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铜冠铜箔公司生箔车间溶铜工段段长李广胜

本报讯 近几年来，铜冠黄狮涝
金矿围绕选矿生产技术指标优化，持
续组织开展技术和工艺创新实践，实
现了选矿工艺从初步设计的单独氧化
矿处理提升为混合矿、酸渣、直磨综合
利用，综合回收率从 67.52%提高到
69.26%，资源综合利用率和矿石价值
得到明显提高。

该公司选矿工艺始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步设计为氰化选矿工艺，
为当时安徽省最大氧化矿选矿流程，
已稳定运行 20多年。近几年来，随着
地下资源属性发生变化，原有的选矿
生产工艺存在“先天不足”问题，综合
回收率和资源利用率大幅下降。为扭

转这种局面，该公司加强与科研院所横
向联系，建立产学研科技攻关联合体，联
合对综合回收地下低品位原生矿展开技
术攻关，多次进行了选矿尾矿、低品位硫
金矿再选综合回收利用研究的小型试验
研究，先后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形成了《12万吨 /年硫铁矿制酸技术方
案》、《从选矿尾矿中回收硫、铁等有价
资源可行性研究报告》、《硫精矿脱硫焙
烧烧渣浸出试验报告》 等技术成果，选
矿技术、选矿工艺及配套设备等难题一
一获得突破，形成了一套技术成熟、方便
可行、投入较低的实施方案。

投入 400 多万元，利用半年时间，
该公司将整个选矿流程改造为磨矿、脱
硫和氰化三大独立系统，使之既能独立
运行，也能相互衔接，配套生产。其中的
脱硫系统，在选址受环保制约后，创新思
维方式，采用协作式生产模式，与合作单
位实行强强联合，缩短了工程建设周期，
减小了资金压力。工艺改造后，一次性试

生产成功，处理能力大幅提升，较好地适
应了井下原生矿属性变化，成为铜陵及
周边地区独一无二选矿工艺，为同类型
矿山选矿生产树立了标杆。

本着“边生产、边改造”指导思想，
建立工艺技术创新工作机制，抽调专业
技术人员和一线生产骨干成立了选矿技
术攻关小组，按照“确定攻关课题、进行
技术研究、实验室试验、小型工业生产试
验”创新模式，着重围绕综合回收率、成
本等关键性生产指标优化，持续开展攻
关活动。近三年来，先后实施技术创新项
目 8项、工艺改造 21 项、设备技改 68
项。其中 2号槽由浸出槽改为吸附槽项
目，获得了集团公司合理化建议和技术
改进成果一等奖，月增加黄金 1.5 千克。
“综合回收液相金”、“氰化尾矿回收高
硫铁”、“含硫金矿石加助浸剂氰化浸
出”、“分级机返砂输送系统技改”、“陶
瓷过滤机超声改造”等创新项目一一付
诸实施，年创造效益 350 万元以上。

2014 年，浮选生产政策性停产，直
磨硫矿品位和质量难以提高，硫矿脱硫
代加工成本上升，脱硫效果差，合作单位
不满意，给生产经营造成较大影响。在这
种情况下，该公司依托三矿整合政策优
势，依托天马山及周边选矿工艺，实行委
外加工，将低品位硫矿进行浮选，生产硫
精砂和金精砂，矿石价值大幅提升，生产
黄金 14.62 千克；开展硫矿直氰工艺技
术难题攻关，通过调整部分工艺流程、改
进工业药剂组分、强化现场管理，综合回
收率等生产技术指标达到设计要求，提
高了现有选矿工艺流程的广泛适应性，
地下资源利用率由 87%提升到 98.7%，
仅少量铅锌矿外销。

此外，该公司充分发挥 QC小组、小
改小革等群众性创新活动作用，近三年
来，共收集有关选矿技术工艺改造职工
合理化建议和“金点子”218 条，实施技
术和工艺改造 168项，创造价值在 650
万元以上。 江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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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冠电工公司漆包线分厂高速
机组机长李世超，连续 8 年被评为铜
冠电工公司优秀共产党员、先进生产
工作者、优秀班组长。他所在的高速
班组，在该公司工艺纪律检查评比中
位列第一，全年各质量指标处于领
先，其中产品一次交 检合格率
99.39%，高于核定的指标；成品率
98.9%，创全国同行先进水平。高速机
组年产 1.2 万吨漆包线，提高一个质
量百分点增效 100 万元，3 年来，他
为企业增效近 300 万元。

