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搭把手一鼓作气，争取把剩

余的废旧阳极板修复后再上槽。 ”5月

24日，在冶炼厂电解车间老系统，“咣

咣咣”的大锤敲击声回响在岗位现场，

“精点”QC 小组带着大伙以人工整阳

极板方式进行阳极排版。这是车间 QC

小组成员们攻关“揭榜”，降低生产成

本的又一剂“良方”。

由于废旧阳极板身毛刺、 鼓包较

多，板身变形，无法进阳极机组校正上

槽，而废旧阳极板直接回炉，又浪费生

产成本。“节能降耗要从一点一滴做

起， 咱们要让它变废为宝也能创造效

益。 ”大板班班长邓冲说。 如何让废旧

板再利用，提升阴极铜质量，降低回炉

成本，成了摆在“精点”QC小组面前的

一道难题。

“张榜招贤”解难，“先锋”请缨攻

关。接下来几天，大伙现场全天候监督

工艺，质量监管同岗位作业同步，“潜”

在现场瞅瞅这、摸摸那，找寻让废旧阳

极板再次上槽的对策， 在查找和分析

中，大伙与工艺数据较上了“劲儿”！

“废旧阳极表面铜粉较多，在出铜

作业时还需加强阳极泡洗时间， 泡洗

掉表面铜粉。 ”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徐

峰说。“对啊，我们还必须在岗位操作

上更加严格， 努力控制好出铜照缸质

量，保持阴阳极适宜的极距，做精做细

手头的活儿。 ”技师张振武接着这个话

茬往下分析。现场的“诸葛会”上，大家

纷纷畅所欲言，谏言献策。

“咱们的想法不谋而合，这几天我

们抓紧去现场落实下情况。 ”大板班班

长邓冲确定方案。 针对不合格阳极实

行集中修复，利用手锤、电钻等工具捶

打校正阳极板面毛刺， 加强阳极板上

槽质量管理。 同时，严格槽面管理，坚

持短路交接班， 严格控制电解液的净

化量，控制好生产工艺。

“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

韧劲十足的大伙各司其职， 建立分析

方法、设定控制参数，做图标分析、质

量比对。 即使休息在家忙着给在家上

网课的儿女做饭， 大伙的心依然时刻

牵挂着岗位未完的工作，只要有空，不

管周末假日，准会“泡”在槽面岗位里，

研究改善措施和工艺参数设置。

一分辛勤，一分收获。经过仔细对

比、 调试， 废旧阳极板重新上了岗，A

级阴极铜产出率也在稳步提高。“改善

效果不错，果真是立竿见影呀。 ”大家

乐开了花，压抑不住心中的幸福，打了

个漂亮的响指。“创新成果帮了大忙，

QC小组真是有勇有谋的‘小诸葛’，生

产上就没什么你解决不了的困难。 ”职

工黄开文佩服不已。

“工作中只要大家齐动脑，同力可

断金，咱们岗位处处都能节支降耗。 ”

