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 3月 12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窦 华
综 合 新 闻

本报讯 为充分发挥矿山党建工
作的生命力和巨大活力，更好地融入
和服务于矿山生产，新的一年，铜山矿
业公司新鲜出炉了“强作风、践承诺、
提质效”党建系列活动，做到矿山党
建特色不断，亮点纷呈。

今年，该公司紧紧围绕“提质增
效、创新发展”工作主题，按照“融经
济、进管理、强素质、保稳定、促发展”
的党建工作思路，全面落实“融合创
新促转型，解放思想强管理；铜争三千
利控七，稳产达标保安全”的年度方
针目标和党建“六大工程”建设，着力

加强“四好四强四优四先四有”队伍建
设，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国有企业政治核
心作用，为打造“新型铜山”而努力奋
斗。学理论提素质，以实干强作风。该公
司大力开展领导班子成员直接联系群众
活动，开展“迎挑战、稳发展、促提升”形
势与任务教育报告，开展党课创新教育
活动，邀请有关专家教授对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精神、企业经营战略管理及党
务知识再辅导、再教育活动，开展“转观
念、做表率、讲奉献”专题思想大讨论等
活动。该公司领导成员将以“三严三实”
要求深入联系点开展调查研究，解决当
前矿山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使全体干群
了解矿山安全生产与经营形势，扬长避
短，在困境中提振精神，在奋发中勇闯难
关，激发干群奋发向上力量。

践承诺提形象，以实效促突破。该
公司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大力
开展创业、创造、创建、创先、创星为内
容的“五创”活动，教育引导全体干群
立足岗位，工作争先，服务争先，业绩争
先，实现“新型铜山梦”。将在今年内先
后开展“新型铜山”创业实践活动，开
展“尊重创造”活动，开展文明、卫生单
位（部门）创建活动，开展“四先党小
组”创建活动，开展全员创“星”活动，
开展“活力铜山·最美职工”主题宣传
报道活动。

抓常态提质效，以实绩促发展。该
公司弘扬以劳模精神为丰厚底蕴和深
刻内涵的铜山精神，掀起“大干兴企”
工作之风，树立铜山新形象。结合该公
司年度方针目标和“对标挖潜、稳产达

标”实施方案，引导党员干部在矿山发
展中当先锋、做表率，永葆先进性，增强
矿山发展动力。开展“树标杆、争一流”
活动，开展“党史·文化”读书教育实践
活动，开展“廉洁自律”教育活动，开展
“安全发展”教育活动，开展 “平安矿
山”活动，开展“情暖职工”活动和“新
矿山、新起点、新征程”主题全员系列
文体活动。为确保一年内将这 3 个方面
18 项具体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该公
司成立了以党政主要领导为组长的活
动领导小组，下设活动办公室，负责各
项活动的组织和具体落实，要求在活动
中力戒形式主义，不搞铺张浪费，并作
为各党支部今年党建考核工作重要依
据。

夏富青 陈幸欣

铜山矿业公司“强作风、践承诺、提质效”党建系列活动新鲜出炉
创特色 建亮点

稀贵金属分公司职工日前正
在通过焚烧炉回收编织袋中粘附
的铜阳极泥。该公司生产所需铜
阳极泥原料均使用编织袋包装运
输，卸料后的编织袋附着部分阳
极泥，这部分阳极泥难以回收，造
成附着阳极泥的编织袋只能库
存。该公司“扬帆”QC 小组对此
开展 QC 攻关，并成功地探索出
通过焚烧炉焚烧编织袋回收铜阳
极泥的办法。一年多来，通过焚烧
炉共处理铜阳极泥编织袋 61 吨，
产出铜阳极泥焚烧渣 47.8 吨，不
仅为企业减少了大量资金占压，
同时创造了良好的生产循环方
式。“扬帆”QC 小组为此获得了
国家级优秀 QC 小组称号。

