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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市场化对标

进行到底

———铜绿山矿采矿车间市场化对标侧记

花丰果硕好年景，占尽春风第一枝。 2018 年是市场化对标的第一年，铜绿

山矿采矿车间承担全年 9500 吨矿山铜

采掘任务

。 面对考核模式的重大变化和

生产经营的巨大压力，车间围绕“深化改革，提质增效”总要求，以市场化“大

包”“分片包干”和依法依规管理为核心，全力推进提质增效，各项工作着力向

前推进，对标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对标改革在困难中顶压前行

采矿车间成立后，面临的最大

问题就是人怎么办、账怎么算。 一

个是涉及人员去留，一个是关系收

入增减，是最敏感最棘手的两个问

题，也是市场化对标开局年必须迈

过的一道坎儿。

3 月 6 日， 对于车间来说，迎

来一场历史变革的“阵痛”。原采一

和采二两个车间合并后，人员与矿

定员相比偏多

，

怎么办？那段时间，

队伍的思想非常活跃，各种说情打

招呼的很多。“必须坚持原则，按照

竞聘结果来择优录取，这个口子绝

不能开……”车间党总支书记柯志

鹏在总支委员会上提出，并形成统

一共识。 经过一周的严密部署，率

先在全矿第一家开展全员公开竞

聘，全程公开透明接受监督，第一

时间公示结果，第一步果断完成管

理人员竞聘，接着紧锣密鼓完成了

操作岗位竞聘， 人员通过竞聘上

岗，陆续走上了适合自己的岗位。

计件工资单价调整关系到职

工的切身利益不容小觑。如原有计

件单价根据实际产量调整，势必造

成车间账难算，职工生产积极性无

法有效调动，最后产量也难以完成

的结果。 从 4 月份起，在对三个班

组调研基础上，对采矿、供矿单价

进行了合理调整，铲矿单价维持不

变，将计件工资制推广到所有辅助

工种及管理岗位。

“实行全员计件工资后， 职工

干事热情很高。 ”供矿班党支部书

记吴勇说。 4-7 月计件职工人均收

入由实施原单价的 5349 元 / 月上

升至新单价 5689 元 / 月，人均收入

提高 340 元 / 月。 其中一线岗位提

高 10.53%

、

辅助岗位提高 9.68%

，

一般管理人员提高 13.96%

。

生产任务在逆境中奋起直追

采矿车间实行市场化“大包”，

自营部分核心是抓产量和成本。 按

照矿 6 月份调整后的工作目标

52.25 元 / 吨，完成既定利润的压力

很大，但这是考核的硬杠杠，车间

必须不折不扣执行，只有在稳产量

和降成本上下功夫，落脚点是实行

分片包干。

“同志们，无论后四个月困难多

大，完成矿山铜 3763 吨一两都不能

少，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必须日供矿

达到 750 车以上。 ”在该车间 9 月份

生产计划会上， 车间主任石教华掷

地有声地向大家发出指令。

生产计划的“军令状”一旦颁

布，就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面

对后四个月每月 920 吨矿山铜的

压力，车间成立生产督导组，由班

子成员亲自“挂帅”积极“找米下

锅”， 机关综合管理员分别挂点到

各责任区， 对重点采场采取 24 小

时跟班督导，加大重点采场循环进

度，与包干责任区内的产量、安全、

成本、设备等一同考核，供矿量由

原来的日均 600 车提高到 750 车

以上。刚履新的采矿班值班长胡旭

平就遇到了最大的挑战，要带领班

组完成 23 万吨采矿量、30 万吨铲

矿量，为实行市场化对标“大包”打

A

B

响第一枪。人员减少，产量增加，单

价降低，怎么办？ 困难压不倒英雄

汉。 他每天合理安排好各点任务

后，井下就是他坚守的战场，从年

初到现在，考勤显示仅仅休息了一

天。 白班他盯住采矿台班工效，安

排八台风钻出满勤、干满点，一个

个采场采矿掘进到位， 备足矿量。

夜班满负荷组织铲矿，为供矿提供

源源不断的矿源，通过实行全员计

件考核，职工各负其责，积极性明

显提高，实现了产量稳步回升。

安全工作在强化中平稳推进

井下单位由于工作性质的特

殊性，安全是重中之重。 在安全工

作上，没有任何价钱可讲。

针对今年安全双系统、多中段

的情况，采矿车间倡导一切从管理

人员做起，党员带头，通过落实“管

理人员都是安全员”， 逐步引领向

“人人都是安全员”转变。从 3 月份

开始，井下现场重点落实安全确认

制，实行确认票、确认牌安全“多重

确认”， 将现场安全与每个人挂钩

进行考核，既考核操作人员的安全

操作标准化，同时考核管理人员的

责任落实，考核坚决落地。 仅 8 月

份，车间在安全生产处罚上

的

6.39

万元，全部予以兑现。

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安全

更需担当，重在行动迅速。 今年 5

月份， 井下-185

米 、

-245

米

中段

与民采区部分贯通，井下防汛和安

全压力骤然紧张起来。接到地方安

监局和矿党委行政进行封堵的任

务后，车间迅速组织 421 名党员和

管理人员以及班组骨干，不分白天

黑夜，不分井下地面，分成凿岩、倒

渣、备料、运料、浇灌、后勤六个小

分队，靠人扛肩背，靠相互搀扶，把

近 180 多吨的钢筋、水泥、砂石料

等运送到封堵地点，期间很多干部

职工连续五天三夜坚守现场没有

回家，累计奋战 115 小时完成了两

个中段四道坝的封堵浇灌工作，保

证了矿山正常生产。

对标无止境，在公司实现赶超

发展的征程中，铜绿山矿采矿车间

正以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决心，

瞄准“深化改革，提质增效”的总要

求，将市场化对标进行到底。

（周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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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柱塞泵降成本

铜山口矿选矿车间

“三五天就要换柱塞和阀组件，

这个材料备件成本压力真是很大

啊！ 我们得想个法子在这个地方着

手 ， 看如何尽可能的降低备件消

耗。 ”

