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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胜是铜山矿业公司生产部
信息技术中心网络电工。由于工作业
绩突出，他多次荣获矿业公司“优秀
共产党员”和“岗位能手”称号。

随着信息化管理的快速发展，只
有初中文化的周海胜刻苦钻研业务，
很快掌握了网络传输和数字化控制
等相关知识。在铜山新副井音频工程
施工中，他利用现有的井筒通讯光纤
和设备，和同事们一起自行动手设计
安装，实现了井下生产和地表指挥调
度系统通过语音、视频双向互动“面
对面”交流，节约人工、材料成本 15
万多元。

2014 年，他负责对矿业公司江边
码头监控和数据采集进行改造。他大
胆建议在 100 米光纤前端连接光纤
转发器分出 20 米宽到江边码头，一
次性成功并入矿业公司局域网，结束
了码头分公司信息网络“孤岛”的历
史。此项技术创新每年节约各种费用
4000 多元，该项合理建议当年荣获矿
业公司二等奖。

———铜山矿业公司生产部信息技术中心网络电工周海胜

今年以来，金冠铜业分公司坚持
对标挖潜、提质增效，产量指标不断攀
高，经济技术指标持续优化。面对严峻
的市场形势，该公司是如何逆势而上，
实现经营效益的提升？今年后四个月，
该公司又将重点做好哪些工作，全年
方针目标是否能够完成？日前，记者对
该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王习庆进行
了专访。

记者：今年以来，铜冶炼市场形势
十分严峻，金、银等副产品价格在下
跌，铜精矿现货加工费也有下滑趋势。
金冠铜业的生产情况怎么样呢？

王习庆：上半年市场形势非常严
峻，但我们的生产形势还不错，经营效
益逐步提升，经济技术指标也在持续
优化。1 至 6 月处理铜精矿 79.20 万

吨，同比增长 29.36%；生产电铜 19.6 万
吨、阳极铜 25.08 万吨、硫酸 73.1 万吨，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6.48% 、28.42% 、
24.08%。公司的 51项经济技术指标中
有 29 项超过设计值水平、34 项超过预
算值水平。铜冶炼总回收率 98.27%、硫
捕集率 99.97%，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记者：外部市场波动，内部工艺系统
故障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通
过哪些措施，确保了生产经营的良好发
展态势？

王习庆：这些源于我们狠抓稳产高
产，力争多干多超的有效举措。今年以
来，我们以全面预算管理为主线，根据原
料情况及时调整生产组织。以闪速炉为
中心，强化生产计划管理，建立生产联保
机制，不断提高计划完成率。不断优化高
负荷状态下的工艺参数控制，在保证环
保达标的基础上，加大国产矿处理量，提
高硫酸产量和电铜产量。我们深入开展
“对标挖潜、提质增效”活动，完善对标
管理体系，将对标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岗

位和生产、管理的各个环节。加强关键指
标梳理提炼，持续对标达标，不断优化各
项经济技术指标。重点开展节能管理，坚
持每月进行能耗分析，在努力发现问题
的同时，不断改进工作措施。

记者：在今年的最后四个月里，将重
点做好哪些工作？

王习庆：我们会继续坚持全面预算
管理，确保均衡高效地组织生产。从入炉
配料抓起，严控中间在制品库存，确保有
效益地组织生产。持续对吹炼炉装入系
统和烟气平衡进行攻关，通过稳定操作、
规范化操作稳步提升闪速炉处理量，降
低原料库存和中间在制品库存。同时完
善考核机制，充分调动职工挖潜降耗、提
质增效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优
化各项指标，促进生产成本持续下降，增
加企业发展效益。

我们将以“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
动为契机，不断创新安全环保管理形式，
努力打造“绿色冶炼”工厂。我们将坚持
抓好烟气平衡工作，摸索最佳生产模式，

全面消除低空污染。坚持源头达标、过
程控制、积极治理方针，规范职工操作
行为，严格绩效考核管理，努力推进清
洁生产。以“安全风险管控系统建设”
为抓手，进一步梳理现场安全管理存在
的问题，不断改进和提高管控体系，筑
牢安全防控基础。

