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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在 2015 年全国
有色金属工业优秀 QC 成果发布会
上，铜冠冶化分公司《降低铁球团筛
分指数检测的波动误差》 排名第一、
稀贵金属分公司 《降低溜槽维修次
数》获得“国家级优秀 QC 小组”称
号；金昌冶炼厂等单位的 10 个课题
获得 “有色金属工业级优秀 QC 小
组”称号。另外，铜冠电工公司漆包线
检验班班组获得“全国质量信得过班
组”称号。

多年来，集团公司各 QC 小组立
足本职，以提高产品、管理和服务质
量，改进工艺流程，节能降耗、安全环
保、提高效率效益为课题，积极开展
QC 活动。以“小、实、活、新”为特色，
以持续改进和创新为方向，注重数据
分析，正确恰当地运用统计方法，熟练
运用 QC 工具，QC 小组活动水平得到
进一步提高，小组成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

在 QC 活动的推进工作中，集团

公司高度重视，积极策划，及时推进，
并将 QC 小组活动和提高职工队伍的
业务素质融入企业文化，通过不断强
化 QC 活动对企业推进科学规范化管
理，提高员工整体素质，使 QC 活动小
组在增强竞争能力和改善市场形象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从上到下
主动顺应和积极推动 QC 活动的工作
氛围。

为进一步提高 QC小组成员的积极
性，吸引更多员工加入到QC小组活动

中，集团公司两级组织注重发挥激励作
用，对取得成果的 QC小组，特别是对评
选出的国家、行业质量信得过班组、优秀
QC小组，不仅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而
且根据小组成员的贡献大小给予一定的
物质奖励。各单位也对 QC小组活动全
力支持，主动选派 QC小组骨干参加学
习培训，提拔重用优秀的 QC小组活动
成员和管理骨干，吸引更多的员工加入，
使 QC小组活动活跃发展和创新。

王松林

集团公司今年又获多项全国及行业 QC 成果奖
国家级三个 有色金属工业级优秀 QC 小组十个

本报讯 7 月份，金冠铜业分公
司六项科技成果获得国家专利，可谓
是喜讯连连。其中,《闪速———熔池
复合熔炼工艺及实施该工艺的奥托
昆普闪速炉》成果，荣获国家发明专
利,《熔炼炉的精矿喷嘴》、《用于转
运阳极板的吊具》 等五项成果均获
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另外，该公司
《铜电解废液的净化工艺》等三项科
技成果正在申报之中，目前已通过国

家实审。
该公司自投产以来坚持以科技创

新为驱动力，大力实施科技攻关，不断
提升内涵发展水平。今年，该公司将科
技创新工作纳入企业战略发展规划中，
围绕节能降耗、能源优化利用、生产工
艺瓶颈以及安全环保新技术开发等方
面，拟定了含集团公司级在内的 192 项
科技创新课题，并强力落实推进。该公
司与中南大学、浙江大学、合肥金星机

电等多所高校、院所开展技术合作，以
产学研结合，借助前沿学术优势，有效
开展了 《闪速炼铜企业能效监测评估
及优化控制系统的开发与应用》、《冶
炼烟气净化污酸资源化综合利用研
究》等多个科研项目。

该公司以申报“科技进步奖”为契
机，着重开展进口设备国产化攻关改
造，在吸收、借鉴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消
除对进口设备与技术的依赖，大力发展

自主品牌技术。该公司每月召开科技创
新例会，对科技创新工作进行总结、考
评与部署，推动科技创新工作向纵深发
展。结合科技创新工作需要，有针对性
地开展科技创新培训，先后举办了“专
利知识申请与保护”、“科技论文写
作”等项培训班，给每位技术人员下任
务、压担子，提高技术人员的科技创新
意识与能力。

封保敏

金冠铜业分公司以科技创新驱动内涵发展
七月份有六项科技成果获得国家专利

本报讯 “将碳酸丙烯酯作为真
空泵机组循环液介质，增加一台吸收
塔，将各中间罐放空口接到吸收塔内，
通过碳酸丙烯酯捕收放空尾气，达到
有机介质充分吸收利用效果，年节约
环氧丙烷 600吨，节约采购成本 725
万元。”……

日前，笔者从金泰化工工会获悉，
今年由基层员工提出的 5 项合理化
建议获安徽省重大合理化建议和技术
改进成果项目奖。同时已全部落实到
各生产环节推广应用，实现了合理化
建议成果不断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近年来，该公司以合理化建议活动
为突破口，多措并举激发员工智慧，催
生了一批“万元金点子”、“百万元金点
子”，为公司实现科技升级、管理创新、
提高效益、稳健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为解决只见表彰，少见推广；只见
奖励，少见收效的现象，该公司认真总
结经验，通过技术攻关、技能竞赛、合
理化建议征集等活动，为基层员工小
改小革、创新创效搭建平台。同时成立
专门合理化建议项目评审委员会，建
立完善奖评机制，根据实用价值、现场
应用及推广前景等，认真筛选。并将员
工合理化建议纳入绩效考核，激励员
工心系企业，积极建言献策。该公司工
会为保证员工建议件件有落实、整改
有回音，根据建议内容划分落实部门，
明确责任，规定时限，定期督导。

