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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冬瓜山铜矿随着生产经
营的不断发展，矿山各类生产性车辆
和职工私家车逐渐增多，致使矿区“车
多路窄车位少”的矛盾越发凸显，道路
交通管理压力日渐加大。日前，这个矿
在全矿范围内组织开展道路交通专项
整治活动。

为认真做好交通专项整治活动，这

个矿成立专项整治领导小组，明确目
标，责任到位。矿区道路交通专项整治
活动为期三个月，范围主要为矿区和精
矿车间所有路段及在矿区内行驶的各
类车辆。专项整治活动分学习宣传、查
漏补缺、道路整治三个阶段进行。目前，
矿保卫部积极行动起来，及时召开专会
安排落实，并提前抽调人员分别在矿区

各停车场和主要路段进行宣传、查验、疏
导等项工作，大力学习宣传《机动非机动
车辆行驶管理规定》、《冬瓜山铜矿小汽
车停车场管理规定》 和典型交通事故案
例，使每名驾驶者都能清醒地认识到按章
驾驶、文明行车是关系自己切身利益和家
庭幸福的大事，营造“开遵章车、行文明
车”的良好氛围。 陈 海

冬瓜山铜矿开展矿区道路交通专项整治活动

本报讯 日前，有色置业公司
开展“挖潜降耗、提质增效”活动，
把工作重点放到节约挖潜、堵塞漏
洞、提质增效上来，强化八项管理，
构筑成本竞争领先优势，提高经济
效益和盈利能力，增强企业核心竞
争力。

工程建设管理，广泛开展合理
化建议和 QC 小组技术攻关等活
动，积极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
艺，降低成本。下半年确保降低成本
30万元，力争节约成本 100 万元。
加强现场管理，降低现场签证率，将
签证率控制在 4%以内。加强施工
进度管理，确保按期交房，杜绝违约
交房成本。

财务管理，压缩非生产性开支。
对 2015 年可控管理费用考核指标
进行适当调整，全年确保控制在
186 万元以内，力争在 166 万元以
内。继续加大对存量资金的归集和
监管，力争在年度预算基础上增加
10万元。

规划设计管理，及时完善办证
工作，确保办证及时率达 100%。减
少设计费用支出，节约设计费 0.5%
以上。优化建筑设计方案，从源头降
低建筑工程成本，降低建筑工程成
本 0.1%以上。

销售管理，通过市场调研和市
场分析，针对各楼盘特点，合理定
价，实现销售利益最大化。优化推广
方式、实施精细化销售，最大限度地
节约宣传费用，全年节约广告费用
确保 5万元，力争 26万元以上。超
前谋划公房证等相关证件的办理，
杜绝违约赔偿事件的发生，实现零
违约零赔偿。

动迁管理，在老区拆迁工作中，
严格把关，控制各项补偿费用。同时
争取房产拆迁补偿利益最大化，争
取为公司提高补偿利益。

安全质量管理，加强项目现场安
全管理以及公司的特种设备的管
理，杜绝伤亡事故、设备事故的发
生。通过项目工程质量，树立企业形
象，杜绝重大质量事故的发生。加强
售后服务工作，维修及时率 100%。

后勤管理，严格控制办公耗材、
文印传真、设备维修费，全年节约费
用 1万元。在办公用品、设备采购
时，要在集团公司指定的合格供应
商范围内进行二次竞价采购，力争
全力节约费用 5000 元以上。采用
有效措施控制水电费，坚决杜绝长
明灯、长流水的现象。

辅业管理，科学安排，合理分
工，减少劳务用工费用。物业公司劳
务用工成本控制在年度预算范围以
内；绿化劳务用工成本力争在年度
预算基础上节约 1万元以上；养殖
场劳务用工成本力争节约 5000 元
以上。

王松林 周尚清

有色置业公司强化八项管理
力争节约支出 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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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稀贵金属分公司在卡尔
多炉正常生产中，过去曾多次发生托
轮移位故障，每次都会造成生产中断，
严重影响了卡炉连续正常作业。自从
去年以来，卡尔多炉生产中再也没有
发生过托轮移位故障。这一新变化，正
是由于该公司采纳了一项职工合理化
建议———采用液压螺母，成功地解决
了卡尔多炉轮移位难题。

