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精炼车间机修值班长王玉兵

王玉兵是张家港联合铜
业公司精炼车间机修值班
长、高级技师。

张家港联合铜业二期扩
建项目精炼摇炉系统是一个
全新、复杂的火法精炼系统。
为了保证试车顺利，王玉兵
没日没夜地主动加班加点，
带领机修人员顶着炙热高温
抢修设备。作为精炼车间机
修值班长，他每次都冲在最
前面，备件制作、冒热抢修、
更换水套、补焊炉门、抢修砌
炉都有他的身影，汗流浃背
毫无怨言。

今年初，精炼车间将原
有的 3 号、4 号阳极炉合并为
新 2 号阳极炉，整个砌炉、施
工、安装过程全由本公司独
立完成，王玉兵则负责新 2
号炉的钢构、炉顶掉挂件、水
管铺设等工作任务。在施工
过程中，他合理安排施工进
度和人员调度，既满足了新 2
号炉施工人员充足，也确保
了整个精炼车间日常生产机
修工作的正常进行。5 月中旬
新 2 号炉能够按照原定计划
砌筑完毕，并点火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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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截至 6月 30日，作为我国
较早运用“酯交换法”生产碳酸二甲酯和
丙二醇的铜陵有色金泰化工公司，上半年
顺利实现产品出口逆势飙升的态势。该公
司主要产品碳酸二甲酯与丙二醇，1至 6
月出口到韩国 8150吨，出口量成为去年
同期的300%，在国内精细化工行列位居
前列。

该公司主产品为碳酸二甲酯和丙二

醇，其中碳酸二甲酯年产量 12 万吨、丙
二醇年产量 10万吨。作为“安徽省名牌
产品”，该公司今年上半年所有产品皆
荣获“安徽省高科技产品”殊荣。

自 2000 年开始，该公司就拥有了
自营进出口经营权。练好内功，产品质量
上乘，利用自营进出口经营权这一优势，
今年以来，该公司在整个国内出口市场
一度低迷的情势下，着力开发对外出口

贸易，用出口海外、开疆拓土的理念深化
公司贸易大发展。

韩国作为世界上化工产业大国，意
味着对化工产品有着丰富的需求。上半
年以来，该公司就开始将产品出口的注
意力放在对韩国贸易上。在世界著名企
业“三星”公司来金泰化工公司多次考
察后，认为该公司产品质量、规模、成本
等多方面均存在很多优势，“三星”公司

很快改变了由韩国国内独家生产商供应
原料的采购模式，使得金泰化工公司成
为“三星”集团主要供应商之一。

随着今年上半年的前几个月该公司对
韩出口量的进一步提升，韩国一度要求征收
6.5%的进口关税。金泰化工公司本着“中韩
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经过多次反复协
商，最终该公司享受到了减免关税的优惠政
策。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高敏

金泰化工公司上半年主产品出口逆势飙升
出口量较去年同期提高 300%

本报讯 在 7 月 1 日这天，铜冠矿
建公司同时收到两封来自大洋彼岸的贺
信。一封是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对该
公司赞比亚谦比西项目部取得的成绩表
示祝贺。6 月份，该项目部完成掘进量
10801.1 立方米、支护量 968.3 立方米，
分别完成计划的 105.2%和 127.1%，尤
其是副井工程实现井筒月成井 91.2 米，
取得副井掘砌施工的历史最好成绩。另
一封贺信来自刚果（金）梅特瑞斯金森
达公司，对铜冠矿建公司刚果（金）金森

达项目部 6 月份进尺突破百米大关，完
成计划的 122%，实现双过半表示祝贺。

该公司不断提高施工技术，提升管
理水平，各项目工程均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上半年完成掘进量 36.85 万立方米、
采矿量 117.27 万吨，分别占集团公司下
达计划的 61.4%和 65.2%，实现时间过
半、任务过半的目标。

承建沙溪铜矿建设的沙溪项目部，
连续 5 个月超额完成计划任务，顺利实
现进风井井筒掘砌到底，以及北风井与

进风井无轨运输巷精准贯通，提前完成
矿方的节点任务。上半年共完成掘进量
10.8 万立方米，完成计划的 62%。

承建冬瓜山铜矿 60 线以北重点工
程建设的冬瓜山项目部，今年以来先后
取得了首季开门红、二季度月掘进量均
超 1.1 万立方米等可喜成绩。上半年完
成掘进量 6.7 万立方米、支护量 6539 立
方米，分别占计划的 56.33%和 52.15%。