王红平 章庆 摄

3 月 7 日，铜陵市物流协会组织 45 家成员企业到铜冠物流公司等有关企业
参观考察。在金园分公司，码头负责人现场解答了考察组成员关于装卸和生产经
营方面提出的问题。市物流协会会长、该公司经理叶守旻，市交通局局长凌勇、常
务副局长任超等一同参加了考察。 陈玲琍 摄

为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确保项目工程顺利建设，姚家岭矿业公司建设指挥
部于日前启动了员工安全宣誓活动，并要求将此项活动纳为日常安全工作。图为
姚家岭矿业公司建设指挥部全体员工集体进行安全宣誓的场景。

段 青 刘 晔 摄

“喜乐街” 节目里幽默诙谐的
“反转”台词，如今却成为冬瓜山铜矿
充填区班组职工挂在嘴边的“热词”，
这是咋回事呢？

原来，充填区在 2 月份采场充填
施工中，存在相邻采场导通渗漏、二步
骤充填空间变小，以及接顶扫尾充填
采场增多等诸多不利因素。就在大伙
对完成当月 12 万立方米充填产量感
到心里没底时，区里正积极谋划逆势
采场“反转”战。

逆势采场“反转”，当务之急就是
要解决负 670 米、负 730 米等中段相
邻采场渗漏难题。因为相邻采场间的
导通渗漏，不仅会殃及巷道环境，还
“惹”得相邻的采场也无法充填，就连
通往此处的主管道线路也会因此受到
搁置。为此，区里对各放砂口的管道线
路走向与对应采场位置进行逐一梳
理，最大限度地优化充填支管线路设
计，确保每一套管道对相邻采场及周
边区域充填能够起到“辐射”作用，即
使一旦有相邻采场出现渗漏故障，也
可以调整至周边采场继续充填。

但这说起来轻松，真要动起手来
却并非易事。进入 2 月份，正当人们

开始忙着置办年货的时候，充填维修班
长李为怀、董明带领班组人员拼在负
670 米中段充填区域采场管道拆卸、移
装等施工中。由于任务量大、安装繁琐，
他们既当管道工，又当搬运工，经过连续
三天奋战，顺利完成了五套充填管道调
整任务，这就意味着该区域一套管道系
统能够与相邻两处采场进行调节充填。
充填班组青工小李乐滋滋地说道：“这
种管道与采场间的‘反转’，不仅避免了
采场渗漏，还对上、下中段采场充填起到
很好的‘拉动’作用。”

虽然采场与管道系统成功实现“反
转”，但接踵而来的便是后续接替采场
的难题，为了确保采场充填的连续性，区
里在扎实抓好当月采场充填量的同时，
还根据接顶采场与新投入采场充填施工
次序，主动编排好后续投入充填的采场
充填施工计划，提前掌握具备充填能力
的采场，确保每月安全生产工作抓有方
向，干有目标。

采场“反转”战，使原本处于逆势中
的充填采场，反转为夺高产的优质采场。
2 月份，充填区充填量一举突破 16 万立
方米，比元月份多完成 4万立方米。

汪为琳

采场“反转”记

历数张奎的个人履历，有厂“先
进个人”、“十佳班长”、“生产标兵”
等荣誉称号，也有集团公司电解精炼
工技术比武大赛第三名的好成绩。他
带的班全年高纯铜率和电效位居车间
五个生产班之首。这一切离不开他的
勤勉上进。

自 1995 年参加工作，张奎一直
扎根生产一线。从电解精炼工到副班
长、班长，他已经在电解车间工作了
20 个年头，现为金昌冶炼厂电解车间
生产二班班长。

正常上班时间是 8 点，可是张奎
每天六点半就到达生产岗位。他没有
礼拜六、礼拜天的概念，几乎每天都在

班上，带头干生产、抓管理。2013 年至
今，在他的带领下，二班无论是高纯铜产
出率还是电流效率，均超额完成厂部考
核目标值，居电解车间五个生产班之首。
2014 年全年，电解二班电铜高纯铜率高
达 97.95%，比车间平均高纯铜率
95.377%高出 2.573 个百分点，全年出
口铜完成 11983 吨，占全车间完成量的
三分之一，全年电效达 96.1%，比车间全
年平均电效 95.305%高出 0.795 个百分
点。

