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保设备检查。

工间

琐谈

安

全

生

产

要

念

好

﹃

实

严

为

新

﹄

﹃

四

字

经

﹄

———博源环保公司盘活库存管理工作小记

巧打库存“金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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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 日，从博源环保公司财务资产部传

来消息：截至 8 月底，该公司库存资金占有量

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29.3%

。

这是一个让人振

奋人心的数字！

今年年初，该公司《2018 年-2020 年市场

化对标总体方案》出炉，方案遵循“调架构、造

流程、降成本、扩规模、保盈利、保增收、保上

市”的总体思路，以节支增收为根本，突出全

流程再造和技术经济指标提升， 最终达到实

现公司效益、职工收入持续增长的目标。

蓝图已构就，号角已吹响。 该公司上上下

下群情振奋，信心十足，一个个都憧憬着在这

场“战斗”中大干一场。 陈强就是其中一员，他

于今年年初调任到该公司主管财务部工作。

他迅速进入状态， 并熟悉新岗位各种工作情

况，在对去年一整年的公司原料、产品库存数

据信息进行认真分析后，他发现，这其中大有

“文章”可做！ 他将想法向公司主要负责人作

了汇报，得到的回复是：这库存的“金算盘”确

实值得好好打一打，公司大力支持！

说干就干，财务部连同市场营销部立即行

动起来。

首先是精准测算，定额管理。 按当前不同

生产线的日均拆解产能， 以及货物供应品种

比例，测算核定出不同原料的周期储备需求；

针对含铜物料主产品月度产出总量和内销有

限公司需求量的差额，测算核定出压库数量；

副产品遵循满车发车原则， 以此逐个产品测

算核定库存数量； 由废弃电器拆解产品转入

废弃机电深加工原料， 视同当期的产出与移

库平衡。 通过这些精算得出的指标，更精确地

应用于生产经营，从原料采购到产品产出，再

到销售和未销售储存，都有了精准的依据，就

如同量体裁衣、 有的放矢， 自然就盘活了库

存，降低了资金占用量。

与此同时，两个部门还对库存基础管理以

及相关联的营销招投标制度进行了细化和明

确，一方面是建立了详细的《库存信息管理办

法》，针对产品从原料采购，到产出，再到销售

和未销售储存的信息流转， 以及信息数据化

使用都更系统更具体更具可操作性； 另一方

面在市场营销部门的招投标制度上， 对所有

客户都明确了产品售出后的回款时间这一条

款， 回款时间平均比去年同期缩短 10 余天，

这样一来便加快了资金的回笼速度， 提升了

资金周转率。 市场营销部主管招投标工作的

徐帆对此感慨说：“加快货款回笼速度， 我们

一直想跟客户沟通，但一直下不了决心，是市

场化对标让我们创新思路打破常规， 在热忱

诚信服务客户上下足功夫， 最终跟客户顺利

达成共识，这说明只要我们想干好，就没有干

不好的工作！ ”

该公司今年年中工作会报告中显示

：

1-6

月份，公司资金周转率同比上升 2%

，

资金周

转天数由 441 天缩减为 242 天；公司完成上半

年生产经营任务， 完成集团公司考核利润指

标还有超利。 在当前严峻的生产形势下取得

这样的成绩， 这跟该公司今年落实市场化对

标盘活库存管理是分不开的。 对此，该公司主

要负责人在年中工作会上说：“这库存‘金算

盘’以后还要持续更巧妙地打下去！ ”

（喻亚丽）

2017

年以来， 地方各级政府安

监部门、上级单位的安全执法检查、

安全督查、安全生产检查日趋频繁、

严格和深入， 如何避免因管理不到

位停产整改、 整顿造成的作业量减

少，保持安全生产的持续性？ 笔者结

合当前安全工作的重点以及存在的

问题，认为安全生产要念好“实、严、

为、新”“四字经”。

安全培训要“实”

安全培训是为了提高职工安全

意识和安全技能。 一些基层班组在

职工的安全教育上往往 “走过场”，

不分岗位， 不分工种， 培训形式单

一，培训内容枯燥，一人“背书”大家

听， 职工参加安全学习是为了不被

扣钱，与安全培训的初衷背道而驰。

这种结果， 就是使大家对培训有一

种抵触心理。 因此，在职工的安全教

育上要因地制宜， 根据不同岗位制

定学习计划和课件，并组织考试，让

大家学有方向，学有进步。 同时，充

分利用

qq

群，微信公众号等网络载

体，推行“微型安全培训课”“身边安

全课”等形式，提高培训教育的吸引

力和感染力，达到入脑入心、润物无

声的效果。

现场管理要“严”