记者：现在生产经营上有哪些困
难？对于完成全年方针目标是否有信
心？

王习庆：从经营方面来看，铜价下
行、铜精矿现货加工费下降对利润都有
很大影响，而冰铜库存等在制品库存较
大、设备故障较多、年度大修对公司产
品产量和成本费用也将产生影响。就生
产而言，产能提升一直是我公司最大的
生产制约。根据总体工作安排，全年将
生产电铜 36.5 万吨，硫酸 137 万吨。虽
然完成计划目标压力大、任务重，但我
们有信心有责任按照集团公司部署和
要求，积极应对挑战，全面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 陈 潇

狠抓稳产高产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访金冠铜业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王习庆

本报讯 面对严峻复杂的
生产经营形势，铜山矿业公司
咬准控亏目标，通过对生产工
艺的改造和调整，并强化内部
经营管理、挖潜降耗、节支降耗
效果日渐显现。

今年以来，这个公司已经
根据生产实际情况开展了一系
列的挖潜工作，根据地表残矿
和井下原矿的不同性质，采取
分选的方式集中处理。在采矿、
供矿过程中，控制各个关键环
节，杜绝矿废石混出，以此减少
矿山的贫化，提高矿山的入选
品位。实时监督采砌工程，实施
跟踪，减少返工，杜绝重复性工
程，控制好资金。为保证新老生
产的衔接，这个公司加大了生
产性探矿，并有效回采矿体，回
收有效矿石资源，减少损失。按
照全面预算管理的要求，将各
项考核与各个责任主体的经济
效益挂钩，强化执行力，不折不
扣按照年初制定的目标推进。

选矿生产工艺和矿山排
水系统的挖潜是矿山挖潜中
的大头。目前，这个公司已对
生产用水系统进行改造，优化
了新老排水系统的对接。深化
采矿老系统、井下排水系统的
调整，将老系统的排水并入新
的排水系统。据了解，整个工
程实施完成后，年节约费用
200 万元左右。现在，正通过
对选矿工艺的技术攻关、严格
管理和内部工艺调整，提高选
铜回收率，争取提高五到七个
回收率，目前已初见成效。这
项工作全面实施完成后，每年
将多产 140 吨铜金属量，增资
千余万元。

这个公司通过强化教育，
大力宣传挖潜增效的任务，
明确节能降耗的目的和意
义，增强职工勤俭意识、危机
敬业意识和大局责任意识，
鼓励职工争做节约节能先
锋，树立“事事精打细算、个
个当家理财、节约等于效益”
的勤俭理念。细化保障措施，
在生产性材料费的使用上精
打细算，将材料消耗分解落
实到各个班组岗位，对各种
费用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严
格考核。按生产需要计划材
料，做到“计划有依据，消耗
有定额，考核有指标，回收有
记录，复用有安排”，努力减
少生产过程中的材料损耗。鼓
励职工积极为“挖潜增效”工
作提建议、献良策、展作为，让
勤俭节约成为习惯常态，并落
实到具体工作的每一个细节，
走节约增效之路。

王松林 夏富青

挖潜增效控亏促发展
铜山矿业公司

9 月 3 日上午，天安门广场举行了
盛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大会。为使假
日期间坚守岗位的职工能共睹这一庆
典，凤凰山矿业公司机运车间在派班室
利用“班班通”网络电视，组织人员收看
阅兵实况。该区职工们纷纷表示，观看阅
兵式，不仅真正发自内心地提高了民族
自豪感和国家自信心，更加清楚地了解
了历史，知道国家富强的来之不易，一定
会从自身做起，努力工作。在该公司百米
井下，生产岗位工人正热火朝天组织矿
石运输提升，在三天假期内储备满了所
有矿仓，为矿山下一步生产提供了有力

保障。
9 月 3 日上午，该公司工程车间通风

工段全体职工依依不舍放弃收看阅兵式，
兵分两路，对全矿井下通风设备及通风构
筑物进行检修。一部分人员检修井下各个
中段局部通风机、风筒、风门等设施；另一
部分人员测试井下的负 240 米中段主扇
风机风压、风量情况，做到时刻了解通风机
的工作情况，确保井下通风安全。充填工段
积极参与回收该公司井下负 440 米中段
采场充填管道，确保井下各采场充填工作
正常有序开展。该区掘进工段也不甘落后，
安排掘进能手在井下负 440 米中段掘进
巷道，为负 500 米中段通风及充填工作做