卡尔多炉是该公司贵金属生产的
核心设备，用以处理铜阳极泥。每次炉
修均要拆除、检查、加油，再将轴承安
装到轴套上，轴承与轴套的连接通过
人工锁紧轴承。因其托轮轴承安装一
直由维修人员采用大锤、铁钎等简单
工器具人工敲击进行，检修安装费工
费力，安装精度难以保证，容易导致卡
炉正常生产过程中发生多起轴承跑偏
移位事故，造成锁紧环断裂、轴承碎
裂、轴磨损等设备故障，经常影响卡炉
正常作业的进行。

针对托轮移位难题，该公司贵金
属一车间生产负责人会同公司技术骨
干商讨研究、请教专家，并通过比较选

择了与轴承、涨紧套的匹配性好的瑞典
SKF 公司的液压螺母，以此来来解决卡
炉托移位的问题。经厂家的使用指导培
训后，液压螺母在 2013 年炉修中试用，
现场安装、操作简单，不仅缩短了操作
时间，还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实施这项
技术改造后，工人作业劳动强度减小，
节约时间；安装牢固，拆卸十分方便；可
靠性高，再未出现轴承移动事故。

液压螺母锁紧装置的成功使用，达
到了卡尔多炉设备与内衬同步检修的
目标，避免了以前轴承故障，减少了故
障停机时间，成效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每年可增加生产时间 120 小时，多处理
阳极泥近 80 吨，增加加工费收入 160
万元。因托轮移位故障由原来的每年 5
次减少为零，每年还可节约维修费 25
万元，合计年创利 185 万元。该项技术
改造为类似的轴承锁紧的安装提供了
可靠的参考，并获得了集团公司 2014
年度职工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成果
一等奖。

本报记者 王红平
实习生 许 曼 通讯员 章 庆

稀贵金属分公司采用液压螺母解决卡炉托轮移位难题

本报讯 铜山矿业公司面对较为
严峻的生产形势，变压力为动力，积极
应战，早部署、早安排，因地制宜出台
了《铜山矿业公司下半年生产组织实
施方案》，合理组织下半年生产，努力
确保实现全年方针目标实现，全面促
进企业持续稳定发展。

该矿业公司下半年生产组织将以
采场衔接为重点，主要包括出矿衔接、
采切工程施工衔接和采场凿岩施工衔
接三个方面。要求工作布置、计划全面
考虑和统筹安排，进一步细化施工过
程中施工顺序和劳动组合，确保每月
计划任务的完成，努力实现采掘平衡。
下半年要完成坑下采场出矿 18 万
吨、露天残矿回收 6 万吨和完成铜量
1600 吨的方针目标不动摇，力争坑下

每天有两个采场同时出矿，确保坑下日
出矿能力 1000 吨。同时加强采切工程
施工、中段生产衔接、凿岩施工、充填和
系统完成等五个施工进度。在安全环保
方面，要求做到地表无轻伤、井下无重
伤、无重大设备责任事故发生。废水综合
利用率不低于 86%，废水零排放，无污
染事件发生。此外，还全力做好设备、电
气日常检查工作，加强设备巡回检查和
维护保养，彻底消除设备隐患，提高设备
完好率，保证溜井放矿系统、皮带运矿系
统、提升系统和其它辅助系统正常运转。
选矿车间坚持露天矿与井下矿分选原
则，有计划、有保障地进行半自磨机开
车，减少停开车次数，力求选铜回收率达
到 83%。

夏富青 张 霞

铜山矿业公司加强下半年生产确保全年目标实现

本报讯 日前，金隆铜业公司精
矿干燥系统节能技术升级工作全面展
开，采用余热蒸汽干燥取代原有的气
流干燥系统，既节约成本又环保。改造
后，该公司的阴极铜单耗每年将减少
至每吨铜 212.7 千克标煤，重油消耗
减少 4080 吨，气流干燥尾气二氧化
硫排放量减少 273.06 吨，二氧化碳排
放量减少 14327.25 吨，每年的运行成
本也将降低 1092 万元。