8

月初，铜山口矿选矿车间在

开调度会时， 面对当月已超支的成

本， 车间负责人详细地查阅了成本

消耗台账时说到了柱塞泵的问题。

要解决柱塞泵材料频繁更换的

问题，柱塞泵改造刻不容缓，如何在

保证原有工艺流程的顺利运行基础

上延长材料的使用寿命并减少设备

的磨损率？ 这成了改造柱塞泵的关

键问题。 浮选过后产生的尾矿在浓

密机进行沉淀浓缩后， 回水抽至山

上水池再进行利用， 尾矿再经由喂

浆池通过地势高差将尾砂注入柱塞

泵，由

5

根柱塞往复推注进行压缩，

经高压往复泵注水到柱塞形成对柱

塞的保护， 再注入喷淋泵最后形成

压力将尾砂顺利排入尾矿库。 在矿

选矿工艺流程中柱塞泵这套流程起

到的便是对尾砂进行浓压缩并回收

溢流水再利用的作用。

要改造柱塞泵首先得对设备的

现状和现场环境进行分析和查看，

选矿车间脱水、 磨浮大班的专业人

员经过现场分析和互相商议后定下

了柱塞泵改造的方案。 一是将连接

柱塞泵与喂浆池的管道进行改造。

专业人员在现场发现连接喂浆池与

柱塞泵之间的管道有许多弯曲的部

分， 从高处喂浆池排放下来尾砂由

于重力的影响自动带有冲击力，但

是由于管道弯曲导致冲击力丧失，

这样为使尾砂顺利进入柱塞泵，柱

塞泵必须要增压， 利用设备压力产

生吸力来促使尾砂进入设备再进行

下一步的操作， 这样给设备本身运

作带来了极大的负荷和磨损， 影响

设备寿命。 将原本弯曲的管道改直

后， 尾砂自身拥有的重力冲击力便

可以使尾砂顺利进入柱塞泵， 而省

去了增压的工序， 大大减少了柱塞

泵的负担，也降低了设备的故障率。

二是将原本三台柱塞泵和三台高压

往复泵互相联通的状态， 改成一对

一的构造进行作业。 原本三台设备

互通的状态是为了保证设备在不能

同时工作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其他设

备来维持生产的运行， 但在不断的

生产实践中，操作人员发现，由于设

备互相联通处于开放状态， 在运行

设备的转换过程中， 原本产生压力

的尾砂经过这一道开放的工序，使

压力产生了大量流失， 对柱塞形成

不了水密封， 这样大大地削弱了设

备的功效， 产生了不必要的能源浪

费， 而且在联通状态时由于尾砂的

活动范围增大， 在柱塞泵进行工作

的过程中进入到泵体活塞式运作的

设备中， 时间长了会使柱塞的光面

在摩擦的过程中破损， 导致尾砂经

由破损口漏入油箱和地面， 形成污

染。 在经过车间、脱环大班专业人员

的集体商讨过后， 将原本联通状态

的柱塞泵和高压往复泵改造成一对

一的状态， 这样使柱塞泵的工作环

境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状态， 对柱塞

形成了水密封使柱塞不易磨损，同

时经过增压的尾砂直到排放进尾矿

库前的压力都不受到损失， 保证了

设备运转效率的同时， 将尾砂封闭

在密闭的系统里也防止了尾砂泄露

所带来的其他设备故障及产生的环

境问题。

通过改造后的近一个月的观察

与检测， 设备的零部件在生产中一

直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 按照改造

前每五天左右需更换一套价值

