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金冠铜业分公
司电解车间班组员工如今
在生产之余，又多了一项清
洗工作。他们将废旧编织袋
放入泡洗槽内进行清洗，在
将残留的硫酸铜全部清洗
干净后，将有利用价值的编
织袋进行分类回收，并将清
洗后含有硫酸铜的废水全
部返回系统进行循环利用。

该公司在电解生产流程
中，残留硫酸铜的编织袋因
含有结晶水，无法直接回
炉；如若废弃，既不安全也
不环保，因而也不能作为工
业垃圾丢弃。日积月累，工
厂已经堆存近五万条废旧
编织袋，成为生产中极大的
困扰。然而，随着对废旧编
织袋的清洗、回收，这些曾
是“烫手山芋”的编织袋又
转而成了“淘金袋”。

这样的转变，来自该公
司对环保的高度自觉和对
提质增效的不懈追求。该公
司将安全、环保违章与业绩
考评、评先评优直接挂钩，
始终保持对违章违法的高
压态势。日常中，严格监控
环保排放指标，定期巡检在
线监测设备。同时，管理督
促配合职能部门和车间做
好现场环境整治工作。

围绕“技术一流、管理
先进、成本最低、绿色环
保” 的世界级一流冶炼厂，
该公司建立健全考核激励
机制，引导和督促员工深入
开展课题（技术）攻关，并
将课题攻关纳入企业日常
管理活动，在进一步提升技
术创新能力的同时，培育一
支核心技术队伍。此外，加
强基础性研究，找准切入
点，扎实开展内部课题攻关
工作。今年以来，该公司围
绕生产工艺瓶颈、能源优化
利用、节能降耗以及安全环
保新技术开发等方面课题，
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力争多
出成果，从而为工艺流程畅
通、生产平稳有序、技术经
济指标持续优化攀升做出
新贡献。

该公司还通过多种途径
进一步提高员工环保意识，
引导员工规范操作、源头防
控，不断改善。通过严格落
实环保责任制，该公司加大
环保监管力度和在线监测
水平，杜绝环境违法行为。
通过强化操作现场环境培
训，加强对环保设施设备的
点巡检力度，确保环保设备
开动率，有效改善生产区域
环境。而“一票否决”机制
的坚持，也让该公司进一步
优化工艺条件，最大限度减
少污染，确保现场环境持续
优化。

朱莉 封保敏

金冠銅业分公司
废旧袋成了“淘金袋”

本报讯 “掘进一区加大备品、
备件的修旧利废投入，力争材料费用
节约 20 万元，备件费用节约 40 万
元。”“机动部加强能源管理，努力降
低能耗，年内与预算相比节约电费
500 万元。”……日前，冬瓜山铜矿发
布了全矿 22 个基层单位和职能部门
65 条降本增效措施，在全矿上下掀起
了一场“学习马钢，降本增效”的活动
热潮。

今年以来，面对矿价和钢价外部市
场“双降”急剧恶化的形势，马钢集团制
定了《马钢集团“奋力求生存、携手保家
园”降本增效行动纲领》，引发了铜陵有
色集团公司学习和借鉴马钢集团降本增
效做法，动员和发动全公司围绕成本、质
量、效率和效益等关键指标，全面开展对
标挖潜、降本增效工作。作为集团公司主
力矿山的冬瓜山铜矿主动应对当前出现
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以努力降低吨铜成
本为目标，牢牢抓住提质增效主旋律，不
断挖掘生产潜力，强化成本控制。

该矿上下一方面认真学习马钢集
团“奋力求生存、携手保家园”降本增
效行动纲领，借鉴马钢有益做法，积极

作为，大力开展降本增效活动，主动应
对当前出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另一方
面采取有效措施，明确奋斗目标，围绕
严格控制采矿贫化率、损失率，提高出
矿品位、选矿回收率和修旧利废工作，
加强备品备件管理和废旧物料回收利
用等重点工作，制定了《冬瓜山铜矿单
位及部门降本增效措施办法》，深入推
进降本增效，不断提高全矿的经营管理
水平。全矿 22 个基层单位和职能部门
结合实际，围绕全面预算、生产成本、设
备维修、选矿指标等方面制定了 65 条
降本增效措施，并逐条分解落实，明确
责任单位，确保措施落地，有效应对当
前行业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奋力提