大板班班长邓冲铿锵有力地说道。 把

指标盯紧一些、 参数运行曲线拉直一

些、 产品质量再高一些的工作目标,成

为他们奋斗的动力。这不，刚解决完一

个问题， 他们乘胜追击又盯上新的改

善目标。

（晨曦）

攻

关

﹃

揭

榜

﹄

找

效

益

02

综合

2020年 6 月 8 日 星期一

编辑：占亚芬 校对：张勇 版式：张璐

Email：dyysb123＠163.com��������电话：0714-5392320

5

月

28

日， 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选矿车间开展精矿

再磨试验，寻求降本增效措施。

该矿全面贯彻公司过“紧日子”工作部署，通过分析生

产工艺流程、技术指标等关键因素，努力寻找可优化环节

和步骤，力求从多方面开展成本管控工作，达到降本增效

效果。 试验人员先对浮选

1

、

2

两个系统的粗精矿按比例进

行取样， 然后再在

4#

精矿磨旋流器溢流取与混合粗精矿

同等重量的矿浆样。 利用试验室振筛机将两组矿样分别用

三种规格的筛网进行筛析，得出四种粒级样品，共

8

个试验

样，通过过滤、烘干，然后计算对比分析验证精矿再磨的磨

矿效率，再通过实验结果和原磨矿效率进行对比，合理调节

4#

球磨再磨流程工作频次和时长， 优化和规范生产流程，

达到降本增效目的。 （陈玮玮）

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开展精矿再磨试验

职教中心组织开展复课前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演练

职教中心复课在即，为切实提升疫情防控应急处

置工作能力，

6

月

1

日上午，职教中心组织开展复课前

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演练， 全面检验疫情防控工作应急

指挥、组织、协调、处置能力。

职教中心正门口、教学楼等地均设置体温检测点

和临时隔离室。老师们扮演的“学生”戴着口罩、分

2

路

队形、间隔

1

米以上，有序经过测温通道进入校园。 演

练中模拟出现一名学生体温超过

37.3℃

的突发情况，

中心立即启动疫情防控应急处置预案， 疫情应急处置

小组迅速响应展开应急处理，现场秩序井然。 该中心还

对教职员工及学生就餐、洗手、错峰活动等场景进行情

境演练，规范流程。 对宿舍、临时就餐点、教学区域等地

进行全面消毒处理。

复课前，该中心还请蓝天救援队对校区办公、教学

区域等进行了全面消毒处理。 疫情暴发以来，该中心全

面落实上级工作要求， 制定了复课前以及复课后的各

项疫情防控措施， 为全校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构

筑坚实的“防火墙”。 （张国平 闵捷）

5

月

29

日，金格铁运分公司一辆运载着

4

个硫

酸罐体的火车突然在铁山站紧急停车，原因是其中一

个罐体发生了硫酸泄漏事故。一场由金格公司、铁路、

公安、医疗等部门联合举行的硫酸泄漏事故演练就此

展开。

本次演练设置场景为随车安全员在例行检查

时，发现了四个罐体的最后一个出现泄漏，泄漏性状

为“滴漏”，现场无人员受伤。 事故车单个罐体装载硫

酸

35

吨，整车载

140

吨。 接到报告后，公司应急处置

组立刻出动，同时报告了铁山段铁路部门、公安部门

和最近医疗救援组。

演练过程中，各单位协调配合，按照演练方案从

事故发生接到报告开始， 公司随车人员初步处置，公

安民警现场警戒、铁路部门对线路进行调度、事故现

场勘查、公司应急处置组现场对罐体补漏、场地固碱

中和处理、环境评估、舆论导控，到最后恢复交通，严格

按照各环节要求有序进行，达到了预期目的。

此次演练，有效检验了公司处置硫酸泄漏应急预

案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夯实了整体作战能力，加强

了公司与铁道部门、公安部门、医疗部门等多部门之

间的联勤联动、紧密配合，为预防和处置铁路运输事

故打下了坚实基础。 （黄海波）

金格公司联合铁路部门开展硫酸泄漏事故演练

职工论坛

从“荷花定律”感悟公司市场化对标

一个荷花池， 第一天荷花开放的很

少，第二天开放的数量是第一天的两倍，之

后的每一天， 荷花都会以前一天两倍的数

量开放。 如果到第

30

天，荷花就开满了整

个池塘，那么请问：在第几天池塘中的荷花

开了一半？ 第

15

天？ 错！ 是第

29

天。 这就

是著名的“荷花定律”，也叫

30

天定律。 这

个定律也潜在地说明了成功的秘诀： 成功

需要厚积薄发，需要积累沉淀。

５

月

21

日，

公司召开了推进市场化对标工作会议，发

出了“对标再出发，改革再深化”的冲锋号。

由学习“荷花定律”想到，公司推进市场化

对标工作，需要坚持不懈的恒心，久久为功

的韧劲，锲而不舍的毅力，持续推进。

以坚持不懈的恒心“对标”。

公司市场

化对标、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开展

3

年来，取

得了显著成效。 全面对标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是在不断实施过程中逐步提高的过程。