云南大红山项目部 5 月份完成采
矿量 20.1 万吨，创造了公司单月采矿量

历史新高。6 月份继续保持良好的工作
势头，实现上半年采矿量 103 万吨、掘
进量 40121 立方米，分别完成计划的
68.7%和 80%。

辽宁大台沟项目部承建的辽宁大台
沟铁矿 1 号探矿井工程，是目前该公司
国内施工的又一千米深井。6月份，完成
月成井 102 米、掘进量 3179.34 立方
米、支护 755.82 立方米的好成绩，特别
是在井颈段施工结束后首月实现月成井
超百米，得到业主好评。 陶 莉

铜冠矿建公司国内国外全线实现双过半

本报讯 日前，铜冠建安公司在
2015 年年中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下半
年工作思路，要求全体党员和广大职工
立即行动起来，内抓管理，外拓市场，推
进各项工作顺利前进。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该公司加大
市场开拓力度，紧盯各项工程信息，在
尽可能多地占领集团公司内部建筑市
场。积极申请对外劳务合作和对外承包
工程证书，为厄瓜多尔分公司的工程承
建及公司的未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下半年，该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各项
在手工程施工管理，每月召开月度工程
计划专题会议，分析研究当月计划完成
情况，使各项计划任务尤其是重点项目
的人财物得到合理配置。编制月度生产
作业计划，加大协调指导力度，确保计
划制定合理，落实有力，效果良好。

施工过程中，主动配合业主和监理
单位，开好工程例会，认真收集整理施
工资料，在确保施工进度的同时，广泛
开展形式多样的劳动竞赛，加强施工关
键节点考核，鼓励广大员工通过实干和
智慧来增加收入。

从提高经济效益、提升竞争实力出
发，该公司上下将继续压缩非生产性支
出，严格控制招待费用、通讯费用、差旅
费用、办公费用等管理费用。该公司将
强化成本控制和考核，加强经济活动分
析和风险管控，确保资金满足生产经营
需要。 陈潇 李海波

铜冠建安公司内抓外拓增效益促发展

本报讯 日前，由技术中心检测
研究中心负责起草的一行业标准《铜
原矿和铜尾矿化学分析方法：磷量的
测定、钼兰分光光度法》通过了有色
标委会专家组审定。

对于磷元素含量的测定，目前常
用的方法主要是酸碱滴定法、快速磷
钼酸铵滴定法、钼钒酸光度法、钼蓝光
度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其中，钼蓝光度法应用较广泛，适用于
钢铁、合金、及各种矿石中磷的测定，
在室温下既能迅速显色，显色条件范
围较宽，易于掌握，有较高的灵敏度和
稳定性。然而，磷钼蓝分光光度法还未
应用于原矿和尾矿的分析中，但其易

掌握、成本较低的天然优势，使得该分
析法适用范围必将越来越广。

该分析方法采用钼蓝分光光度法
来测定铜原矿和尾矿中磷的含量。参考
铜精矿中磷的分析方法，通过灵敏度、
测量精密度为考察指标优化检测条件，
并对所需试剂的用量等方面来确立最
佳测定条件。在最佳实验条件下绘制标
准曲线，测定方法的精密度及回收率。

据悉，该分析方法的研究不仅解决
了矿石中磷测定的问题，还可为集团公
司商务部门的产品进、出口提供可靠依
据，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同时，带来巨
大的社会、环境效益。

傅大伟 张 蓓

技术中心一行业标准通过有色标委会审定

本报讯 今年来，有色置业公司
围绕“提质增效稳增长，转型升级促
发展”主攻目标，在重点做好主业的
同时，推进辅业单位强管理、挖潜力、
拓市场、稳经营，辅业单位运营稳定并
取得较好的经营业绩。

该公司抓住创建 “森林进企”契
机，做大做强绿化园林产业，绿化公司
先后承揽了有色循环工业园配套物流
项目绿化、金冠铜业厂区绿化、五松山
宾馆绿化改造、冬瓜山矿精矿车间绿
化、迎江花园小区和铜官别院小区绿
化、建安公司安装处苗圃栽植等多项
绿化工程施工，业务服务和施工质量
深受业主单位点赞。利用东湖闲置土
地，自己动手拓荒耕地，组织人手对
40余亩东湖闲置土地进行全面整治、
场地平整和苗木栽植，先后投入 89
万元资金引进名贵苗木品种，使扩建
后的 180 余亩苗木基地初具规模，经