升矿山经营管理水平和持续盈利能力。
目前，全矿上下以强烈的危机感、责任
感和使命感，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
咬定目标，齐心协力，积极作为，全员参
与到降本增效活动中。

“强筋健骨” 挺压力，“逆势而上”
练真功。65 条降本增效措施，犹如 65道
挖潜降耗号令，激发了全矿职工控制生
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热情和信心。承
担全年 290 万吨出矿任务的采矿工区
区长黄浩辉坚定地表示：“打铁还需自
身硬，我们只有在这场降本增效的攻坚
战中，强筋健骨才能逆势而上，锤练真功
方显英雄本色。”

汤 菁

冬瓜山铜矿逆势而上强筋健骨练真功
学马钢降本增效 迎困难积极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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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日，铜冠铜箔公司职工正在电子铜箔生产作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今年以来，铜冠铜箔公司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积极
调整产品结构，不断提升产品档次，并加紧锂电池用电子铜箔、超厚铜箔、VLP 铜箔等新品研发，不断完善产品链，提高了公司综合竞
争实力，促进了铜箔产品产销量稳定增长。1 至 7 月份，该公司共生产铜箔 12422.62 吨，实现了产销平衡。 王红平 高钰 摄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是一座正在
新建的大型矿山，整个项目建设概括起
来就是“两点一线”，即东面是采选工
业场地，西面是尾矿库，连接东西两点
的就是尾砂输送管线。每一个方面既重
要又难干，征地、拆迁、清障、迁坟、农
赔、挖塘、修路、污染、环保等，件件都与
当地政府、镇村、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
任何一项工作在工程施工前没有协调
好解决好，都会直接影响到施工的推
进。若造成停工，每天不但会损失十几
万元的建设费用，而且还严重制约施工
进度，矿山总体目标与节点目标都不能
按期完成，影响集团公司整体规划的实
现。该公司在建设过程中始终秉承“协
调先行”的理念，发扬钉子精神和苦累
作风，做好各项协调工作，确保各项目
标按期完成。

还未开始建设的尾矿库现场，完全
是山清水秀、鸟语稻香的景象。但因地理
位置的特殊，被铜冠该公司选为尾矿库
建设的最佳之地。尾矿库总体面积 1300
多亩，牵涉到泥河镇、柯坦镇和庐城镇三
个镇，在泉西村、小墩村和城南村三个村
委会范围内，波及到章塘、周院、彭冲、万
岭、陡山等三十多个村民组。征地面积中
柯坦镇近 100 亩、庐城镇近 400 亩，泥
河镇占地最多。该公司为保证尾矿库建

设顺利完成，专门成立了协调组负责与
地方村民的协调工作，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采取先易后难的思路，通过各方努
力，于 2013 年完成了柯坦镇和泥河镇
征地工作，庐城镇征地目前正紧锣密鼓
地进行。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需要协调的工
作可谓千头万绪，总的来说主要难点在
清障、迁坟、房屋拆迁。

清障的目的是保证施工的正常化。
所谓清障，就是清除征地范围内土地表
面的附着物，如树木、水稻、菜地等，事
情看似简单，协调不好，极易引发村民
矛盾。2014 年，施工队伍刚进入尾矿库
时，本以为土地征收了，土地补偿款也
付了，农民就不会来阻挠了，但事与愿
违，矛盾迭起。5 月份一天，施工单位利
用晚上把一台小型挖掘机开进了泥河
镇泉西村章塘村民组的山上，准备第二
天动工，可第二天一早，该村民组几十
个农民就围在机器边，手握锄头、铁锹
等农作用具，大声叫嚷着要求赔偿，现
场火药味十足，施工一度停滞。怎么办？
协调组人员进行劝解，每次都把现场村
民召集在起来，就在山上与他们交流沟
通，千万不能与村民呛着来，学会忍耐
和受气，善于软化问题和弱化问题，让
村民逐渐接受这种事实。同时，积极与

