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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17 日，稀贵
金属分公司两批各 500 公斤
卡尔多炉精金矿投入反应釜，
标志着该公司精金矿提铋工
艺正式投入试生产阶段。由此
带来的将是 85 吨氯氧铋的年
产出量和 45 万元的节约费
用。

该公司贵金属一车间每
年处理铜阳极泥 5600 吨，
产出熔炼渣约 3000 吨。这
些熔炼渣从最初的直接销
售，到选矿工艺处理，再到
现在的湿法提铋，随着工艺
的不断更新提升，也越发由
废变宝。

卡尔多炉渣的金、银品位
较高，经济价值较大，直接销
售不仅降低系统回收率指标，
影响企业经济效益。不仅如
此，还存在因取样、化验不准
等问题，给外售带来一定困
难，造成了金、银等贵金属的
损失。

为充分利用资源，提高资
源利用率，该公司采用选矿工
艺处理卡尔 多 炉 熔 炼 渣 。
2014 年 6 月卡炉渣熔炼渣选
矿系统建成投产。同年 9 月,
贵金属一车间将卡尔熔炼渣
精金矿与铜阳极泥合并干燥
入炉处理。由于精金矿中的
铋较高，入炉处理后，贵铅含
铋高达 40%。这不仅造成吹
炼时间延长，吹炼渣量上升，
单炉返料增加，致命的是铋
在系统中不断循环，降低了
卡炉处理能力，增加了能源、
辅材消耗。精金矿中的铋不
能得到有效回收，造成有价
资源的浪费。

如何消除卡炉精金矿入
炉处理对卡炉作业的影响，
回收精金矿中的铋元素？该
公司根据贵金属二车间现
有系统设备配置情况，决定
将精金矿提铋工艺安排在
贵金属二车间湿法工序生
产，对卡炉熔炼渣精金矿进
行处理后，通过湿法工艺提
取其中的大部分铋，提铋后
的精金矿入卡炉处理。

从今年 6 月 19 日起，该
公司就对此工艺的相关管道
和液碱高、低位槽等设施设备
进行了改造和安装。车间负责
人现场亲自指挥安装，综合工
段的师傅们在现场有条不紊、
按部就班地进行焊接安装。经
过焊接安装完毕后，精金矿提
铋工艺的设备设施顺利通过
空载试车。

卡炉熔炼渣精金矿浸出
处理后，入炉精金矿减少 50
吨，减少了熔炼渣处理费用，
也相应的增加了阳极泥的处
理量，并实现年产出氯氧铋 85
吨，每年可为企业增效 96.72
万元。

朱 莉 许 萍

稀贵金属分公司
精金矿提铋增产创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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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27 日一早，集团公司党
委副书记陈明勇率领公司机关有关部门负
责人，驱车前往太湖县北中镇江河村开展
精准扶贫慰问与调研活动。

顶着烈日，陈明勇一行首先来到集团公
司重点投入扶贫项目———江河村铜冠农业
示范园进行实地调研。经过前期的投入与努
力，占地60亩的铜冠农业示范园已见雏形，
园中的大棚完成安装后，按照前期的规划现
已种上了石斛。进入大棚内，看着规模化种
植的石斛，陈明勇关心地询问石斛的生长周
期、成活率、长势、管理、销路等具体情况。

在实地察看了解具体情况后，陈明勇指
出，铜冠农业示范园作为一项重点扶贫项
目，不仅要让那些现今困难的村民家庭有收
益，更是要惠及全村的村民，真正起到示范
的作用。

离开农业示范园，陈明勇径直来到结
对帮扶的贫困户吴洽灿家中慰问。陈明勇
仔细询问了吴洽灿家中的情况。63岁的吴
洽灿妻子因意外受伤害，住院进行了手术，
而家中的收入主要靠他的儿子在外务工。
找到了吴洽灿家贫困的原因后，陈明勇吩

