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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铜冠矿建公司在顺利实
现“双过半”任务后，7 至 8 月份继续
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两个月掘进量
为 76559 立方米和 75139 立方米，分
别完成计划 113.98%和 108.91%；支
护量为 4406 立方米和 4971 立方米，
分别完成计划 102.86%和 116.42%；
采矿量为 19.85 万吨和 21.61 万吨，
分别完成计划 152.67%和 136.75%。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矿业企业资
金紧张、矿建行业竞争激烈等不利因
素影响，该公司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分
析形势，应对压力，迎接挑战。为顺利
实现年度方针目标和“十二五”规划
目标，该公司提出了增产增收、降本增
效的工作目标。确定全年计划增加掘
进量 68652 立方米，增加支护量

3650 立方米，增加采矿量 30万吨，同
时对各经营单位的生产任务进行调
整；明确全年实现节支降耗 1348 万
元，要求可控费用、设备租赁费用（外
租）、万元产值分包成本和百元产值
材料消耗等分别下降 2.5%、10%、1%
和 2%；召开由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
责人参加的上半年经济活动分析会，
将指标任务层层分解，责任到人。

该公司冬瓜山项目部、铜山项目
部、沙溪项目部等内部工程紧紧围绕
集团公司重点工程建设要求，通过加
强安全管理，加快施工进度，争取多开
发新的作业面等方法实现增产增收；
通过加大油料及备品备件消耗考核、
加强过程控制和现场管理等方法实现
降本增效。其中，该公司天马山项目部

开展“五比五赛”活动，即比成本、赛
效益，比增长、赛管理，比增效、赛精
细，比消耗、赛节约，比节能、赛减排，
充分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该公司
安铜项目部采矿工区提高采矿爆破效
率，减少爆破大块率，降低炸药单耗，
平均每月减少二次破碎炸药消耗量
4000千克，节约成本约 3万元。同时，
该工区的大学生们大胆创新解决钻杆
卡死问题，设计新的爆破方案，8 月以
来，共回收钻杆 100 根，减少损失 15
万元。

该公司外部工程建设以打造精品
工程、打响铜冠矿建品牌为宗旨，认真
组织施工。8月初，甘肃金川项目部全
体员工克服围岩条件差、安装环境恶
劣等不利因素，严格按照施工计划和

节点要求，顺利完成三矿区 1250 米 1
号主溜井的安装任务，井筒正式下掘。
云南大红山项目部连续两个月采矿保
持在 19 万吨以上，为该公司采矿规
模发展积累了成功经验。该公司继 6
月份之后再次收到大洋彼岸的贺信，
赞比亚谦比西项目部 8 月副井全月
完成井筒掘砌 113.8 米，使井筒深度
下掘至 793.5 米，刷新了谦比西东南
矿体四条竖井的历史最高成井纪录。

该公司大力开展技术创新、合理
化建议等活动，提高施工效率，提升盈
利能力。坚持“走出去”战略，进一步
加大市场开发力度，通过科技创新向
矿建高端市场———超大超深井巷施工
领域进军，奋力实现年度方针目标，为
公司持续做强做大奠定基础。陶 莉

铜冠矿建公司增收节支两手抓国内国外同发展
多措并举 狠抓落实

本报讯 日前，铜山矿业公司深
部资源采选新建项目———主井及磨浮
车间两项工程建设，经严格的质量评
价及等级核定，均被有中国有色行业
协会授予 2014 年度 “中国有色行业
（部级）优质工程质量奖”称号。

深部矿产资源开采项目是铜山矿
业公司资源接替工程。该主井工程于
2010年 5月 18日正式开始建设，2013
年6月竣工，当年6月30日投入使用
至今，系统运行正常，各项质量指标稳
定，完全满足日常人员、材料的提升运
输。磨浮车间工程于2012年 4月 1日
开工建设，2013 年 12 月 18 日竣工，
2014年 1月 28日联动试车，并一次性
试车成功。该项目从投料试生产以来，
设备运转良好，达到设计要求。