该公司经过多年的科技攻关与技
术改造，开发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双旋喷吹熔炼技术及智能数控吹炼工
艺流程，为我国铜冶炼发展开辟了新
的工艺技术路线。受当前经济环境影
响，加上该公司的气流干燥系统排出
废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是按照当时国
标 800 毫克每立方米进行设计、运行
的，有时达不到国家《铜、镍、钴工业

污染物料排放标准》要求。为了进一步
实现节能降耗与技术升级，该公司投资
7700 多万元，对精矿干燥进行节能降耗
及技术升级。

该项目于 5 月 25 日开始，计划 9
月 20 日左右完工，其核心内容是以节
能环保型蒸汽干燥取代目前能耗较高的
气流干燥系统。项目主要包括拆除原有
的气流干燥系统，在原气流干燥电收尘
位置上新建一套蒸汽干燥系统，配套改
造蒸汽干燥机进料系统、开炉排烟系统
和动力中心空压机、低压锅炉房，为蒸汽
干燥系统提供启动蒸汽及精矿输送用压
缩空气。

该项目响应国家节能降耗与技术升
级产业政策，节能减排效果十分明显，技
术改造后，该公司将彻底解决气流干燥
排气二氧化硫的超标问题，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量。 陈 潇 王承乐

金隆铜业公司精矿干燥技术升级节能降本

———天马山矿业公司选矿车间磨浮生产一班班长张文

本报讯 刚入 7 月时，两封源自
非洲大陆赞比亚和刚果（金）的贺信，
让大洋彼岸的铜冠矿建公司本部上下
再度沸腾了。6月份，该公司赞比亚谦
比西项目部完成掘进量 10801.1 立方
米、支护量 968.3 立方米，完成计划的
105.2%和 127.1%；刚果（金）金森达
项目部进尺突破百米大关，完成计划
的 122%。这是该公司多年来收到的
来自非洲大陆数封贺信中的普通两封
信。

“从 2006年首次走出国门，到非
洲承揽矿建工程项目，我们从‘借船
出海’，到实现‘造船出海’，再到投
资设立 2 家海外子公司———铜冠矿
建（赞比亚）有限公司和铜冠矿建刚
果（金）有限公司，闯出了一条‘从突

破、稳定再到规模发展’的海外创业之
路。”该公司负责人感慨道。进入非洲市
场，连续几年在赞比亚多个项目成功实
施后，该公司矿建施工水平和能力顺利
“征服”了这片海外市场，换来的是该公
司接连数个项目成功中标，从赞比亚谦
比西东南矿体项目竖井开拓工程，到津
巴布韦伊尼亚蒂铜金矿项目，再到刚果
（金）金森达项目。

坚持管理既传承又创新。该公司通
过成立国外项目部和海外项目国内办事
处，为国外提供人、财、物保障，向在非员
工及家庭提供后勤服务。坚持领导现场
蹲点制度，通过领导以身作则，与员工同
甘共苦，稳定人心。并先后建立健全出台
了 42 项管理制度，以保证施工的顺利
进行。为确保现场生产经营工作的正常
开展，保证中方员工的人身安全和身体
健康，该公司在现场项目部成立了综合
治安管理小组，对员工业余时间遵守生
活纪律情况进行巡查。

以技服人，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在非
洲施工的项目，该公司使用了大量的新
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为项目建设的安
全、优质、高效提供了技术保证。在支护
作业中时，使用国际最新的薄喷技术及
材料，操作简单、快速，使用效果耐久，施
工成本较低；在提升钢丝绳绳头浇铸作
业时，使用英国 MILLFIELD 公司生产
的 WIRELOCK 钢绳树脂，避免了传统
巴氏合金浇铸过程中温度难以控制、加
热温度过高而损伤钢丝绳等问题；在井
筒管路安装作业时，探索和形成了独特
的深井大直径管路耦合器连接安装技
术，为这项新技术在国内的推广和使用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人为本，安全经营，稳定发展，
服务世界”。正是坚持这样的管理理念，
该公司格外重视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
严格制度管理，该公司在海外施工现场
广泛开展各类培训，每次培训结束都进
行闭卷考试，第一次考核不合格的可以