3

万

余元的柱塞和阀组件来算， 每月需

成本

20

万元左右，现在变成了每一

个月更换一次支出成本

3

万元，每

月可以节约成本

17

万元。 这样不仅

优化了生产流程， 而且延长了设备

的使用寿命，为选矿车间节约成本、

提质增效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

用。 （汪纯）

8

月

23

日 ，中央电视台 “实施产

业转型升级 、推进高质量发展 ”专题

报道组在黄石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

人陪同下 ，到稀贵厂采访提质攻坚加

快高质量发展的情况。 这是市委宣传

部将大冶有色列为提质增效加快高

质量发展的典型样本之一 ，向报道组

进行了推介。

2018

年 ， 公司坚定不移地走高

质量发展之路 ，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

益为中心 ， 大力实施质量强企战略 ，

下大力气全面提高质量 ，开展质量提

升行动 ，夯实质量技术基础 ，加强全

面质量管理 ，实施全面质量监管 。 加

强产品质量过程控制及数据统计分

析，按照 “谁生产谁检验 ，边生产边检

验” 的原则加强产品检验和外观质量

入库抽检 ， 通过对产品质量关键工

序 、指标实现过程的监督管理 ，确保

公司四大产品的实物质量持续稳定 。

努力营造各级人员重视质量 、追求质

量、崇尚质量、关注质量的浓厚氛围。

冶炼厂电解车间围绕提高阴极

铜质量开展精细操作促质量对标活

动 ，每天定时定点对槽面进液流量情

况进行逐槽巡检 ， 及时调整流量大

小 ；加强对进出液管道的检查 ，增加

管道疏通 、更换的频率 ；严格交接班

制度 ，现场交接短路根数 ，以及各生

产槽的具体情况 ， 做到交接清晰明

确 ；每天对阴极铜质量进行跟踪观察

并拍照 ，根据阴极铜表面生长情况分

析形成原因 ，制定改善措施 ；每天根

据化验单进行分析 ，调整电解液中添

加剂、酸 、铜的含量 ，将电解液成分控

制在最佳范围 ； 加强阴极铜的冲洗 、

剥离 、分拣 、打包 、转运等工序的精细

化操作，全面促进阴极铜质量提升。

近日 ，从公司生产管理部传来喜

讯， 稀贵厂精炼车间的精碲班

QC

小

组在湖北省

2017

年质量提升小组活

动中被评为省优秀质量管理实践标

杆 。 这个奖项的获得 ，表明该厂提档

升级

QC

小组质量提升活动受到上级

认可，并取得明显成效。

去年以来 ，稀贵厂围绕市场化对

标目标要求 ， 围绕产品质量提升 ，狠

抓

QC

小组质量提升活动提档升级 ，

通过向全厂

10

余个

QC

小组输送和

配备专业技术力量， 开展

QC

小组质

量提升专题培训 ，以创新工作室为依

托 ，指导各小组进行质量提升选题和

开展质量提升活动 ，使各小组的质量

提升活动由以往的通过小改小革谋

求 “小成果 ”开始向深入实施质量技

术攻坚获取 “大成效 ”发展进步 ，全年

先后涌现各类

QC

成果

20

余项 ，重

大成果

8

项。 此次获奖的精碲班

QC

小组， 在认真总结近年