济苗木 1.17 万株，预计成材后可创造经
济价值 150 多万元。

推进物业服务市场竞争，该公司物
业公司以新住宅小区和楼宇接管为抓
手，稳妥有序地承接铜冠商业广场物业
服务项目、提前介入铜官别院 1 号楼新
居交验服务、顺利签订学府名都前期物
业服务合同、超前安排迎江花园和老区
A、B 楼前期准备和业务对接，加大对老
旧小区物业费清欠力度，强化物业综合
费收缴率，努力控亏减负。

转变经营理念，推进东湖养殖抓季
节、重科技、控成本、争市场，推广水产和
畜禽特种养殖模式。该公司立足稳定，配
合集团对铜冠商业广场股权转让，组织
人手清欠收缴应收款，利用现有楼层场
地对外创收，今年前五个月实现营业收
入 361 万元。租赁部及时完成对原金口
岭矿区厂房和商业网点的对接和租赁合
同的签订工作。 王松林 叶安合

有色置业公司主辅业齐发展共创效

走进铜冠黄狮涝金矿卷扬机房，
低沉的轰鸣声迎面扑来，一眼看去，设
备、护栏油光锃亮，地面、墙面干净整
洁。“这些都与我们长期坚持开展看
板管理分不开。”卷扬机班班长刘超
告诉笔者。

来到班组活动室，面积大约十几
平米，里面的座椅、板凳虽然陈旧，但
摆放整齐。两边墙上，“共青团铜陵市
委青年文明号标兵”、“天马山矿业公
司优秀标准化班组”、“铜冠黄狮涝金
矿安全生产班组”等各种匾牌闪闪发
光。“这是我们的班组园地看板。别看
版面不大，但内容丰富，几乎涵盖了班
组建设、内部管理、工作绩效等各个方
面，为整个班组团队成长进步，立下了
汗马功劳。根据班组工作内容，整个看
板分成企业文化、班组信息、班组管
理、班务公开四大块，每个大块下细分
成专题，班组学习工作情况、设备安全
运行情况、员工绩效考核等都能一一
体现出来。”刘超指着其中一面墙上
的看板介绍说。

在对标管理栏目下，对标目标写
着：安全无事故，开机率 98.5%，单班提

升指标 156 钩，成本每吨 2.8 元；另一边
是上半年每月每个小班实际工作成效，一
对一填写的数字井然有序。在设备安全管
理一栏里，检修时间、检修部位、更换部件
等都标明的非常详细。“我们这里的设备
都是老设备，自动化程度低，使用年限长，
设备管理来不得半点马虎。”刘超说着就
拿出几本记录本，打开一看是今年的设备
点检和设备维护维修记录。“我们建立了
设备档案，对掌握设备运行情况非常有帮
助，什么时候哪台设备需要检修我们心里
都有一本账。十几年来，设备故障率逐年
下降，更没有发生过一次设备事故。”刘超
一边翻看着记录，一边告诉笔者，言语中
透露出自信神情。

在操作间隙，几名当班员工谈起班
组园地看板，个个说得头头是道：“现
在，我们一上班就开个短小的班前会，经
常以看板上的内容，对照自己工作和行
为，特别是每个小班的绩效情况，大家都
很关心，干得好、干得差，一目了然，谁都
不愿意落后，工资多少是一方面，更重要
的是落后了，脸上面子也挂不住，逼得你
不努力不行。”其中一位员工的话道出
了大家的心声。 江飞

小看板 大舞台

金威铜业公司职工日前正在对板带产品打包。金威铜业公司面对今年铜加
工产能过剩带来的残酷竞争格局，制定有效的营销策略和方案，创新工作方法，
成立了销售维护组和开发组，主动应对挑战，争份额创佳绩，使得公司核心产品
销量稳步提升。其中，变压器铜带已成为 ABB、西门子、施耐德等世界 500 强企业
的合作伙伴，目前市场占有率约 20%；合金产品 C192、C194、C5191、C7541 等已
在市场批量销售，市场占有率逐渐提升。 王红平 黄军平 摄