补考两次，再不合则遣送回国。通过干部
以身作则，领导诚信待人，领导对员工的
关爱，营造员工之间互相关心的团队氛
围，让员工有归属感和安全感。

积极推进本土化运营，重视文化融
合。从投资到生产、经营，该公司积极推
进本土化战略，以适应项目所在国的政
治、经济、文化环境。尊重当地政府，遵守
当地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民众的人格，
遵守当地的民风民俗，加强同当地政府
和民众的相互沟通、交流，互通有无，加
深了解，提升彼此之间的互信度。

在非洲大陆近 10 年里，该公司创
造就业机会超过 3000 个。同时，将中国
性能可靠、价格合理的相关机电产品、选
矿药剂技术、乳化炸药技术和矿业技术
带到了非洲，铜冠矿建公司赢得了友谊
和信任。出自该公司项目所在地非洲人
民口中一句句略显生硬的 “中国人，我
们的良师益友”，则是对该公司在非建
设最大的肯定。 傅大伟 陶 莉

铜冠矿建公司非洲大陆奏响“铜陵有色好声音”
市场深度融入 技术持续创新

张文是天马山矿业公
司选矿车间磨浮生产一班
班长。他工作勤恳，技能精
湛，所带领的生产班技术指
标始终保持前列。

他凭借丰富的实践经
验和操作技能，快速及时解
决各种技术难题和设备故
障。今年一季度，由于原矿
品位不稳定，金精矿品位波
动较大。他通过对磨矿细
度、溢流浓度的检测和对浮
选泡沫的细心观察，及时提
出调整药剂配比和工艺参
数，使精矿品位和回收率得
到了提升。

他身先士卒率先垂范，
重活累活抢在先，每次遇到
设备故障都冲在最前面。他
勤于思考，积极提合理化建
议和参与技术攻关，破解生
产中的技术难题。他提出的
处理滑石型金原矿用添加
NaoH 降低泡沫黏稠度的
建议，减少了金属流失，使
选金回收率上升 1.8%。

7 月 23 日 15 时 45 分，安庆铜
矿机运工区支部书记陈昌聪卷着裤
腿站在没过小腿的水里，与陈先柳、
陈宗革、胡四八、康庆丰等 20 余名
工区防洪突击队人员一起，在副井
搬运和垒砌沙袋。此时暴雨疾，像是
直接从空中倾倒下来一样，雨滴砸
在身上“啪啪”作响。经过突击队员
们的共同努力，不一会，一米多高的
堵水墙垒起来了，牢牢地将水堵在
机房墙外。陈昌聪顾不得擦去脸上

的泥水，一面询问进行井筒排水情况，
一面再次对防洪设施和防洪沟渠进行
检查巡视。

暴雨持续了一个多小时。17 时许，
陈昌聪望着头顶黑压压的天，他知道还
有更大暴雨在后面。果然，到了 22 时
15 分左右，雨又开始下起来了。这次的
暴雨比下午的更加猛烈，狂风大作，电闪
雷鸣。23时多，暴雨铺天盖地地下起来，
10米开外看不清人，井口和机房的水位
也是越来越高，水最深的地方达到 80厘
米。陈昌聪站在水中扯着嗓子喊道：“我
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主副井罐笼
和机房设备，坚决不能让雨水倒灌、水漫
巷道啊！”这时，负 900副井井筒水位开
始告急，负 700主井井筒水位告急，眼看

着，雨水马上要淹到巷道了。就在此时，
大夜班当班区长袁木林也带领的工区生
产作业的一班人马随即赶来，立即展开
对主副井筒的排水。他们又调来两台大
功率的排水泵，四台排水泵同时展开排
水作业。10厘米……20厘米……水一点
一点地降下去了，大家脸上这才露出一
丝喜悦。

一夜间，整个矿区汪洋一片，突击
抢险工作一直持续到 24 日凌晨 2 时
30 分雨停了才结束。该矿机运工区的
同志们面对这场特大暴雨两次来袭时，
工区井然有序地组织抢险，矿山设备丝
毫未损，生产正常运转，突击抢险战斗
取得圆满胜利。

汤海斌 胡耀军

当特大暴雨袭来时……

日前，铜冠物流公司金冠车队针对一台进口渣罐车翻转轴承出现了轴承套损
坏的故障，车队立即组织维修人员全力进行抢修，以确保渣罐车正常运行。图为维
修人员正在更换轴承套。 王树强 章红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