咐随行人员及时与吴洽灿的儿子取得联
系，共同探讨如何尽早帮助他家脱困，并
将慰问金交到了吴洽灿的手上。在得知吴
洽灿的妻子卧病在床不方便行走后，陈明
勇又来到吴洽灿妻子的卧室，关切地询问
病因以及后续的治疗问题。临走前，陈明
勇不忘勉励吴洽灿，勤奋劳动一定可以让
你家尽早脱困的！

随行的集团公司机关有关部门负责
人也分别对各自的结对帮扶贫困户家庭
进行了慰问，并送上慰问金。

结合走访慰问以及实地调研的情况，
陈明勇一行就扶贫问题与太湖县政府部
门相关人员开展了座谈。对于集团公司在
江河村开展的精准扶贫以及结对帮扶工
作，双方都充满信心，认为扶贫已初见成
效，要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增
强集体经济的发展后劲。陈明勇强调，扶
贫要多站在农民的角度，用农民易于接受
的方式影响改变他们，要在观念上扶贫，
改变农民的思维模式，以抓好农业示范园
作为突破口，让其真正起到示范带动作
用。 本报记者 傅大伟

陈明勇率队赴太湖县开展精准扶贫慰问调研活动

本报讯 “结合专业性检查与季节
性检查，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和高温
天气防暑降温，以及高温和汛期危险化
学品安全生产工作。”早在 7月初，铜冠
电工公司就下文为高温安全生产做好准
备。

7 月以来，该公司在认真组织职工
学习《环保法》的同时，学习公司《夏季
高温中暑处置方案》、《铜冠电工公司火
灾事故应急预案》。利用派班会和安全学
习日，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教育活
动，强化生产现场管理工作，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提高职工的安全意识。

该公司漆库存有大量的生产用正己
烷、环己烷等各类易然液体，要求各单位
切实做好高温和汛期危险化学品安全生
产工作，有效防范由于高温、自然灾害引
发的安全生产事故。该公司各单位部门
充分认识危险化学品夏季安全生产工作
的重要性，并扎实抓好各项防范措施的

落实，严防因高温、雷电、暴雨、洪涝等灾害
性天气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确保夏季危
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

该公司要求各单位在做好防暑降温工
作中，合理安排班次，加强电器设备的通风
和电气线路进行全面检查、维护保养。做好
危险源点的监控管理工作，对新增危险源、
点进行标识指定专人点检管理。各单位进
一步加强对职工安全知识教育，并要求员
工认真穿戴好劳动保护品，严禁穿拖鞋、凉
鞋和长发女工不戴工作帽进入作业场所，
如发现给予处罚。

随着高温季节的来临，该公司班子成
员严格执行轮流带班，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
度，及时掌握安全生产动态信息，确保信息
渠道畅通。切实落实好在带班过程中的安
全生产责任，做好安全防范措施。真正做到
思想认识到位、工作落实到位、责任措施到
位、问题解决到位。

朱 莉 岳 莹

铜冠电工公司实施防暑安全措施到位

本报讯 今年来，铜冠冶化分公司
围绕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加强生产组织管
理，精心操作，生产保持稳定可控，目前主
产品硫酸、球团，以及发电量同比增加，总
体完成了预算利润指标。但由于九十月份
该公司将进行设备大修，对完成全年任务
产生影响，日前，该公司开展大干三季度，
为全面完成今年的方针目标夯实基础。

为在大干中取得实质性效果，该公
司从人、设备等要素抓起，精心操作稳生
产，根据原料供况及品质特点，及时调整
配料方案，均衡生产，满足效益最大化生
产要求；优化生产工艺指标，提高系统运
行效率，控制生产成本。

改进设备点巡检及维护保养方式方
法，提高预知性维修和统筹计划工作力
度，通过增加季度计划性检修的比重，提
高系统的开动率。同时提升硫酸系统、球
团系统的运行质量，重点解决硫酸锅炉
爆管、一期焙烧炉耐材掉落、电收尘漏风
和球团三大主机故障等问题，确保系统
生产稳定，确保硫酸系统设备开动率大