QC

工作经验

的基础上 ，围绕碲品位提升 ，展开质

量技术改善攻关 ，并先后获得多项改

善成果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

靠质量取胜 。 近年来 ，公司各种

荣誉纷至沓来： 先后共有

20

多个质

量管理活动小组荣获 “全国优秀质量

管理活动质量活动小组 ” 称号 ，有

100

多个质量管理活动

QC

小组分别

荣获有色行业和省市优秀质量管理

活动

QC

小组称号 ； 有

11

个班组荣

获“全国质量信得过班组 ”称号 ；公司

多次被评为 “全国质量管理小组活动

优秀企业”荣誉称号。 （占亚芬）

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工间

琐谈

“知了，知了……”8 月 11 日，冶炼

厂电解车间净化班职工赵晶开启一天

的巡检工作，还没走进装置现场，便听

见了清脆的“欢迎声”，门前树梢上的小

蝉们早已“起床”，正迎着朝阳，欢声笑

语地等待着与职工们的“约会”呢！

小蝉们“知了、知了”清脆的声音就

在树梢上响彻起了。 娴熟地用着高音、

低音转换，为职工们高唱一曲又一曲轻

快的“蝉之歌”，刹那间，厂房四周开始

蝉声鼎沸。班长王毅高兴地说：“蝉儿能

在这里歌唱， 主要是这儿的环境改善

了，我们的净化系统采取了电解液三次

净化，更加纯净了。地坑、净液池都采取

了密闭设置。 现在，槽面现场的酸气味

都淡多了，蝉儿当然开心呀！ ”

“班长， 电解液循环泵排油管漏

油！ ”职工赵晶巡检时发现环保隐患，

立刻用对讲机通知班长。 经过半小时

的处理，这起环保隐患得到及时整改。

“知了，知了……”小蝉们唱响高歌为

“环保卫士”鼓劲点赞。 到了寂静的夜

里，小蝉们仍然活力四射，它们仿佛不

知疲惫， 如老朋友般陪伴着一波一波

的职工作业。“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

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蝉’声

一片。 ”夏夜微风徐徐，王毅在巡检路

上吟词感慨。

蝉儿为职工的巡检提供贴心陪伴，

职工们也为它们不断改善生态环境。绿

色低碳成为了车间流行风尚，最炫“绿

色风”在现场悠然唱响，人人争当绿色

环保达人，让系统装置“跑冒滴漏”无处

藏身。 为了使装置清洁生产，交接班前

机泵卫生清洁到个人，泵见底、轴见光，

设备见本色。车间管理人员更是坚守现

场，微信群同步“直播”，小视频、图片不

断刷新，查找管理短板。 道路两侧的废

塑料瓶等垃圾不翼而飞了，还给大家的

是干净整洁的作业环境和郁郁葱葱的

红柳花香。

“前一阵子， 他们开展市场对标管

理，推进岗位清洁生产，打起绿色减排

的‘小算盘’，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他们加装 PH 测量仪及报警装置，链

接各系统管网， 提高冷凝水的利用率，

节约冷凝水 1.5 万吨”“在洗涤机组与

残极机组间串联安装起一条供液管道，

将洗涤机组的‘废水’转入残极机组重

复利用，日可节约用 30 余吨，使‘废水’