2003 年，铜冠电工公司漆包线分
厂曾引进了大批的外国进口拉丝漆
包机，设备调试时，面对调试现场几
十台机身标着英文、德文的洋设备，
以及四名语言互不相通的外国专家，
李世超一方面虚心向外国专家请教，
一方面自己刻苦钻研，认真研究拉丝
漆包机的工作原理、结构特点。期间，
他翻阅了大量的技术说明书，碰到不
会的英语单词，便找来英汉词典，一
一查询。在外国专家的计划里，需要
两至三年时间才能够全面掌握设备
的生产操作技能，李世超却在半年时
间内便完成了这些知识的自我普及，
提前圆满完成调试任务，为企业节省
下百余万的调试费用。

如今的李世超，俨然成为一名技
术能手，每每生产设备或是工艺等方
面出现一些小问题，他都能迅速判断
出问题所在点，并配合其他技术人员
一起解决问题，为公司每年节省修理
费用 80 万元。去年 10 月中旬，有一
台漆包机生产出的产品总出现 “亮
点”问题，为了找到瑕疵原因，他连续
五天，对每一个点、每一段工序逐一
进行查找，终于发现瑕疵出现的原
因，并及时解决问题，避免了产品退
货风险。仅此一项，年避免企业损失
达 200 至 350 万元。

在日常的工作中，李世超最为注
重的便是如何降低生产成本。为实现
冷却段风机节能，他建议公司采用高
效节能风机，通过降低电机功率和对
风道进行改进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
每台漆包机减少功率消耗 62.9%，年
节能量达 14万千瓦时。

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也绝不辜负
家庭，侍奉双亲、照顾幼女人人称赞。
虽上有年近七旬的父母、下有上学的
女儿，且父母亲都患有严重高血压中
风疾病，经常住院治疗，但他却从未
因此耽误过工作。去年 6 月，李世超
母亲突然住院，为了尽快将新组建班
组正常运转，他没有休过一天假，白
天依然忙碌，夜晚陪侍在病重的母亲
身边。该公司考勤记录显示，从 2003
年至 2014 年 12 月，李世超义务奉献
238天。

陈潇 芦广胜

李世超：以成绩诠释奉献

李广胜是安徽铜冠铜箔公司生箔车
间溶铜工段段长。2012 年 11 月，为尽早
抢占市场先机，安徽铜冠铜箔公司将两
台进口生箔机进行改造，用于锂电池用
电子铜箔的研发及生产，他自愿报名应
聘参与此项工作，并担任锂电箔生产工
段长。2014 年在专家辞去工作、熟练操
作人员缺少前提下，将 8 微米、9 微米总
成品率提高到 65%以上，9 微米单品成
品率甚至提升到 70%以上，综合成品率
及产量都比 2013 年提高 20%以上。

2014 年公司根据市场需求，他在一
边要满足 8 微米、9 微米订单任务前提
下，一边做 12 微米产品的调试工作，最
终使产品得到了客户的认可。仅此一项
产品，每年可给公司带来近 300 万的效
益。

2014 年新工场年产 15000 吨特种铜
箔的一期 5000 吨锂电箔进行调试投产，
他从 10 月下旬开始，带领团队加班加点，
利用下班后再进行新员工上岗培训，顺利
安全进入生产调试期。11 月 15 日新工场
锂电箔正式送电，22 日调试出合格的产
品，将原定 2 个月的调试期大大缩短，为
公司节约了近 500 万的调试成本。

本报讯 日前，冬瓜山铜矿精矿
车间为进口压滤机制做安装的保护装
置圆桶筛投入使用，效果良好，为洋设
备的安全正常运行提供了可靠保护。

为解决矿石性质变化，导致陶瓷
过滤机堵板严重、成本增高、精矿水分
增大问题。去年元月，该矿从芬兰奥拓
泰进口一台价值千万元的立式压滤
机，安装调试投入使用后，有效解决了
存在的问题。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该车
间发现由于铜矿浆在生产输送过程中

难免夹带炮线、木屑、碎石子等杂物，造
成压滤机筛网堵塞、进料开车不正常、隔
膜及滤布被硬物磨通，挤压吹风干燥时，
矿浆经过通洞进入消音罐，矿浆四处喷
溅。这台立式压滤机一块滤布进口价 10
余万元，国产也要 4 至 7 万元，原使用
寿命三个月，现在由于硬物磨通，最快十
余天就要更换。因硬物磨通更换频繁，不
仅造成备件材料消耗大、成本高，而且更
换程序繁琐、作业时间长、劳动强度大。