镇村沟通，及时反映情况，共同解决。好不
容易协调好这件事，勉强可以施工时，又发
生周院村民组和彭冲村民组阻路的事，起
因是施工运输车辆把村中的路压坏了，把
路边的树木损毁了，一棵碗口粗的杉木开
口就是一棵一千元，共有二十棵，没有讨价
还价的余地，这件事通过好长时间的协调
妥善解决。诸如此类村民集体阻路、上山阻
挠机械等那是常有的事，协调组成员从不
退缩，总是积极面对。

迁坟工作难。农村的旧俗很浓，对祖坟
看得都很重，也没有哪一家轻易地迁祖坟
的。但是尾矿库要施工，就必须把库区范围
内的坟茔全部迁出，可又不能强挖，这就必
须协调好各方面的均衡关系。为此，协调组
被分成两组，一组协调尾矿库公墓建设，另
组参与到库区内有主坟的清点工作中。尾矿
库公墓地点在泉西村万岭村民组，建设初
始，道路不通，树木众生，一草一木都涉及到
百姓利益。施工稍有动作，就会有牵一发动
全身的局势，但再硬的骨头也要啃。在修建
尾矿库施工便道过程中，协调人员几乎整日
盯在现场，有时一直工作到晚上，村民阻路、
挖断路基、老人躺在路中间等阻挠施工行为
经常发生。协调人员除了耐心地难解，目的
就是要保证道路的疏通，然后再去协调道路
的最终归属问题，让矛盾逐渐化解。

（下转第二版）

跑断腿 磨破嘴 协调先行解阻力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尾矿库建设协调工作纪实

本报讯 自 7 月 26 日制氧系统
完成改造投入运行以来，金昌冶炼厂
铜精砂处理量由每小时 60 吨提高到
了每小时 75 至 80 吨，铜酸系统保持
平衡，各项环保指标也得到有效控制，
生产恢复正轨，改造计划收到了预期
的效果。

今年 5 月检修期间，该厂动力车
间在一期制氧检修过程中，发现空气
压缩机大齿轮有大面积疲劳断齿，而
三期增压机叶轮出现无法按时交货
的情况，不能按原计划完成制氧两套
系统的检修任务。为确保年度检修后
有两套制氧系统与全厂生产系统同
步投运，该厂拟出了四套可行的解决
方案。

在四选一的方案面前，该厂再三
权衡，既重生产，又顾环保可控；既要
成本最优，又要见效快成效佳。最终，

根据该厂生产、制氧设备情况，确定按照
第三套外购液氧补充熔炼用氧缺口的方
案进行实施。该方案既能满足生产系统
的氧气需求，又能根据实际生产情况灵
活购买液氧，控制生产成本，同时能确保
该厂三期制氧后续增压机的检修对生产
的影响。

方案敲定后，该厂于 5 月底迅速着
手进行系统的改造，多次与设计院、安监
部门、厂家交流等同步实施，以确保能在
最短时间内完成改造投入使用。“改造
中，我们严格按照程序，竭尽全力能兼顾
到后续的步骤同步进行。”该厂生产技
术部副部长沈煜说道。经过努力，该厂液
氧气化装置改造工程顺利完成改造，这
一短平快的改造方案，有效避免了浪费，
在兼顾生产与环保的同时，每年还可节
约费用达 500 万元。

傅大伟 齐宏明

金昌冶炼厂制氧供气系统最优改造换来最佳产出
方案多元化 落实精准化

本报讯 日前，凤凰山矿业公司
确定六项工作重点冲刺今年全年方针
目标。

加强生产组织管理，努力提高劳
动生产率。根据现有资源状况，以稳定
产量为前提，抓精心组织，合理安排生
产。

强化安全生产管理，提高安全环
保水平。下半年剩下的四个月，该公司
将继续开展好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深
入开展“安全环保，意识先行”主题活
动，切实提升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
素质。

坚持深化改革改制体系，努力提
高企业竞争力。该公司正加大管理人
员和技术人员的交流力度、加大收入
分配向一线岗位、关键岗位倾斜的力
度；通过安全生产责任奖、安全绩效工
资、季度绩效工资等，向一线员工和关
键岗位员工倾斜，打破干好干坏收入

一个样的分配弊端；继续开展“实践进
岗位”活动，确保员工在“实践进岗位”
中提高技能实践操作和安全实践操作技
能，积极引导员工向生产一线有序流动，
优化劳动组合。