该公司作为建设单位主体，从招
投标开始与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通
力合作，团结一致，制定了工程建设
“创精品，争部优”的质量目标。围绕
这一目标，从组织、管理、工艺、装备和
标准化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划。集
中优势资源，组建精干的项目管理班
子，配备先进的施工机械，大力推行新
技术新工艺的运用，严格执行相关施
工、验收规范和三标一体管理体系，制
定针对性强的质量监控细则，通过全
过程系统性地控制，确保质量目标的
实现。 陈幸欣

铜山矿业公司两工程获有色行业优质质量奖

本报讯 9 月 15 日，铜冠冶化分
公司随着球团系统的停产，2015 年年
度大修工作正式启动, 计划检修工期
为 28天。

此次大修时间紧、任务重、项目
多，从今年上半年开始，这个公司便着
手进行大修准备工作，多次召开大修专
题例会，对大修期间的工作协调、安全
督查、质量监控、宣传鼓动、后勤保障等
都制定了详细的计划。本着“安全第一、
环保优先”原则，按照“三保一降”的要
求，这个公司相关部门按照各自分工分
别开展活动，抓紧落实部署大修期间的
工作，力争做到无返工、无漏项、无拖
期、无事故，“安全、优质、高效、节约、文
明、准时”完成此次大修任务。

这个公司明确要求大修期间各单
位必须“安全环保，意识先行”，参检
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各项安全管理规
定。对高压停送电、涉及危化品及危险
源作业的项目严格按施工方案和安全
措施履行程序。为促进大修工作任务
的圆满完成，这个公司开展“我为大
修做贡献”劳动竞赛，对于大修期间，
在预防和排除事故隐患、攻克技术难
关、技术改造中作出较大贡献的，在解
决本岗位（工种）关键性操作技术、工
艺难题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加强现场管理、“5S” 管理、设备管
理、节支降耗、安全运输等方面取得明
显成绩的，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积极
主动完成本岗位（工种）工作任务并
取得优异成绩的职工，授予“大修成
绩突出贡献者”称号。王松林 朱长华

铜冠冶化分公司停产开始年度大修

在全国质量月期间，冬瓜山铜矿以“创新质量管理 提高质量效益”为主题，结合实际开展多种形式的质量活
动，不断增强全体员工的安全质量意识，提升矿山安全质量管理水平。日前，这个矿在正 52 米井口开展质量知识有
奖答题活动，吸引了广大一线职工的踊跃参与。图为井口质量知识答题赛活动现场。 汤 菁 陆正来 摄

本报讯 “创新质量管理，提高
质量效益”；“质量为先，信誉为重，
管理为本，服务为诚”……走进矿
产资源中心大门，沿途两边悬挂着
多幅醒目的质量主题宣传横幅，这
是在质量月期间，该中心营造“重
质量、保质量”的浓厚氛围。

针对中心各项业务的质量现
状，该中心要求各生产单位围绕关
键质量绩效指标开展指标分析，通
过查找问题制定相应的提高改进措
施。该中心制定并发布了《矿产资

源中心钻探工程及地质编录质量管
理暂行办法》，为进一步提高中心
钻探工程及地质编录工作质量，加
强钻探工程质量管理工作，建立钻
探工程质量管理责任制提供了制度
保障。

“从钻孔施工前的准备，到钻
孔安装、开孔验收，整个施工过
程，钻孔闭孔验收、封孔，岩、矿心
入库和最后的资料整理归档，这
全过程都将实行严格的质量管
控。” 该中心地调院负责人肖福

全介绍说：“针对地质编录工作，我
们要求地质编录员每隔 1 至 2 天要
到机台现场，监督机台按规范要求
对需要测斜钻孔进行测斜，同时检
查钻探报表、岩矿心采取、孔深验
证、简易水文观测、岩心牌、岩心箱
和岩、矿心编号情况，及时编录；指
导钻孔施工，对施工中出现的质量
问题尽快向项目部提出，并要求其
及时整改，一旦发现重大问题则要
向地调院和中心汇报。”

