大家面前。 机关支部的党员看到后

说：“生产支部对标对得好啊！ 经验都让你们学去

了，还做得有模有样了，比我们还强。 ”

对于早晚温差相差十几摄氏度的新疆地区，要

想蔬菜种子早点发芽，必须采取保温措施。 机关党

支部首先铺设塑料薄膜， 这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考验团队协作能力。 在矿山，他们是技术、生产骨

干，也是管理者；在这里，他们是耕耘者，拓荒者。 在

这里，没有指挥，没有监管，没有领导者，大家都是

参与者，他们都能主动找到自己的定位，个子高的，

主动到大棚钢筋架上作业；个子矮的，在钢筋架下

绑绳、扶梯；力气大的，打桩，搬砖，培土；女职工牵

绳，拉皮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传输工作。 主动思

考，任何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双层薄膜里套绳子，

开始是一根一根地套， 后来可以两根一起穿进去。

如何不让薄膜被大风吹走， 除了纤绳拉筋压住，还

在地脚用钢筋打桩，压石、上土进行稳固；铺设薄膜

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开始的时候，一个下午时

间 ，只铺了两块 ，后来 ，用了三个小时时间铺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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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薄膜。 也正是有了比学赶超的精神，自己做成

了别人的标杆，当薄膜封顶完毕的时候，大家都欢

呼雀跃。

虽然，这是一次普通的劳作，我们可以发现，对

标无处不在。 如果把这种团队协作精神、对标赶超

精神运用到工作中去，从小事做起，从每个人做起，

我相信萨热克铜矿会有美好的明天。 （王青）

在蔬菜大棚中

进行对标

8 月 16 日， 冶炼厂十三名青年技术人

员，通过党员、干部、职工代表的民主推荐，被

聘任为见习副主任（副科长），为青年技术人

员提供展示技术优势的“舞台”。

该厂按照公司人才强企战略要求，采取

多项措施培养和打造一支管理技术型综合

人才队伍。一是通过调研方式，了解和掌握青

年技术人员的需求，制定科学的培养计划，采

取压担子、走出去等方式，不断提升综合素

质。 二是不定期组织开展青年技术人员座谈

会，分享公司、厂生产经营取得的成果，鼓励

青年技术人员为公司、 厂发展提建议、 谈想

法。 三是积极为青年技术人员提供自我展示

的舞台，制定出台了《冶炼厂见习副主任（副

科长）岗位人员管理办法（暂行）》，通过培养

教育、实践锻炼等方式，不断给予青年技术人

员实现自我价值、展现个人风采的机会，为公

司和厂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鲁方昆）

冶炼厂十三名“见习副主任”走上展示舞台

8月 13日，金格建安公司承建的铜板带

二期工程主厂房完成墙体砌砖 66％，整个项

目进展顺利，工程进度达到业主方的要求。

此工程是该公司今年的重点工程项目，

作为承建项目部，土建第五项目部结合市场

化对标要求，努力做好项目的每个分部分项

工程。 进入 7月份，高温天气给项目推进带

来一定难度，项目部为了克服困难，采取多

种措施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一方面根据施工

需要，合理增加各工种人数，确保有工作面

的地方就有人施工；另一方面加强工种之间

的衔接，做到流水施工，保证每个工种每天

都有事做。

截至目前， 该项目主厂房 90 多万块标

准砌砖施工量已完成 60 余万块

，

2# 净循环

水泵站及燃气锅炉房已完成了主体结构工

程施工，铜箔车间已完成了全部施工项目量

的 70%

。 （汪韬）

金格建安公司承建铜板带二期工程进展顺利

▲

现场环保监测。 詹传平 摄

▲

技术人员对环保设施运行情况进行检查。 郑沛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