坚持过程精细管理，努力提高经营
管理效益。下半年，该公司在确保企业经
济效益的前提下，稳定员工收入，通过
“对标挖潜、降本增效”活动的开展, 来
严格控制非生产性费用的支出。

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努力提高企业
发展能力。该公司正在加速加快姚家岭
矿的勘探步伐，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实
现新老矿山顺利接替。同时继续开展危
机矿山接替资源勘查项目，寻求新增资
源，延长老矿山的服务年限。

党建工作重点将加强党建作风建
设，努力提高企业凝聚力，为实现全年方
针目标起到促进作用。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段青

凤凰山矿业公司六项措施冲刺全年目标

本报讯 在日前召开的张家港铜
业公司年中工作会上，该公司号召全
体干部职工不断增强改革的勇气、创
新的锐气、发展的朝气，战胜前进道路
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始终保持推动企
业发展的良好精神状态。

下半年，该公司将以稳产高效为
目标，根据原料供给情况及时调整生
产，实现高效组织生产，努力提升规模
效益、成本效益和综合效益。生产组织
统筹新老系统，充分发挥技术改造的
优势，进一步优化操作，提高原料适应
性，围绕重油单耗、天然气单耗、渣含
铜、炉时等经济技术指标，不断挖掘指
标效益；进一步优化电解系统生产工
序和作业流程，通过在各工段广泛开
展劳动竞赛，在高纯铜率、电效和残极
率等关键指标上下功夫。

该公司将进一步加快阳极炉全氧
+ 重油燃烧和炉体结构改造的进度，
年内完成 6 台阳极炉合并 3 台以及
配套圆盘浇铸机的技术改造工作。同

时，围绕重油单耗、炉时和渣含铜等指标
开展攻关，进一步提高单炉产量；加快技
术创新步伐，在天然气 + 全氧燃烧工艺
的基础上，加快重油 + 全氧燃烧工艺的
技术攻关，进一步降低精炼摇炉天然气
消耗和生产成本。加强资源综合利用。从
原料采购入手，努力提高阳极炉和精炼
摇炉对高附加值原料的适应性，加大含
多种有价金属元素原料的采购，努力提
高综合回收效益。

该公司将进一步拓展原料市场和
采购渠道，在把握国内外原料采购价差
和市场机遇的基础上，加强与国外贸易
商的合作，适时进口粗杂铜，最大限度
满足生产需要。针对市场变化，该公司
将密切关注市场波动的差价，加强头寸
管理，灵活运用期现结合等多种手段精
心操作，力争销售价格高于同期市场平
均水平。贸易上，将大力实施创新商务、
财务联动与资金运作模式，持续推行工
贸结合、产融结合，抢抓市场机会效益。

杨学文

张家港铜业公司多措并举确保下半年稳产高效

本报讯 连日来，凤凰山矿业公司
汲取天津“8.12”危险品仓库爆炸事故
教训，在全矿范围内开展了危险化学品
全面专项安全检查，进行隐患整改，自查
自纠。

针对该公司危化品所涉及的内
容，成立了公司检查爆破器材专项检
查组和油品及其它危化品检查组两个

检查组，兵分两路分头进行。检查组对
保卫部爆破器材、油品的购置及运输、
贮存、领用、发放、使用情况、应急措施
及管理规定；选矿厂硝酸、生产部化验
室及环保化验室所使用的药剂及其它
危化品的购置、运输、贮存、领用、发
放、使用情况、应急措施及管理规定进
行了全面细致地检查。重点检查了炸

药库（含临时存放点）、油库、硝酸使用
点、化工库、化验室、民爆物品运输车辆
等。

此次检查进一步强化了该公司涉及到
危化品部门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意识，对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各主体单位也将积极整
改到位，确保安全生产。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吴美娜

凤凰山矿业公司开展危化品专项安全大检查

8 月 18 日，安庆铜矿拉运铁精砂的货车正在启动安全环保盖。该矿于近期投
入一定资金对所有货运车辆货箱安装了环保清洁盖，杜绝了车辆行驶途中精砂产
品的泼洒和流失，实现了环保运输。 杨勤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