从对标实践中发现，对标管理一方面要“重

结果”，也就是对标成果的转化；另一方面

要注重对标思维的养成，也就是建立“动态

对标、终身对标”的理念。 “对标”就是对照

企业现有标准， 与国内外的同类先进标准

相比，找出差距和不足。但是随着对标工作

推进，“好吃的肉都没有了， 剩下了难啃的

骨头”。 荷花定律告诉我们，很多人的一生

就像池塘里的荷花，一开始用力地开，玩命

地开……但渐渐的， 人们开始感到枯燥甚

至是厌烦，你可能在第

9

天、第

19

天甚至

第

29

天的时候放弃了坚持。 这时，这个时

候的放弃，往往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而这

样的机会往往都是通过前期日复一日地投

入和坚持才能遇到这样的机会。 市场化对

标工作也需要坚持不懈的恒心， 勇于担当

和不断奋进的执着精神， 坚定不移地去干

下去，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逐步推行，

做到有条不紊，才能“积小胜，为大胜”。

以久久为功的韧劲“追标”。

市场化对

标、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只有进行时没有

完成时的远征。 只有坚持整体谋划，尊重规

律、顺势而为，才能防止虎头蛇尾。 “追标”

就是紧紧追踪国内外的先进标准， 掌握标

准化动态， 为企业的标准制定修订工作提

供翔实的信息。 在飞速发展的社会，大多数

人渴望快节奏，凡事讲一个“快”字，不愿意

在某一个领域深耕细作。 结果就是，往往只

离成功差那么一点点的距离。 荷花定律也

潜在地说明了成功的秘诀， 在于坚持地付

出努力，如果坚持在一个方向深入下去，到

最后一天总会得到大大地回报。 我们进行

的市场化对标工作， 既要有不达目的誓不

罢休的坚定决心，又有“功成不必在我”的

博大襟怀。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将百米冲

刺的心劲贯穿于改革长跑的始终。 古之立

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

之志。 新的一年，意味着新的起点，新的进

发。

2020

，让我们拿出愚公移山、水滴石穿

的韧劲儿，抓紧市场化对标不放松，一张蓝

图干到底， 以善作善成的实效推进企业高

质量发展。

以锲而不舍的毅力“创标”。

“创标”就

是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发展， 参照国内外先

进的标准， 制定出适合自己生产的先进标

准。 从“对标”到“追标”再到“创标”的跨越，

需要驰而不息、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 通过

荷花定律，我们明白：很多时候，人能获得

成功，关键在于坚持。 拼到最后，拼的不是

运气和聪明，而是毅力。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市场化对标工作

越是关键时刻，越不能徘徊彷徨，必须拿出

舍我其谁的担当、爬坡过坎的韧劲、时不我

待的豪情，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只争朝夕、

提速增效；不断强化管理、严谨作风，为公

司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管训一班 徐芳玲）

融合交流人员在选矿查看矿浆浓细度。

融合交流人员在露天采场维护生产秩序。

融合交流人员在监控室观察矿区治安环境。

———矿业分公司推进技术管理人员跨矿山交流任职侧记

让更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随着公司“6+2”机构改革的步伐逐渐加快，不

同单位之间如何实现融合发展，发挥“1+1>2”的融

合效应？ 2020年以来，矿业分公司以技术管理人

员跨矿山交流任职为切入点, 在促进矿山融合发

展、管理理念融合等方面作出了积极有益的尝试。

“共建 +融合”的交流任职模式

2019年底，一份管理技术人员跨单位交流任

职的征集意见稿引人注目。

矿业分公司自 2019年初组建以来，十分重视

人才培养工作，将其列入“三个中心”发展定位，推

出了技术人员集中委派， 并配合公司组织实施了

职务职级改革。 而在经历企业创建初期打基础的

一年后，如何抓好人才培养和管理，为企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持， 是该分公司党委重点推

进的工作之一。

该分公司党委总结各矿山多年来人才管理的

经验做法，提炼形成《选派管理（技术）人员交流挂

职工作实施方案》，面向四个矿山征集意见，汇总

形成意见建议 17条。 在此基础上，还把人才培养

管理列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的

重点内容， 与矿山管理层和基层技术管理人员代

表充分交流，并经党委会讨论决定，形成最终完整

的实施方案。

根据《选派管理（技术）人员交流挂职工作实

施方案》，该分公司技术管理人员跨矿山交流任职

主要分为共建交流和融合交流两种任职方式。 其

中，共建类交流任职实行半脱产，期限为 6个月，

每月安排一周时间到交流矿山对口单位（科室）参

与管理。交流单位根据交流人员个人能力、专业特

点和岗位实际需要，安排相应的工作内容，使交流

人员参与交流单位重点工作和专业线管理， 共享

管理经验，帮助解决具体问题。而融合类交流任职

则实行全脱产，融合人员岗位由交流矿山安排，并

参照所在矿山同级别岗位标准发放薪酬待遇，劳

动关系和干部档案维持不变，由原所在矿山保管，

党组织关系随之转入交流单位。

2020年 1月 6日，矿业分公司管理技术人员

跨单位交流任职正式启动，首批 11名融合交流人

员到岗任职。

“完成交流任职的双重任务”