萨百灵

矿产资源中心质量月活动氛围浓

9 月 8 日 14 时，在凤凰山矿业
公司选矿车间特级操作师创新工作
室内，一场激烈的技术讨论会正在
进行。来自选矿车间各路技术高手
在此集结，针对细碎故障进行细致、
具体的分析讨论。

碎矿工长从生产过程中开车与
开空车油温的变化、循环水的使用
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电气操
作师从电气技术原理上分析新液压
站运行状况、油温的设置标定及磨
合期可能产生故障；钳工操作师从
细碎解体处理故障过程中进行分
析。在经过全体技术人员综合分析
后，该车间确定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和故障排除时限。

如今，像这样通过操作师们开
展技术讨论提出解决方案，在选矿

车间的 “特级操作师创新工作室”
内已成常态。自今年 3 月 9日矿业
公司授牌以来，该工作室遵循“用
心做事，追求卓越”的工作理念，以
学习、研究、培训、创新为主要目
的，充分发挥选矿各专业综合的
优势，围绕车间安全生产过程中
存在的重点、难点、关键点开展技
术攻关、革新，使技术能力得到转
化与应用。除了车间技术人员们
参与解决技术难题外，还邀请职
工们参与进来，为职工提供展示、
提高技能创建平台。

“特级操作师创新工作室”一
边成长、一边创新。自成立以来，相
继完成了浮选机浮槽加盖板设计、
浮选机浮槽加盖板设计、混精泵管
道改造、螺旋脱泥流槽改造、细碎润

滑、液压油站改造、选矿石灰浆搅拌系
统改造等重要技改项目。其中，细碎润
滑、液压油站改造工程在改造过程中，
操作师们经过讨论改进原进口设备控
制线路，解决了国产油箱控制器与原
进口控制系统对接的难题。油站改造
后，解决了进口设备无备品的困境，保
证了细碎产品粒度。浮选机浮槽加盖
板设计减少了粉尘，保护了职工健康，
实验效果明显，下一步将全面推广使
用。

创新工作室的成立，不仅有效地
发挥了高技能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
通过技术攻关、专业培训，在工作室的
建设和发展中，一批优秀的技术人才
被吸引进来，在技术攻关和课题究、技
术交流中得到了培养和锻炼。

吴美娜 何 娇

用心做事 努力创新
———凤凰山矿业公司特级操作师创新工作室小记

本报讯 “是否坚决贯彻执行集团公
司党委决策部署，是否存在有令不行、有禁
不止、不实事求是，是否存在‘四风’反弹
现象……” 铜冠建安公司开展 “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以来，始终坚持边学边查边
改，把学习教育和解决问题结合起来，找准
查实“不严不实”问题，并列出问题清单，
一项一项整改，持续进行专项整治，确保专
题教育不走过场。

专题教育中，该公司紧密结合自身实
际，突出教育主题，坚持以上率下、示范带
动。公司党委负责人紧扣“三严三实”要
求，紧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联系班子成员
思想、工作、生活和作风实际，精心准备，带
头讲一次专题党课。其他领导班子成员选
择一联系点单位讲一次专题党课，充分发
挥带学促学作用。按照计划，该公司领导班
子成员将在利用学习扩大会、“三会一课”

等方式进行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围绕忠诚、干
净、担当这一主题，分三个专题开展研讨，以
交流观点、分享体会，相互启发，形成共识。

今年底，该公司将召开以践行“三严三
实”为主题的年度民主生活会，领导班子成
员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组织的
会议，每名领导班子成员都须深入查摆“不
严不实”问题，进行党性分析，严肃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

该公司为确保专题教育取得实效，要求
各单位把此次专题教育与做好当前改革发
展稳定工作结合起来，与完成本单位方针目
标相结合，做到与日常工作相融合、相互促
进，两手抓、两不误。同时，针对列出的“不
严不实”问题，该公司将着力于建制度、立
规矩，强化刚性执行，推动践行“三严三实”
要求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