强化现场安全管理， 是提升本

质化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 从实际

情况来看， 一方面基层安全管理人

员的安全法律法规知识比较欠缺 ，

对于现场的隐患和违章 “视而不

见 ”；另一方面 ，一些基层班组推行

“保姆式 ”管理后 ，作业人员依赖性

强。 就拿井下来说，工作人员到达作

业现场后， 等待管理人员帮忙把照

明接好， 把顶板和两帮的浮石撬干

净，最后形成了恶性循环。 针对这些

情况， 安全管理人员在加强自身学

习的同时， 要严格执行管理人员下

井值班 、跟班制度 ，严格落实车间 、

班组、 作业人员三级现场安全确认

票制度 ，做到 “谁主管谁负责 、谁检

查谁负责 、谁签字谁负责 ”，责任落

实明确。 要充分依靠和发动广大职

工的参与权和监督权， 组织职工全

面细致地查找各类事故隐患， 引导

他们积极主动参与隐患治理。 要实

行班组日检、大班周检、车间月检的

三级检查模式， 对照 “安全检查清

单 ”进行隐患排查 ，严格按照 “三定

四不推”的原则进行整改，确保整改

项目跟踪检查落实到位。

职责落实要“为”

职责落实要“为”，是指在履职尽

责上要有作为。 “有令不行，有禁不

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于上级

布置的工作推诿扯皮，不能突出安全

重点，没有抓住薄弱环节……从以往

的经验教训来看，这些职责落实不到

位的具体表现往往是事故发生的根

源。态度决定结果，细节决定成败。要

抓好安全生产， 首先要强化领导责

任， 要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建

立《安全工作责任清单》，理清安全责

任，以网格化管理，将职责细化到人、

量化到岗， 确保每一道工序有人查，

每一流程有人管，实现安全管理全覆

盖、无死角。 要让安全管理人员主动

作为，凡是违反了安全生产制度和安

全规程的，就必须照单追责，加大考

核力度， 实现由事故问责向隐患问

责、由结果问责向过程问责的转变。

管理方法要“新”

从当前安全管理的现状来看 ，

一些基层单位还停留在传统的安全

管理上，“以罚代管” 的情况屡见不

鲜 ，安全教育 、监管形式单一 ，缺乏

有效载体， 虽然有完善的安全培训

制度，安全检查制度，安全生产责任

制度，事故报告制度等等，表面上看

还是比较完善，对保证安全，减少事

故的发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但在

新形势下，也暴露出注重经验型、事

后型管理，注重制度管理，忽视系统

管理，注重现场检查和监督，轻视基

础管理等一些缺点和不足。 针对这

些问题， 我们在安全管理上要注重

引入健康、 安全和环境三位一体的

先进管理体系， 坚持工艺安全管理

和行为安全管理并重， 积极引入先

进的工艺安全分析方法， 抓住工艺

过程的本质安全；同时在安全教育、

监督、考核上要有新的形式和载体，

让职工实现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

的转变。

安全工作没有捷径可走 。 新形

势下，只有正确处理好安全与生产、

效益的关系 ，把 “责任落实 、职责担

当” 落实到每道工序的具体工作中

去 ，突出安全重点 、紧盯薄弱环节 、

抓好过程确认， 扎扎实实做好每一

项安全工作， 才能实现企业安全生

产与经济效益的协调健康发展。

（周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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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3

日， 冶炼厂硫酸车间对车间环

保设备开展全面“体检”。 硫酸车间环保设备

分布从山上到山下，绕十里厂区一大圈。 虽

然设备多 、范围广 ，但是大家依然认真检查

设备油箱、轮轴等关键部件，记录实时温度。

在 “秋老虎 ”的肆虐下 ，为了避免环保设备

“中暑”，大伙儿对设备呵护备至。

冶炼厂对环保设备检查呵护备至，正体

现了该厂对环境工作的重视。 特别是党的十

九大以来，“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广大职工共

识。 该厂积极打造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

企业。 从铜冶炼节能减排工程的澳炉、 硫酸

三系、余热发电、

30

万吨，到现在的一系列的

环保方案 、节能改造 、环保攻关 、环保宣传 ，

无不展现冶炼厂绿色发展的蓝图和决心。

推进节能减排 打造绿色工厂

———冶炼厂绿色发展工作侧记

提升“小环境” 推进“大环保”