准备。
为保证假期后正常有序工作，该公

司质量计量部在前期做好掌握市场信
息，了解市场行情；加强内部管理，在提
升服务意识工作的基础上，于 9 月 3 日
突击组织销售硫精砂，全天共销售 800
多吨，缓解了库存压力，为后期生产提供
了保障。作为地表一线的选矿车间，为了
确保设备正常运转，保证下一轮生产有
序进行，利用生产间隙安排了大检修。该
车间工人立足岗位奋力拼搏，一天就完
成了砾磨机前后端盖滑板的更换和扫选
磁选机滚轮的更换，同时对硫浓缩机更
换 2 根轨道、棒磨机 500 千瓦电机后轴
承也实施了更换，并恢复了螺旋溜槽等
多项检修艰巨任务。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吴美娜

因为自豪 我们坚守

9 月 3 日上午，沙溪铜矿副井施工
工地上，四台大吨位吊车严阵以待。8时
58 分，现场总指挥发出指令，铜冠矿建
公司承建的沙溪副井永久箱体井架正式
开始吊装。该井架为多绳提升钢井架，采
用框架结构，总高度 43 米，重量 352
吨，由主斜架、副斜架和立架三大部分构
成。当天首次吊装的是主斜架，长 45
米、152 吨。

承接安装任务的是该公司机电安装
分公司，有着丰富的安装经验，多次出色
地完成了大型井架的安装任务。为了确

保安全优质地完成此次吊装任务，该分公
司于 8 月初开始着手做准备，包括技术方
案的研定、吊装工艺的选择、吊车的选取
等，每个细节、每个注意事项都要确保精确
无误。本着进度服从质量、质量服从安全的
理念，明确每道工序任务，责任落实到人。
该公司领导亲自到现场督导，分管生产的
副经理提前三天在现场蹲点指挥，安全环
保部负责人全程参与负责现场的安全监
督。

随着现场总指挥的指令发出，四台吊
车有条不紊地运作，总指挥实时发出下一

步的指令，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吊车上的
钢丝绳慢慢地提升，主斜架缓缓地抬起。井
架吊装至规定角度后，后留缆风稳车就位，
拉紧缆绳，所有工序按规范要求稳步推进。
虽然已到秋季，但正午的阳光依然很强烈，
现场工作人员忙碌着，工作服都汗湿了，全
然不顾。

按施工方案的要求，主斜架吊装就位，
再完成立架和副斜架的吊装，最后完成合
拢，计划总工期 7 天。这是沙溪铜矿第一
个永久井架，主要用于人员和设备材料的
提升，此井架的顺利安装将有效地推进集
团公司重点工程———沙溪铜矿建设进度。
铜冠矿建人以自己的方式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 陶 莉 孙 健

坚守岗位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

岗 位 奉 献 阅 兵 日 尽 职 流 汗 忙 工 作

胜利日大阅兵威武雄壮，展现捍
卫和平的决心;7 万羽和平鸽飞向蓝
天，寄托人们的美好希冀……震撼人
心的时刻，晴空下的胜利欢呼，回荡着
中华民族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共同
心声。“我们要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和
平的决心”，习近平主席的庄严宣告，
彰显了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坚定决心，
表达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携
手各国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
的真诚愿望。

70 年前的那场战争，更是以战火
纷飞、生灵涂炭的惨痛代价成为人类
记忆中永难磨灭的伤痛。“战争是一
面镜子”。透过这面明镜，我们照出历
史演进的血泪教训，倍感和平发展的
弥足珍贵，更坚定了合作共赢的信念
决心。在 2015 这个纪念胜利的特殊年
份，深刻反思如何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思考如何让和平永驻人间、让各国和
谐相处，对人类的未来发展和前途命
运具有格外深远的意义。

和平是人类共同的事业。面对国
际局势复杂多变，经济社会深度调整，
习主席向世界发出“为了和平”殷切
呼吁，源自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反
映了人类发展的大趋势。“牢固树立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相互尊重、平
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用战
争的教训唤起警思，以和平的理念凝
聚人心，才能在人们的思想之中建筑
和平的屏障。“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
际体系，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
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制度的力量打
破战争魔咒，以利益的融合筑牢和平
的根基，才能为世界繁荣稳定提供有
力保障。