去年夏季的一天晚上突降暴雨，电
解生产二班区域外的雨沟排水不及，向
槽下倒灌，严重威胁电解正常生产。张奎
得知消息已是凌晨两点左右，他毅然冒

雨冲出家门，打车向厂里赶，途径五公里
区域，道路被淹，车辆无法通过，他硬是
顶着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趟水走到厂里，
带领当班职工共同堵住雨水，保证了正
常生产。

工作中，张奎爱动脑筋、想办法，解
决一些生产难题。2014年上半年，由于
高位槽故障，导致循环系统不稳定影响
生产。作为班长，他心急如焚，连续几天
守在高位槽上查找问题，分析原因，功夫
不负有心人，问题终于被他找到了。围绕
问题，他反复琢磨思考，提出“通过技术
措施，抬高高位槽液面，有序分流电解
液，增加排气效果”的合理化建议，这一
合理化建议很快得到了车间的重视和肯

定，并上报实施，从而使电铜质量有效好
转和提升，取得了十分理想的效果。诸如
此类的小改小革，在其担任班长后就一
直没有停止过，取得的成果也十分丰富，
同时也使电解二班在电效和质量一直名
列全车间五个班组前茅。

在抓好生产、带好队伍的同时，张奎
还十分注重做好班组安全环保工作。去
年上半年，电解车间集中进行了电解槽
下防渗漏治理工程，旨在进一步加强环
保管理。作为值班长，张奎每天到槽下巡
查几次，及时发现“跑冒滴漏”问题，及
时处理，杜绝了槽下渗水、漏液现象的发
生，确保了电解废液及时处理，实现对外
“零排放”。

朱 莉 齐宏明

———记金昌冶炼厂“十大标兵”张奎

万事勤为先

“市场拓展不可能一帆风顺，更
不可能风平浪静。”这是铜冠机械公
司无轨销售事业部的鲍世刚时常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也是他用来激励自己
不断前行的座右铭。面对激烈的市场
竞争，凭借锲而不舍、永不服输的敬
业精神，鲍世刚一年一个新台阶，一
年一步新跨越，在市场拓展和优质客
户的开发维护工作中取得了骄人的
业绩。

面对近年来金属价格低迷、矿业
企业不景气、优质客户稀缺的现状，作
为销售人员，鲍世刚把潜在的目标锁

定在了优良客户的挖掘上，把市场信息
的搜集与分析作为工作的突破口和切入
点，加快了市场营销的步伐。在得知云南
锡业集团要进行采矿方法变革这个信息
后，他及时多次上门与该集团职能部门
以及所属各矿山的职能部门进行了沟
通。针对每个矿山不同的采矿方法、巷道
规格，他都一一对应地做出了详细的设
备配套方案。通过近一年的不懈努力，他
提供的方案最终获得了客户的认可，云
南锡业集团采购了该公司两台 3 立方
柴油铲运机。

正如鲍世刚常说的那样，“市场拓

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虽然实现了产品
销售在云南锡业集团零的突破，但设备
交付到现场使用后，使用的效果却并不
理想。因为故障率较高，客户提出了退货
的要求。在这艰难的时刻，鲍世刚丝毫没
有气馁，他迅速与矿山的使用坑口及相
关职能部门进行了对接沟通，一方面通
过加强售后服务力量解决设备存在的问
题，另一方面重新为客户制定设备的匹
配方案。就这样，他前前后后在客户现场
一待就是 2 个多月。“功夫不负有心
人”，最终，他的努力使得客户最终同意
了新的匹配方案，决定改用 2 立方柴油