以绿色发展的理念作为生产经营的导

向，最直观的改变就是现场作业环境的改善

提升。 一个铜冶炼工厂，映入眼帘的不是烟

气和粉尘，而是整洁的道路，干净的厂房，现

场休息室安静温馨 ，有绿树 ，有鲜花 ，有碧

水，这才是现代化企业的气派。 冶炼厂按着

这个目标，一步一步，扎扎实实，越做越好。

8

月的污水大塘绿树环绕，睡莲盛开。

废水变清水， 这得益于该厂大塘污水处理

攻关的成功， 整条生产线工艺指标控制良

好，水质和水量控制严格，促进了冶化外排

水实现稳定达标。

良好的工作环境还延伸到了生产现

场。 该厂将空气净化系统，分别安装在澳炉

的主控室和休息室、转炉主控室、精炼炉主

控室、

50

吨行车操作室、

12

号皮带值班室

等一线操作岗位； 澳炉堰口溜槽保温盖板

的进一步优化改造也在进行中， 这一改造

不仅起到了更好的保温、节能作用，也在一

定程度上阻隔了堰口的高温和烟尘； 硫酸

车间两个生产系统的

3K

风机岗位，操作室

内都安装了二氧化硫浓度检测仪， 这台检

测仪能准确检测到整个

3K

风机岗位区域

二氧化硫的气浓含量。 这些改造，既提升了

职工们工作的 “小环境 ”，也提升了冶炼厂

绿色工厂的质量。

不仅如此，《冶炼厂各单位环境保护责

任》《冶炼厂环境保护岗位职责》的落地，各

管理层级的责任划分更加细化， 环保责任

落实到人，管控到点。 现场环境整治、环境

巡查， 环保应急预案演练等工作也成为日

常任务之一， 该厂力争绿色发展在十里厂

区无遗漏、无盲区。

实施“小改造” 助力“大攻关”

铜冶炼作为传统产业， 在绿色发展的

过程中必然要走升级改造之路。 冶炼厂不

断加强资源节约、 环境保护技术的探索和

应用。 厂

2018

年攻关项目计划中，专门开

展了 “铜冶炼环保治理系统高效与经济运

行关键技术的研究 ”与 “设备与节能 ”两大

部分共

8

项攻关。

节能和减排、降耗是密不可分的。 厂区

设备工艺改造工作，以更加严格的环境、能

耗和技术标准为准绳。 为进一步改善空气

质量， 该厂对转炉环保风机管网再次进行

优化， 在每一趟管网上安装了一台轴流风

机，增加管道负压，确保管道中的烟气更好

地被管保风机抽走，减少散排。 不仅如此，

五台转炉的滑动烟罩改造也全部顺利完

成。 此外，该厂在新建的阳极板堆场加装了

两套自吸泵用来喷洒降尘， 水源来自于锅

炉热水池的二次再利用。

环保设备能用，环保改造好用，更要长

用、耐用，方能保证节能降耗持续、持久。 鉴

于转炉生产现场高温环境， 设备使用频繁

的现状。 技术人员对环保设备设施开展小

改造：滑动烟罩配套电机、变频器由于长期

高温炙烤，故障率高，技术人员重新利用旧

变频器，并且更改变频器参数与

PLC

程序，

进行变频器通用改造，顺利解决问题。

1

号

转炉发生电磁干扰现象， 可能造成炉体自

动倾转的故障， 技术员发现是因为

2

号转

炉滑动烟罩系统对

1

号转炉仪表信号产生

了电磁干扰。 为此，技术人员加强了

1

号转

炉控制系统的接地屏蔽， 并与

2

号转炉滑

动烟罩系统进行了隔离， 同时在新桥架重

新敷设滑动烟罩电缆， 与

1

号转炉仪表电

缆隔离，有效避免了故障发生。

提倡“小节约” 成就“大节能”

在绿色发展的概念中，节约能源，循环

利用，也是重要组成部分。 冶炼厂加强宣传

教育，提高干部职工的环保意识和能力，让

节约不仅仅成为美德，更成为一种习惯。

今年，厂陆续组织学习《排污许可证申

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有色金属工业—铜冶

炼》《水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税法》《土壤

污染防治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

方案》等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并加大环境

管理体系、清洁生产、节能减排等业务知识

的培训力度， 将相关业务培训纳入年度培

训计划，督促实施并予以评价。 职工们对法

律法规、环境方针、清洁生产的理解更加深

刻，在这样的氛围中，职工们想方设法地节

约生产中的每一滴水、每一度电。

放眼新时代，冶炼厂天更蓝了，地更绿了，

水更清了，职工幸福指数提高了。 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指导下，该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精神，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朝着打造花园式

工厂的目标扬帆奋进。

（文 刘欣杰 图 陆军 鲁方昆）

冶炼厂阳极炉

天然气单耗指标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今年以来，冶炼厂转炉车间围

绕降低阳极炉 （精炼炉 ）天然气单

耗指标进行攻关，通过对天然气燃

烧枪改造，控制炉温、炉压波动，加

强铜水氧化深度，增加烤枪清理频

次等措施 ， 保证了天然气燃烧充

分 ，提高了反应效率 ，降低了天然

气用量。

8

月份，该车间阳极炉天然

气单耗达到了

23.5

标立方

/

吨

铜，达到同炉型阳极炉国内先进水

平。 图为该车间职工测量

2

号精炼

炉炉口温度。

（李俊红 黄琨）

讨论环保项目实施方案。

高温期间给绿化带树木浇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