针对上述情况，精矿车间认真分析，

听取建议，研究对策，采取多套办法试验
对比，最终选择在压滤机入料桶前加装
小型变频圆桶筛，让铜矿浆在进入压滤
机前先经过圆桶筛筛选，矿浆中的杂物
经过螺旋分级自然抛入分离口进入垃圾
桶，直接将矿浆中的杂物有效清除，从而
为进口设备提供安全正常运行保障。经
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备件材料寿命大为
延长，取得设备运行正常、生产成本下
降、劳动强度减轻的良好效果。

郑子龙

为进口压滤机安装保护装置效果好
冬瓜山铜矿一项小革新解决大问题

本报讯 铜冠冶化分公司综合车
间承担着公司硫酸、球团生产原料的
保障供应，硫酸、球团及红粉的销售以
及所有原材料及产品的取制样、分析
化验及生产过程的分析化验工作。作
为公司质检“把关人”，该车间在长期
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一套涵盖全过
程的管理体系，以保障质检公正准确。

从强化取样管理入手，该车间对
于原料的取样坚持车上、车下双重取
样，以保障取样数据的准确性。针对重
点生产环节，该车间进一步加强对脱
硫及环保项目的取样监测管理。根据

工作的需要，该车间去年适时对化验班
组进行了调整，成立了生产过程取样组，
坚持四班制跟班取样。

在化验检测环节，该车间坚持做好
生产主原料的元素普查工作，对进厂的
硫精砂、高硫铁、铁精砂以及球团配料红
粉的铅、锌、钛、铜、硅、砷等都定期检测
留档，并及时提供各类物料分析数据。每
月，该车间及时将抽样送至中钢矿院等
有国家资质的检测机构做三方动态比
对，不定期抽样送至有色设计院检测做
质量抽查，对于日常操作引起的错误或
者误差，该车间都一追到底。为保证在质

检权上占据主动，该车间对于外售结算
红粉样品的检测管理尤为重视，最大程
度地确保化验室出具的检验结果公正、
准确。

强化结算管理。去年，该车间按照签
订的合同，根据有色设计院铁精砂、硫精
砂、铁球团检验结果，及时编制了结算
单，保证了球团发货后 5 个工作日内出
具结算单，加快了公司的资金周转。在外
销球团、红粉水份检测管理上，该车间对
每批次采取水分采取平行样分析，提高
准确性，避免因水分检测影响产品信誉，
造成结算损失。 傅大伟 朱长华

铜冠冶化分公司综合车间全流程管控保质检

新浪财经在 1 月底发布了中国有
色金属协会报告提示，“2015 年一季
度，有色金属价格将延续下行及继续
分化的态势，尤其是铜价下行压力较
大；一季度基本金属价格有望触底，二
季度也有可能出现小幅反弹，但全年
市场行情总体上仍呈现弱势震荡下行
态势。黄金等贵金属也将维持弱势震
荡的格局······”

形势虽然不容乐观，但有色金属新
兴业方兴未艾；潜在风险虽然存在，但
提质增效的渠道仍然多种多样。对于每
个员工来说，在企业应对情势的过程
中，更应该立足岗位，干好本职工作，以
敬业之风、勤勉之态做好自己的事。

在应对形势中，每个依靠企业发
展的员工，都应该扪心自问、深刻反
省：自己是否为改善现状，在决定企业
收入来源的效率和效益方面，想过哪些
切实可行的办法、付出了多少努力？我
们的工作能力是否适应新要求，有无紧
迫感？牢骚满腹，是否有利于安全生产、
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身心健康？
……作为企业基石的员工，无论职位高
低，可能都应该从思想深处去思考问
题，释放心结，才能真正自觉转变思想
认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
积极主动的工作作风、踏踏实实的工作
习惯、艰苦奋斗的工作品格、甘于奉献
的工作精神，接受“无功便是过”、“慢
进也是退”的发展理念，带着强烈的责
任感和崇高的使命感，以饱满的热情投
入到工作中。如此，企业才可在逆境形
势下凤凰涅槃而再生辉煌。