于 94%，球团系统设备开动率大于 90%，
从而实现降耗增效目标。

各车间按月进行生产成本分析，按季
进行经济活动分析，强化班组成本考核。通
过工艺节能研究和实施，以降低吨酸、吨球
加工成本为重点，推进能源管理、化验分
析、全面预算管理等系统 ERP 信息化项目
工作，提高经济效益。健全完善风险防范机
制，立足内部资源的综合利用，克服原料品
质波动、供应和产品销售等现状不利因素
影响，实现效益化生产。

强化安全“红线”意识，全面排查治理
生产经营活动中工艺系统、基础设施、技术
装备、作业环境、消防设施、劳动纪律、防控
手段等方面存在的隐患，做到排查不留死
角、整治不留后患，对于排查中发现的安全
隐患，能当场整改的必须当场整改，不能当
场整改的，要采取严密监控措施，限期整
改，对不能保证安全生产或达不到安全、环
保生产条件的，必须停产整治，重点加强脱
硫尾气排放及污水排污环保指标的监测，
确保不出现问题。 王松林 朱长华

铜冠冶化分公司大干三季度确保全年任务

本报讯 7 月 23 日, 江苏省环
保厅正式批复仙人桥矿业公司采矿
工程环保“三同时”竣工通过验收。
至此，仙人桥矿业公司采矿工程整体
竣工全面通过。这标志着该公司在
“打造绿色矿山”道路上迈开最重要
的一步程序。

仙人桥矿业公司位于江苏省南
京市江宁区。作为江苏省最大的铜矿
企业，该公司从建矿开始，就秉持矿
山建设与环境保护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推进，以全面提升生态文明、

打造绿色矿山为目标。
几年来，该公司投入大量资金，新

建和扩建了一批环保工程项目：2010
年引进合作企业进行尾矿制砖，实现
矿山无尾排放；2012 年投资 300 多万
元进行东沟治理，解决历史遗留地质
灾害治理问题；2013 年投入 900 多万
元建设充填设施，对新老采空区进行
充填，既消除了矿山安全隐患，又提高
资源综合利用。同时，每年拿出近 100
万元资金与相邻的两个社区共同创建
“美丽社区”。

从 2014 年 7 月起，该公司在取得
采矿工程安全许可和职业健康验收通
过的情况下，下决心加快环保工程验
收步伐。在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该
公司优先确保环境保护实施建设投
入。为彻底解决生产用水外排，该公司
在原有 5000 吨选矿循环水池的基础
上，新建了一座 6000 吨水池，实施有
效清污分离和雨污分离，同时配套了
对矿井水和高位水池 PH 值检测仪和
污水处理系统，采用生化、消毒处理，
部分回水用于采选生产；在矿石提升、

运输过程中实行封闭作业，废石架头
和卸矿口均铺设防尘水雾装置；对副
井工业场地进行了硬化处理，浇筑混
凝土面积达 2000 多平方，每年开展植
树活动，共植树数千株树苗，使矿区约
20多亩场地进行了绿化。

该公司制定了内部环境管理制度，
设置了环境管理机构，制定了地表水位
观测工作规程，定期对周边地表水、井
水水位进行观察测量。还编制了突发环
境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实行演练。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周 钧

仙人桥矿业公司采矿工程环保竣工全面通过验收
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 同时推进

日前，安庆铜矿选矿车间巡查人员正在对深山中的尾矿管线进行细致巡检。据了
解，进入雨季后，该矿加强了尾矿管线的巡查，防止发生腐蚀渗漏和溢流，确保沿线安全
环保。 杨勤华 摄

据《现代快报》报道，近日，江苏省
宿迁市出台“文明规定 20 条”，包括：有
序排队不插队，公交车上主动给有需要
的人让座；乘坐扶手电梯靠右站，出入电
梯间先下后上；轻声关门，不说脏话，公
共场所不大声喧哗，垃圾分类不乱扔，不
乱贴乱画；不过分劝酒，吃饭不“吧唧
嘴”，不剩菜、不剩饭；公共场所不吸烟，