陈 潇 李海波

铜冠建安公司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不走过场
深学细照笃行 边学边查边改

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凤凰山
矿业公司选矿车间从安全文化建设入手，
通过开展人性化的安全活动，以情动人，以
情明理，发挥员工的安全主体作用，实现
了安全与生产的良性互动。

以文化活动为载体，在安全管理中注
重情感投入，使员工从安全管理的对立面
成为安全管理的主角。该车间开展的“今
天我是安全员”活动，每个班组每天确定
一个员工担当安全员，专门配发了“当班
安全员”红袖标和记录本，对现场的安全
进行监察。“当班安全员”除对本岗位安全
工作负责外，还要为当班 8 小时内的生产
安全负责，协助车间专职安全员一起进行
现场查找隐患，检查违章操作，纠正员工的
不安全行为。一名当班安全员在记录本中
写下了这样的体会：“通过活动，使自己认

识到工作中不仅要注意自身安全，还得随时
提醒班组成员和他人注意安全，大家安全才
是真安全。”

该车间大打亲情牌，用“夫妻情、父母
爱、子女愿”构建安全亲情防线，在派班室
设立“亲人寄语嘱安全”专栏：“爸爸上班
工作要注意安全，我想着您”；“安全是最
大的幸福” ……一句句情深意切的话语，
充满着家人浓浓爱意和殷殷期盼，员工用
全家福照片制作的“温情墙”，让员工在
工作中就能感受亲人的关怀和嘱托就在
身边。

车间工段管理者当好辅导员活动。工段
管理者不仅带头履职尽责，带领员工按时、
按质、按量完成工作计划，还要随时观察和
了解员工的思想动态，当员工情绪波动时，
及时给予疏导，当好辅导员。员工工作中出
现意见分歧时，主动了解情况，妥善处理好
工作矛盾，当好协调员，使员工在和谐的团
队氛围中愉快地工作。

王松林 段 青 何 娇

用“情”促安全

据新华社报道，天津港“8.12”火灾爆炸
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令
人万分痛心。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血的教训极其深刻，必须牢牢记
取。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
念，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始终把安全生产放
在首要位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各生产单位要强化安全生产第一意识，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基础
能力建设，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
生”。习总书记的讲话，不仅重申强调安全生
产的重要性，为我国各生产单位今后进一步
搞好安全生产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指出了当
今我国安全生产面临的新特点。

企业的安全生产是首位的，无论企业
发展到什么水平和层次，这一点都不能有
丝毫的动摇。因为只有把“安全”置于最高
地位，才能防患于未然，才能最大限度地减

少和避免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才能减少不
必要的损失，才能保障人民群众和职工的生
命财产安全。

在安全生产中要特别注意生命安全。如
今，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许多城
市都建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人口聚集
区，在发展进程中也累积起一些不确定的风
险。过去的年代，一次小的事故引不起多大
麻烦，但是现在，同样的事就可能引发严重
的连锁反应，甚至造成重大的生命财产损
失。所以，在如今的环境中，对安全生产的要
求就越应该更严格起来。因为无论是哪个小
小的环节出现纰漏，都有可能酿成意外事故
甚至重大灾祸，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现在，全国各地正在以天津“8.12”重特
大火灾爆炸事故为教训，以最严肃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最严厉的措施开展安全生产
大排查、大检查、大整治，强化源头治理，强
化执法监管和责任落实。面对“安全生产”
四个字，我们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只
有把安全生产始终放在首位，才能为职工和
人民群众筑起牢固的生命安全防线。

把安全生产放在首要位置
□殷修武

9 月 10 日，铜冠铜材公司职工正对铜丝打包。今年以来，铜冠铜材公司通过要求全体员
工以岗位职责为基点，以产品质量、工作质量、服务质量为中心，查找工作中存在质量方面
的问题、差距、不足，不断改进质量工作，并通过生产过程控制，强化现场管理，规范操作流
程，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较好地保证了产品质量稳步提升。目前，该公司产品质量综合
成品率达到 99.6 %以上。 王红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