铲运机，同时也收回了已购买的 3 立方
柴油铲运机退货的决定。

改用的 2 立方柴油铲运机交付客
户现场后，立竿见影，使用效果良好，受
到了客户的一致好评。通过这一次成功
的扭转，铜冠机械公司得到了云南锡业
集团的认可，该公司的产品也进一步打
开了云南锡业集团市场的大门。到目前
为止，云南锡业集团使用的该公司产品
种类涵盖了诸如 3 立方柴油铲运机、2
立方柴油铲运机、20吨运矿卡车在内的
全部无轨设备品种，累计订购数量达到
了 93 台套，成为该公司全国单一最大
客户。鲍世刚并没有自满，通过努力，近
几年，他又开发了玉溪矿业、十四冶云南
矿业公司等一大批优质客户，累计实现
设备销售 160 余台，销售收入近 1.5 亿
元。 傅大伟 王征社

锲而不舍拓市场
———记铜冠机械公司标兵鲍世刚

历时 85 天，铜冠（庐江）矿业有限
公司铜矿石连选试验项目完成，为该公
司选矿设计的工艺流程设备选型、产品
方案、技术经济指标等的合理确定提供
有力保障，同时为选矿系统投产后能否
顺利达到经济指标和获得经济效益打下
了基础，更为企业今后的现场生产提供
了依据。

铜冠（庐江）矿业有限公司和铜陵
有色设计研究院共同参与完成了此次连
选试验。试验在铜山矿业公司老精矿库
连选设备场地进行。工艺为一期、二期设
计工艺为主。连选试验是在小型流程试
验完成后，根据小型流程试验确定的流
程，用试验设备模拟工业生产过程的磨
矿、选别作业的连选试验，它着重考察流
程的动态平衡条件下（包括中矿返回）
的选矿经济指标和工艺条件。连选试验
比小型流程试验的模拟性较好，可靠性
也比小型流程试验高。

据悉，新建的矿山一般多要做试验，
委托有资质的和有条件的设计院做，费用

不菲。安徽铜冠 （庐
江） 矿业有限公司决
定和铜陵有色设计研
究院共同参与完成，不
仅节约高昂的费用，还
可以锻炼员工。

去年10月底，该公司开始连选试验。
当时兵分两路前往铜山矿业公司，一路从
铜陵出发乘坐铜冠物流的汽车载着从金
口岭矿和铜陵有色设计院借调的破碎设
备前往铜山；另外一路则是押送承载 30
吨原矿矿石的汽车从沙溪出发前往铜山。
当天下午，两路人马先后到达铜山铜矿，
用叉车将破碎设备卸下并按破碎流程摆
放好位置，再将原矿矿石全部卸下并集中
堆放好。第二天，对连选试验场地进行了
清理，将与试验无关的东西全部整理好堆
放在一边。同时取了一部分原矿和破碎合
格后的产品带回铜陵进行化验分析，从晚
班开始安排工人进行粗碎。接下来的几天
他们制作了破碎机的支架和浮选机的溜
槽、清洗了浮选机并对因腐蚀严重而无法

松动的浮选机闸门进行拆卸、清理并加油
润滑；在这之余便继续安排工人进行破
碎。至去年11月上旬，所有浮选机的闸门
清理完毕使其能开关自如，各流程的溜槽
安装完毕，冲洗水管也改造完毕，此外便
剩下各回路之间的连接工作。至此，连续
试验的浮选设备准备完毕，接下来就全力
进行破碎工作。

因试验用的破碎、筛分设备大多比
较老旧，再加上这次试验处理矿量很大，
所以在连续工作状态下这些破碎、筛分
设备就经常性的出现零部件损坏的问
题，这给试验带来了很大困扰，严重影响
了试验进度。期间，大家做到随坏随修从
而保证了破碎设备的正常。针对矿石潮
湿的问题，购买并安装了碘钨灯对潮湿
的矿石进行烘干。