不随地吐痰，咳嗽打喷嚏时用手遮挡；
公共场所不抠鼻子，公共场所不穿拖
鞋和睡衣；带儿童外出不随地便溺，遛
狗要牵绳，及时清理宠物粪便；接听尊
长者电话应待对方先挂机。

有人说“这是小题大做”，笔者
认为这样的小题大做就应该大做，小
题大做得好！因为题虽小，义很大。哪
一条都可以说是生活琐事，但不少人
又做得如何？比如“乘坐扶手电梯靠
右站”，我们可以看到，在超市的扶
手电梯上，靠右站的人有几个；“有
序排队不插队”，我们扪心自问合格

吗；当久等的公交车来了之后，我们看到
更多的情形是一拥而上。

我们不难看到，各地出现了各种各
样的“条规”，仔细观看一下，有不少是
空洞无物，有些只是空喊口号，使老百姓
不知从何做起。如今，全国各地都在开展
“三严三实”教育活动，落实“三严三
实”，就需要像宿迁市那样 “具体而细
致”的内容，使老百姓做起来有个具体
的“行为准则”，那么，社会的文明程度
必然会提上一个新的高度。

不要说这是小题大做，真正能一板一
眼地从自己做起，还真是不简单！

这样具体而细致的规定好
□殷修武

冬瓜山铜矿运输区根据高温季节对设备运行影响较大的实际情况，严格执行检修作业标准，组织职工平时在检修时间对
运行设备进行全面“健康体检”的基础上，利用生产间隙采取对设备关键运转部位，以及容易造成“金属疲劳”的部件打“预防
针”的重点处理方式，确保夏季高温设备高效运行。

图为该区技术人员正在负 875米机车修理库对入库的 20吨机车进行检查维修。 左 勇 摄

本报讯 今年以来，有色置业公司
面对房地产市场低迷的严峻形势，眼睛
向内，苦练内功，从工程建设管理、项目
前期管理等 9 个方面着手，制定 28 条
应对措施，竭尽全力挖潜降耗、提质增
效。

从缩减非生产性支出开始，该公
司严格控制办公耗材、文印传真、设
备维修费。采购办公用品、设备时，在
集团公司指定的合格供应商范围内
进行二次竞价采购，最大限度地降低
日常办公耗材费用；严格控制空调机
的使用，尽一切可能节约办公水电
费，杜绝长明灯、长流水现象；少开
会、开短会、开简会，严格控制会议
费；对公务车辆加强管理和保养，优

化行车路线，降低车辆维修费用和
油料消耗；合理安排工作，杜绝不
合理加班，减少加班工资支出。

严格控制工程成本。项目前期，该
公司通过确保办证及时，强化设计管
理工作，优化建筑设计方案，减少设计
费用支出，从源头降低建筑工程成本。
在工程管理过程中，广泛开展合理化
建议和 QC 小组技术攻关等活动，通
过技术创新，积极采用新材料、新技
术、新工艺，降低成本；加强现场管理，
降低现场签证率；加强施工进度管理，
确保按期交房，杜绝违约交房成本。

努力减少辅业亏损。该公司通过
科学安排、合理分工，减少辅业用工费
用。加强小区公共水电管理，节约物业

管理水电费用支出，商业广场适时关门停
业，节约水电费及劳务费用支出。对房屋
租赁市场进行充分调研，针对不同地段、
不同用途的房产进行合理定价，提高资产
租赁收入。同时，加强苗木和饲料询价工
作，完善合格供应商制度，采购时应在合
格供应商范围进行二次竞价采购，降低养
殖、绿化生产成本。

降低销售成本，努力提高销售利润。
该公司加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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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优化推广方式、实施精细化销
售，节约宣传费用。同时，超前谋划公房
证等相关证件的办理，杜绝违约赔偿事件
的现象发生。

陈 潇 汪鑫刚

有色置业公司全力挖潜增效降成本
涵盖 9 个方面 制定 28 条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