变成了‘香饽饽’。 ”“在之后，他们又在

污水分流关键区域，给两台卧泵做起围

堰，提高设备使用效率，提升了装置污

水处理量……”

小蝉儿们在明媚的阳光下，茂盛的

树枝上，干净的草坪里，以它们动人的

歌喉、激情的腔调大声地“表白”，仿佛

在说：“这便是冶炼人倾力打造的绿色

环保的美丽有色。 ”

（邓小辉）

净化班传来蝉鸣声

四氟

O

型圈是冶炼厂电解车间

阳极机组液压站的一个小配件，关于

这个小配件还流传着感人的故事呢！

今天给大家讲讲

O

型圈如何来到阳

极机组液压站的吧！

“这个四氟

O

型圈在我们这成

了万能圈了，用在供油管侧板密封上

还真是效果好！ ”“是啊，以后我们要

让这个

O

型圈起更大的作用。 ”

8

月

30

日， 从冶炼厂电解车间新系统阳

极机组液压站传来了刚才的对话。

是谁在说话？ 仔细一看，原来是

机组班龚文广和保全车间技术员余

坤正在现场巡检时的聊天，他们发现

以往爱“感冒”的供油管再不“感冒”

了，这对维护阳极机组的维修和操作

人员来说可是天大的好消息。

在电解车间， 阳极机组可是

30

万吨生产系统四大“功臣”之一，是直

接影响生产的重点“人物”。但由于其

液压站长周期运行且自身运转的压

力偏高，导致振动值较高，引起油箱

供油管侧板变形渗油，像这种设备小

“感冒”，按以往的解决办法，就是检

修时拆卸侧板进行打磨、焊接，但新

装上的侧板不久后又会“感冒”，只能

收集渗油进行回收再利用。然而这个

办法治标不治本，怎么才能根治这个

“感冒”成了难题。

为了将“感冒”彻底治愈，车间联

系保全车间负责电解系统的机械技

术员余坤，共同探讨解决方案。 面对

难啃的“硬骨头”，余坤没有低头，他

默默地在现场蹲点，仔细琢磨供油管

侧板的密封结构， 还翻阅了不少资

料，最后发现原供油管侧板法兰密封

面是平面密封，在阳极机组极高的负

荷振动下，导致侧板密封面相互撞击

而产生漏油现象。由于机组的负荷是

生产需要所决定，无法改变，只能从

改变侧板密封面入手。他想到新型的

四氟

O

型圈弹性好且耐油。 如果将

四氟

O

型圈用于供油管侧板密封，

是不是就能杜绝漏油呢？他利用停机

检修，将液压站供油管拆卸，在侧板

中间凿开一道

5

毫米左右的槽，在槽

里用四氟

O

形密封圈填充密封，改

造后，供油管侧板的“感冒”竟然奇迹

般治愈了。

“保全车间的兄弟们真有才华，

去除感冒解民忧啊！ ”机组班职工何

利军对保全的兄弟们竖起了大拇指。

尹中来看着同事竖起的大拇指，忍不

住感叹：“有了这个小小的

O

型圈，

解决了设备顽疾， 现在设备舒服了，

我们搞卫生也简单多了。 ”

O

型圈彻底解决了阳极机组供

油管法兰侧板的漏油问题， 降低了

维修成本同时确保了设备健康运

行， 这个小小的配件还会在以后演

绎更多的故事……

（方慧）

“O型圈”的故事

职工在井下采

场处理顶板。

实行计件工资后职

工出满勤、干满点。

▲

操作人员对柱塞泵进行维修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