据统计，仅 2014 年全公司各基
层单位上报合理化建议 300 多条，其
中《改变进料位置，提高碳酸丙烯酯
转化率》、《改进碳酸丙烯酯循环液体
系，降低环氧丙烷单耗》、《工艺管道
伴热防冻方案的优化选择》、《提升高
纯碳酸甲乙酯产品品质》、《增加丙二
醇脱烃塔塔釜补水，提高丙二醇日产
量》5 条合理化建议获安徽省重大合
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成果项目奖，直
接创造经济效益逾千万元。高 敏

金泰化工公司合理化建议显成效

7 月 16 日，铜冠建安安装公司职工正在金冠铜业分公司厂区内吊装主管道。铜冠建安安装公司承建了金冠铜业分公司
焦炉煤气替代天然气改造项目中的安装工程，安装施工产值 850 万元。主体安装施工已从 6 月中旬开始，按业主要求，安装
施工需在 8 月底具备加压机试车吹扫条件，9 月底完工调试。由于工期紧，当日该公司组织施工人员冒着小雨进行主管道吊
装施工，全力推进施工进度。 王红平 许 曼 陈玖生 摄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6
月，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总务处维
修班职工程秀华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她年仅 19 岁的儿子因为患病正在遭
受病痛的折磨。

在铜陵初步就医无果后，程秀华
带着病中的儿子不得不转至安徽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医。经过诊断，她
的儿子确诊为感染性心内膜炎，已致
多内脏器官受损。面对这个结果，程秀
华喜忧参半，喜的是儿子的病情终于
确诊了，忧的是治疗要花巨额费用。因
为已经住院一段时间，前期已发生了
大额医疗费，而后期的治疗费用更是
难以估量。

病魔虽无情，人间却有爱。一直关
心着程秀华儿子病情进展的所在单
位———安工学院，在得知了程秀华正在
为儿子巨额的治疗费用发愁的时候，第
一时间在学院全体教职工队伍中发起

了爱心捐款的活动。该学院领导主动带
头捐款，全体教师积极响应，纷纷伸出
援助之手，从 6月 23日到 25日，短短
两天的时间，该学院共计募得善款
18580元。

“程秀华作为安工学院大家庭的
一员，她的小家庭有困难，我们这个大
家庭自然责无旁贷要站出来，为她的
小家分忧，为她解决儿子治病的燃眉
之急，力所能及地帮助她的儿子早日
康复起来。”该学院负责人说。在汇总
募集到的善款后，该学院迅速将善款
送到了程秀华的手中，带去了来自该
学院全体教职工的祝福。

祸不单行。6 月 29 日，病魔又降
临到了该学院机械工程系 13 级数控
1班学生桂骏的身上。突发的急性肠
梗阻，桂骏被同学送到了铜陵市立医
院，紧急手术后住进了重症加强护理
病房。

因出血量超过了 1000 毫升，桂骏
的病情十分严重，已经危及生命。得知病
情后，该学院领导和系部负责人紧急前
往医院，与市立医院领导协调，请求该院
抽派最好的医生、最佳的护理人员，全力
救治桂骏。在稳定了病情后，该学院领导
又多次前往医院，鼓励病床上的桂骏要
勇于跟病魔作斗争，尽快康复起来。

该学院全体师生跟桂骏的心拴在了
一起，时刻关注着他的病情进展情况，并
自发为他献血。而在得知了桂骏是单亲
家庭、家中生活十分困难后，该学院机械
工程系全系师生自发为其捐款，仅 7 月
3 日一天，便筹得善款 14000 余元。当
日下午，便将所筹的善款交到了桂骏父
亲手中。桂骏父亲在接过善款的那一刻
情绪激动，连连对帮助自己儿子的该学
院领导、老师和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说
儿子的生命是该学院给抢回来的。

傅大伟 徐婧婧

涓涓爱心细流温暖人心
———安工学院为患病教职工家属及学生捐款侧记

本报讯 今年以来，冬瓜山铜矿
以生产经营为中心，以成本控制为目
标，突出抓好安全环保、管理创新和挖
潜降耗等工作，矿山生产经营稳步进
行。1至 6 月份，矿山生产铜量 16585
吨，完成公司下达的计划任务。

上半年，这个矿严格控制费用，借
助 ERP 平台对材料消耗实行资金预
算和单耗定额双向控制，坚持成本与
资金联动管理，降低库存。结合矿石性
质复杂多变，矿山年初就开展了采选
联合工作，针对采选联合数据提前有
针对性的调整选矿操作，使选矿各项
指标进一步提升。与中国安全生产科
学研究院合作的“三维安全预防管理
体系”，从行为管理、隐患治理、管理
保障三个维度对管理流程进行优化。
首次成功应用工作危害分析法，为矿
山生产过程安全管控提供了新的管理
手段，促进了矿山安全管理工作再上
新台阶。