和平是人类进步的永恒主题，也
是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
“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
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
给其他民族”，体现着中国对国际社
会关注自身发展走向的真诚回应;“同

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坚决捍卫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成果，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折射出中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目标
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根植于
中华文明“以和为贵”“万国咸宁”的深
厚土壤，来源于历经苦难“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的悲悯情怀，立足于中国对自
身发展目标条件的深刻认知，更建立在
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时代潮流的深刻
把握。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郑重承诺，诠释
了人类追求的崇高境界，为世界和平与
正义事业注入了强大动力。裁减军队员
额 30 万的重大决定，更是以实际行动向
全世界宣示: 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
的中坚力量。

历史是走向未来的先导。反思战争，
我们听到从过去传来的对现实与未来的
回声;瞩目中国，世界看到了一个曾经苦
难，正在迈向复兴的大国对和平发展的
孜孜以求。面对危机，中国始终致力于以
合作精神共克时艰;面对变革，中国以建
设姿态开拓进取;面对和平，中国以珍惜
阳光雨露之心百般呵护。“和”的理念，
深深融入中国的血脉基因，成为中华民
族的生存之道、发展之策;“和”的魅力，
不断影响着世界，为解决当前发展难题
燃亮智慧明灯。作为国际和地区秩序的
维护者和建设者，中国以实际行动不断
证明: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增长，是
世界正能量的增强，更将在人类史册上
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70 年前，人类用数千万生命的代价
换来和平再临、文明重生。70 年沧海桑
田，和平发展的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
挡，中国走向复兴的脚步坚实有力，永不
停滞。这美好的一切让我们对历史心怀
感恩，对未来充满信心: 和平作为一种
“绵延的创造”，需要不断的变革调整，
才能最终实现世界的正义、进步与安全。
昔日为民族独立而战的中国，将与国际
社会携手同行，为实现世界永久和平不
懈奋斗。一个和平发展的中国，一个命运
与共的世界，明天必定更加美好!

新华社评论员

让和平阳光普照大地

本报讯 近日，安庆铜矿井下深
部负 510 米风机硐室施工及风机设
备调试成功，井下各区域和深部通风
将更加均衡顺畅。

该矿投入生产已经 20 多年，随
着向深部推进，原有的通风系统已经
无法满足整改井下供风需要。为改善
通风条件，确保各作业中段通风和深
部供风正常，该矿组织科技人员对现

有通风设施和环境进行评估，找出不足
和原因，制定了整改优化举措。对整个通
风系统的通风构筑物进行完善，并对部
分结构不合理的通风构筑物进行技术改
造；对深部盲主井的破碎除尘系统进行
完善，进一步降低粉尘污染；增加新的深
部通风设施，并对深部主要生产区域加
强辅助通风，确保深部有足够风源。

杨勤华

安庆铜矿优化井下通风系统见成效

铜冠铜箔公司职工日前正在锂电池铜箔生产车间作业。自去年年底锂电池铜
箔项目投产以来，铜冠铜箔公司锂电池铜箔生产、销售正稳步推进，今年上半年已
生产锂电箔 302 吨。锂电箔形成批量化生产能力，在延伸了产业链的同时，也为该
公司打造一流的电子铜箔供应商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王红平 高 钰 摄

本报讯 日前，铜冠有色池州公
司黄山岭铅锌矿开展危险化学品和易
燃易爆物品安全专项检查，自查自纠
安全隐患，有效防范危险物品安全事
故。

此次检查的重点包括危化品、民
爆物品的贮存、储运及日常工作台账、
消防器材、避雷设施、应急处置措施情
况，对从业人员资质及选矿、化验日常

使用的酸贮和药剂也进行了全面细致的
检查，及时处置过期药剂，加大危险物区
域出入管理，明确责任，落实到人。同时
要求各责任单位把危化品专项检查与正
在开展的“安全环保，意识先行”、岗位
风险再辨识及反“三违”专项活动结合
起来，提升员工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确
保矿山安全生产。

程 虹

黄山岭铅锌矿开展危化品专项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