考虑到因破碎设备易损坏和处理量
很大导致的试验进度较慢的问题，他们
在原有的白班和小夜班两班制破碎的基
础上，增添大夜班破碎。至去年 11月 30
日，总共破碎出 20 吨左右的合格粒度
产品，已满足连续试验项目的试验所需。
至此，连选试验矿石破碎阶段结束。

去年 12月 1日至 4日，他们将浮
选机的管道按照工艺流程的顺序连接起
来，并用清水测试确认浮选机能正常工
作。将连选试验所需要的各种设备全部
通电并测试确认能正常工作，并安排人
工将之前破碎至合格粒度的矿石进行人
工混匀四次，确保这些矿石充分混匀，以
保证试验所用的原矿性质一致。5日，正
式开始做浮选试验，白班的时候，确认了
药剂制度和磨矿参数，并取部分原矿样、

精矿样和尾矿样进行
化验分析。在试验的
过程中，他们一直按
三班制作业，每班跟
班人员按试验要求进

行加矿、加药、取样、记录试验现象和数
据、保持正常生产。10日，第一个试验流
程结束，在取好样品之后，他们对整套设
备进行了清洗，并按照下一个试验的工
艺流程顺序将浮选机之间的管道重新连
接好。

去年 12 月 22 日，开始第二个试验
流程。白天，将各设备调整至正常工作，
并确认了药剂制度和磨矿参数；同时开
始正式对深锥浓密机进行给料，因厂家
发过来的深锥浓密机处理量较大，与试
验设备不匹配，为了保证深锥浓密机的
进料正常，他们将上一个试验流程的尾
矿通过人力的方式添加进深锥浓密机的
进料缓冲箱。然后按照三班三运转制正
常进行试验 12 月 30 日，第二个试验流
程结束，在试验的最后几天，他们将低品

位矿石换成混匀后的高品位矿石，在记
录完试验数据和取好化验样品之后，对
试验设备进行了清洗，并做好下一个试
验流程的准备工作。

今年 1 月 9 日，为保证接下来第三
个试验流程的正常进行，两名员工先行
来到铜山连选试验场地对小型浓密机进
行安装，并初步进行调试。今年 1 月 11
日，试验人员全部到达铜山连选试验场
地，当天继续对小型浓密机进行调试，并
做好下一试验流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今年 1 月 12 日，正式开始第三个试验
流程，白班的时候，将各项设备调试至正
常状态并确认药剂制度和磨矿参数，因
为有了小型浓密机，试验流程改为在原
有的基础上加上中矿再磨今年 1 月 16
日，本段试验流程结束，在取好化验样品
并对试验设备进行初步清洗之后他们一
行人返回了铜陵。

至此，整个安徽铜冠（庐江）矿业有
限公司铜山连续试验项目彻底结束。

王松林 汪海滨

为了工艺流程设计更科学更安全
———铜冠（庐江）矿业有限公司连选试验小记

本报讯 在面对春节放假，订单
货源一度处于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为
提高生产产量，铜冠电工公司日前召
开营销人员专题座谈会，就如何搞活
2015 年的营销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该公司加强与现有客户沟通交
流，加大新市场、新客户开发力度，努
力扩大市场份额，提高市场占有率，进

一步发挥设备产能潜力；加强营销策略
创新，完善激励政策，坚持抓大放小，主
攻优质客户，灵活定价、灵活经营，提升
营销能力；加强营销人员绩效考核，采取
“负底薪”薪酬制，将营销人员所有收入
与销售业绩挂钩，充分调动营销人员工
作积极性。通过上述措施，为完成该公司
全年方针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芦广胜

铜冠电工公司强化市场营销工作

本报讯 3 月 7 日，铜冠物流金铁
分公司工务段道班组放弃休息日在长
江二路道口抢修断裂钢轨。

该分公司针对该路段车辆通行
频繁容易造成线路损坏的现象，采

取各种措施严把铁路路基和钢轨安
全。每天安排专人负责巡查巡检，发现
问题及时解决，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
芽之中。

邹卫东 王铜健

抢修断裂钢轨消除安全隐患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