下半年，面对出矿品位、60 线以
北续建工程、矿山地压突出、支护量
大，以及上半年设备检修带来的时间
紧，产量任务重等诸多压力，这个矿攻
坚克难，周密部署，合理安排，采取四
项措施，努力朝着全年 34000 铜量目
标任务奋进。

完善安全管理体系，强化隐患整改，
形成矿山特色的安全管理模式。推行隐
患分级管理并进一步加强考核，加强生
产过程安全管控，做好工作危害分析的
落实工作，努力消除作业场所存在的安
全隐患。从人的行为、物的状态、组织绩
效的推进三方面提升整体管理水平，最
终形成有效的安全管理体系，做到安全
可控可防。

保主保重，稳步推进重点工程实施
进度。加强冬瓜山负 875米以下盲混合
井、负 1000 米运输、溜破及长皮带运输
系统安装调试，加强废石溜井及粉矿回
收系统施工，为冬瓜山 60 线以北尽快
投产创造条件。

强化全面预算，加强成本控制。继续
强化全面预算管理工作，加强非生产费
用和可控费用的控制，努力完成公司下
达的生产经营考核目标。

严管理促绩效，持续发展增后劲。深
入开展全员绩效考核工作，提高绩效考
核的激励作用。持续开展“提高含易浮
硅酸盐脉石的复杂多金属铜矿石选矿回
收率”、“无人驾驶电机车运输系统集成
推广应用”、“超细全尾砂高浓度低灰砂
比连续充填技术” 等课题的研究工作，
努力提高矿产资源的利用率，实现矿山
利益最大化。 汤 菁

冬瓜山铜矿朝着全年方针目标奋进
抓安全 控成本 严管理

本报讯 7 月 6 日以来，工程技
术分公司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百日
反盗窃”专项活动，通过人防、物防、
技防三防一体的防控体系，群防群治，
防治结合，扼制公司内部盗窃案件的
发生，维护企业内部治安秩序。

7 月 6 日至 10 月 14 日期间，该
公司各部门、项目部坚持“打防结合、
重在防范”的方针，充分运用项目部
联防、班组联防、与业主单位联防等
群防群治方式，形成联防联动机制，
有力形成打击防范的整体合力。并加
强“人防、物防、技防”的有机结合，
建立健全相应的监控巡防制度，确保
第一时间发现违法行为，抓获现行。
对于案件多发易发的地段、场所、部

位，该公司将加大守候巡查力度，内保
人员每天二次以上巡查次数，并做好记
录。

针对专项活动中发现的漏洞和薄弱
环节，制定整改意见，进一步完善经营过
程中的防范、管理、控制等治安防控机
制，堵塞偷盗分子可能利用的漏洞。对积
极提供线索破案、挽回一定经济损失的
职工、单位，该公司将给予表彰奖励。

活动期间，该公司还将专项活动情
况作为今年各项目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对专项活动开
展成效突出的项目部年终综治责任制考
核将给予奖励，对此次活动开展不力的
项目部将给予通报批评或处罚。

陈 潇 丁 嵘

工程技术分公司三防一体强化内部治安

本报讯 天马山矿业公司从今年
7 月 6 日至 10 月 14 日在全公司范
围内开展“百日反盗窃”专项治理活
动，着力维护矿区生产秩序，营造良好
的内部治安环境。

为确保此次“百日反盗窃”活动
的效果，该公司成立“百日反盗窃”专
项活动领导小组，充分利用广播、网络
宣传栏、派班会等多渠道、多形式进行
宣传，进一步增强职工反盗窃意识和
自我保护能力。

专项活动分三个阶段：调查摸底
阶段。该公司坚持“打防结合、重在防
范”的方针，对单位、部门内盗窃案件
易发的重点部位、重点时段进行全面
清查，分析盗窃犯罪的规律特点，研究

制定有针对性的工作措施。
集中行动阶段。该公司加大对案件

多发易发的地段、场所、部位的守候巡查
力度，查找单位部门内部防盗薄弱环节，
利用群防群治方式，形成联防联动机制，
有力形成打击防范的整体合力，解决好
影响企业治安秩序稳定的重点难点问
题。

总结巩固阶段。针对发现的漏洞和
薄弱环节，该公司制定整改意见。同时，
建立反盗窃工作激励机制，对积极提供
线索破案、挽回一定经济损失的员工给
予奖励，充分调动广大职工参与反盗窃
工作的积极性，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
面。

叶玉芳 朱 艳

天马山矿业公司开展反盗窃专项活动

日前，集团公司机关退休第三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参观铜陵市博物馆，老党
员们对铜陵您久的采铜史和深厚的铜文化赞叹不已，更为自己曾为古铜都铜陵的
建设和发展作出的贡献而自豪。 小城春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