最近， 华松一直在为铜山口矿组建井下自营

掘进队的事而忙碌着。

作为首批融合交流技术管理人员， 华松此前

在铜绿山矿人事科任管理职务，经过组织选派，目

前是铜山口矿人事科二级主办， 主要负责外用工

管理、薪酬发放、绩效考核等方面的工作。

谈及近半年以来到铜山口矿工作的感受，他

着重提到了临出发前矿领导交代的“双重任务”，

一个是学习铜山口矿的管理理念和特色做法，另

一个是将铜绿山矿好的经验做法融入目前实际工

作中。

在铜山口矿工作近半年时间， 华松参加了铜

山口矿疫情防控信息统计、复工复产人员培训、管

理人员绩效考核等具体工作， 还参加过矿山夜校

的学习培训，以及羽毛球、乒乓球、气排球等活动，

他认为这既开展了工作又锻炼了身体， 同时还提

高了职工凝聚力、向心力。

2020年是铜山口矿采矿作业方

式做出重大转变的一年，将由露天采

矿转向露天、井下同步进行，加强井

下采矿力量是重点环节之一。华松结

合在铜绿山矿工作时期的思考与实

践，向科室提出了“两步走”自主招

工、 组建井下采掘队的工作建议，获

得肯定并具体负责外用工劳务合同

等相关事宜。 按他的话来讲，大冶市

社保局和行政服务大厅的门槛都要

被他“踏破”了。

近半年时间以来，交流到丰山铜

矿采掘车间任职的原铜山口矿坑采

车间副主任杜爱兵一直在井下跑现

场，对丰山铜矿井下管理模式逐渐熟

悉起来。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丰山铜矿

井下地质找矿和工区大班管理，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在任务不变的情况

下， 保证稳定矿源供应格外重要，车

间技术管理人员经常对着图纸，琢磨

如何寻找新的矿源，将过去不要的低

品位矿石也要吃干榨尽。由于长期从

事井下安全管理，杜爱兵将过去的工

作经验带到交流岗位中，为车间安全

管理起到了促进作用。

交流到铜绿山矿采掘车间任职

的原丰山铜矿采掘车间副主任李叶敏， 则对铜绿

山矿井下采场应用的光面爆破和锚网支护十分关

注，他认为这种管理方式更加全面。李叶敏在近半

年的工作实践中，对井下通风管理尤为重视，针对

矿井下中段作业点多面广的特点， 向车间提出了

通风管理分段供风的工作建议。

“分配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

5月 19日一早，铜绿山矿选矿车间主任兼挂

职副矿长张青带着两身换洗衣服， 就来到丰山铜

矿报到。作为首批共建交流任职人员，他在今后半

年时间，每个月都要抽出一个星期，到丰山铜矿选

矿车间挂职副主任。正如他在丰山铜矿工作时，表

态发言中讲到的一样，主动融入、虚心求教，不走

形式、不搞花架子，分配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

如果说该分公司全脱产融合交流注重的是人

的培养，侧重于日常管理，那么半脱产共建交流任

职的侧重点则是通过矿山主要车间（科室）“一把

手” 交流任职， 参与到交流单位重点工作推进中

来，在促进管理理念融合的同时，增进矿山之间职

能专业线交流互动，以达到人力、设备等多种资源

共享。

得益于首批融合交流的工作成效， 矿业分公

司管理层对此次共建交流提出殷切希望。 铜绿山

矿党委负责人希望，共建交流人员扑下身子，取得

真经，实现单位受益、个人成长双赢。 矿业分公司

党委负责人提出， 共建交流人员要充分利用共建

交流良好平台，不断增加技术管理知识储备，为矿

业事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秦霄 徐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