“上行下效”之理人人皆知。作为
企业管理者，则要做解放思想的表率，

坚决破除信心不足、动力不强、压力不
大、活力不够的问题，自觉查找、剖析、纠
正自身存在的问题。以焦裕禄为榜样，以
“三严三实” 为标杆，切实转变工作作
风，保持阳光心态，专注企业发展，致力
于为职工谋福利。以大局为重，全力支持
配合集团公司改革发展，摒弃舍大争小、
牺牲全局利益谋取局部利益的做法；围
绕企业集团生产经营中心工作，深入调
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做给下级看，带
着下级干，摒弃高高在上、夸夸其谈的做
法；自觉抵制形式主义，要有实实在在的
计划和措施，摒弃华而不实、空洞无物、
重形式、轻实质的做法；增强危机感、紧
迫感和忧患意识，倡导勤俭节约，艰苦奋
斗，摒弃畏缩不前、不思进取，追求物质
享受、挥霍浪费的做法。用实际行动践行
“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
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时代要求。

作为企业员工，应自觉抵制“局外
人”思想，要把“爱企如爱家，爱岗如爱
己”理念落实到行动中，摒弃置身事外，
无关痛痒的做法；认真钻研岗位技能，挖
掘岗位效益，总结提炼最优的工作方法，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
绩。自觉抵制安于现状，固步自封思想，
加强上下工序配合，从生产工艺全流程
着眼入手，找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
改进的办法和措施。

“关键在于落实”，有了正确的思想
导向，明确的工作思路，还得强力推进落
实。否则，再美好的设想也是空谈。在目
前形势下，应该有计划、有措施、有预案、
有条不紊做好每一份工作，及时解决客
观存在的问题与困难，建立健全好领导
问责机制，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
成真。只要上下真正沉下心来，开动脑
子，扑下身子，一条一条去解决工作中出
现的热点难点问题，扎扎实实干好本职
工作，企业美好明天依旧会呈现。

新春 奏好奋进的和弦
□江君

本报讯 铜冠建安公司全面强化
专业管理，努力提升管控水平，以卓越
绩效管理为重点，围绕降本增效开展
各项工作，取得较好成绩。

去年，该公司推行全面预算管理，
提高预算的透明度，加大预算执行的
管理力度；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专门
开设资金基本账户，所有资金统一由
公司调度管理；做好工程进度款及工
程尾款的回收工作，全年累计回收工
程进度款及尾款 4.85 亿元；切实做好
备用金清理工作，并实行通报制度。

物资管理严格遵守《物资采购管
理标准》，努力降低物资采购成本，严
格执行询价制度，确保物资采购过程
顺畅，价格优惠，质量过硬；加强特种
工具管控力度，对内部两次违规行为
进行了查处通报。

积极引进大学毕业生，完善用工
制度，加强技术工人培养力度，全年累
计 562 人次参加了培训；逐步清理自
主用工，集中力量开展富余人员清理
工作，先后解除劳动关系 15 人，初步
形成富余人员清理工作机制。

继续抓好资质管理、升级工作，积

极完善建造师变更手续，完成了压力管
道许可证、起重机械许可证的申报和复
审工作，取得“中国设备维修企业（通用
类 I类）资质”，目前正在组织申报设备
维修特级资质。

全年共召开 5 次工程结算月度例
会和 1 次年终结算工作会议，先后完成
南京仙人桥、庐江大包庄、金翔拆解等
18 项工程结算审计工作，累计完成结算
审计金额达 5亿元。

定期开展学术交流、研讨、培训活
动，安排工法 14 项，评审通过企业级工
法 8 项；安排专利 11 项，上报国家专利
9 项。

根据集团公司要求和公司实际需
要，在完善公司智能办公系统和远程会
议系统的基础上，着力推进 ERP系统和
工程信息系统，基本实现智能化、无纸化
办公。

细化管理内容，认真开展了标准、制
度梳理工作，完善三大标准体系；“5S”
管理持续开展；以“对标挖潜，降本增
效”为重点，组织开展了对标指标分析
上报工作；积极开展管理创新课题研究，
申报了管理创新论文 7篇。 汪锡铜

铜冠建安公司强化专业管理效果明显

铜冠电工公司职工日前在生产中巡查第一台改造好的高速卧式漆包机冷却
系统运转情况。该公司针对高速卧式漆包机冷却系统存在能耗大，故障多的弊病，
发起技术攻关，成功地完成了 1 台高速卧式漆包机合理化技术改造。通过技术改
造，单头冷却功率由 8.7 千瓦降低到 2.6 千瓦，1 台高速卧式漆包机一年节约电费
98000元。下一步，待 26 台高速卧式漆包机全部完成改造，年节约电费将可达 200
多万元。 王红平 芦广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