本报讯 多年来，冬瓜山铜矿动力
车间念好节约“一字经”，将节能降耗落
到实处，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节约“一度电”。对于大型能耗设
备，根据生产需求适时调整运行状态，
避免设备做无用功，减少电能浪费。针
对 110 千伏变电所供电状况，一方面进
行实时跟踪，合理调配电力负荷，做到
避峰调谷。另一方面，增加电力电容器
投退频率，确保功率因数保持在 95%左
右，实现电力经济运行。仅今年上半年
就节约电能 80千瓦时。

节约“一米线”。对日常维修剩余
材料，做到及时回收再利用，做到不浪
费一米线。由于井下风机变频器模块电
子元件极易烧毁，为了节约成本，该车
间组织技术人员攻关，整合废旧变频
器，今年修复电子模块 15 块，节约费用
两万多元。

节约“一滴油”。对压风机用油大
户适时补充油量不浪费，班中做到加强
日常巡查，杜绝油管道跑冒滴漏现象发
生。对废油及时回收，仅此一项每年可
节约油料费用 5万多元。

节约“一滴水”。发现供水管道跑冒
滴漏及时处理，避免水资源流失。对生活
补充生产水严格控制，仅此一项，每年可
以节约水费 4万元。 陶信宁

冬瓜山铜矿动力车间念好节约“一字经”

“各位队友，斜坡道因雨大出现
洪水倒灌，为了保证井下安全生产，我
们立即出发按照预定方案对斜坡道实
施堵水，一组负责取沙，二组负责运
沙，三组负责砌堵，出发！”日前的一天
13时 20分，安庆铜矿保卫部部长、矿
“防洪防汛应急突击队” 队长高昆一
声令下，20 名来自矿山各个岗位上的
应急突击队队员立即奔赴斜坡道处。

此时，烈日当空，室外温度高达近
40度。仅用 3 分钟，突击队员就赶到
了斜坡道处。按照分工，团委副书记、
突击队副队长丁伟带着 6 名青年突
击队员在距离斜坡道 20 米处的取沙
点，两人一组展开取沙作业。武装干
事、突击队一分队队长朱玉荣则带着

8名突击队员负责运沙。每袋重达 30公
斤左右的沙袋很快就装好，取沙队员们
抓起沙袋一转身便扛到了肩上，然后一
路小跑赶到斜坡道口，从取沙到运沙仅
用了 4分钟。高昆正在指挥值守人员对
进出斜坡道车辆进行有序调度并设置
路障。保卫部副部长、突击队副队长吕
祺已经带人对斜坡道口进行了必要的
清理，然后组织人员开始堆砌沙墙。按
照要求，沙墙必须围绕斜坡道外口砌成
双层椭圆形，防止出现激流冲击造成的
坍塌。吕祺让大家先用沙袋设置一条隔
水带，将从斜坡道左侧道路上涌来的水
流挡住，让其汇聚到前面的水沟里，当
第二批沙袋到来时，他才让大家开始堆
砌沙墙。

高昆在安排值守人员对两条通往斜
坡道的道路进行了紧急管制后，匆匆赶
到取沙场。此时，丁伟手握铁锹带着取沙
突击队员挥汗如雨，一包沙子刚刚装满，
一旁的运沙突击队员抓起沙子一拧身便

抗到肩上。当天是本省高考“放榜日”，
朱玉荣的女儿是今年的考生，从上午布
置方案，到现场查看，再到紧紧通知队员
检验他们的应急反应能力，以及下午展
开演练，朱玉荣一刻没停，没有顾上给家
里打个电话。他全身湿透，脸上和衣服上
沾满了沙子。运沙队员陶勇是名退伍军
人，干活麻利速度快，陆峰和王征两名队
员却同他暗暗“较起劲”，一步不落地紧
紧跟着他扛着沙袋快步如飞。

不上半个小时，一道双层 60 公分
高的堵水墙已经砌好，吕祺里外认真
检查一遍后，然后向高昆报告。

整个演练时间为 30 分钟，在进行
点验时，高昆面对着每个身上被汗水
浸透的突击队员，高声道：“我们这次
演练反应快、处置及时、做法得当，达
到了预期效果。要求大家继续保持高
度警惕，随时做好应急准备，一旦实
战，做得更好！”

杨勤华

防洪演练紧急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