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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秩序有条不紊，物品摆
放整齐规范，生产流水线合理通
畅……走进铜冠电工公司的生产
车间，记者感受到的是一种整洁
而有序的氛围。走进矿山、冶炼
厂、铜加工企业……你都能感受
到这样的氛围。这一变化应归功于
5S 管理，通过现场 5S 活动，生产
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通过 5S
管理，员工的素养得到了提高。

早在 2008 年，集团公司就将 5S
的管理理念引入工作中，着眼质量与
效率，从办公细节入手，对日常行政、
业务工作进行全面的规范，并逐一设
置标准化要求，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
有效的管理模式。

在集团公司的每一家单位，都能看
到 5S 管理的每一项内容得到了扎实地
推进。整理、整顿之后的生产现场，与生
产无关的物品已经全部清除，在工作台
上，现场产品、物料等被按照取放方便的
原则摆放在合适位置，常用备件被摆放
进材料柜。

在天马山矿业公司选矿车间的员工
休息室里，桌椅摆放端正，桌上的水杯排
成一行；更衣柜内，饭盒、工作服、工作鞋
等物品都整齐地摆放在固定位置。而清
扫、清洁使企业的工作环境变得干净、美
观。

走在铜冠机械公司，无论是办公楼
还是厂区内，看到的总是干干净净的地
面，连通往车间和行政办公楼的道路上

都见不到烟头、纸屑。
其实 5S 管理在集团公司推行之

初，有不少员工对 5S 的理解不到位，
一些人认为 “不过就是在地上画画
线、贴贴标签和图……”为使员工真
正接受“5S”管理理念，并将其变成自
觉的行动。集团公司开展了教育宣传
工作，开辟“5S”宣传专栏，张贴漫
画、警示语等，宣传“5S”，营造出浓
浓的“5S”管理氛围。员工对 5S 有了
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向自觉性转
变。

现在 5S 管理在企业落地生根，
给企业带来了实惠。5S 活动通过对生
产现场各生产要素所处的状态不断
进行整理、整顿、清扫、清洁和提高素

养，而成为企业现场管理的有效工
具。

在 5S 的“整理”步骤中，从原来随
便丢弃的物品中找回了不少有用耗材，
为企业节省了大量的物料；通过 5S 的
“清扫”步骤，消除了故障发生的源头，
使设备运转率提高，事故率降低；在流
水线生产的过程中，5S 管理的实施大
大缩短了产品更换生产线所需要的时
间。

长期坚持开展 5S 活动，不仅企业
节约了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改善了
产品的品质，更重要的是 5S 管理也极
大地改善了员工的精神面貌，使企业焕
发一种强大的活力。

王松林

集团公司 5S 管理：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
本报讯 受中国矿冶检测机构联

盟邀请，9月 10 日，技术中心检测研
究中心作为安徽省唯一一家受邀单
位，参与成为该联盟首届联盟理事会
成员单位。

据了解，这个联盟由北京矿冶研
究总院测试所发起，并于 9 月 10 日
在北京成立，参与单位汇聚了不同的
行业、不同的层级和不同的地域，涵盖
了有色行业、钢铁行业以及环境行业
的各个地方的检测中心，以及国有企
业具有代表性的检测机构，围绕着

“打造中国矿冶检测服务品牌，提升中
国矿冶检测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
力”的目标，为中国矿冶检测行业的发
展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

加入该联盟后，技术中心检测中心
能够更好地参加国家、行业、联盟、特别
是国际标准的起草，以及国内外业务交
流、实验室比对、国际仲裁等工作，这有
利于提升该中心的检测质量和技术水
平，提高该中心检测数据在国际进出口
贸易中的地位。

傅大伟 张 蓓

受邀参与中国矿冶检测机构联盟
技术中心检测研究中心

———金威铜业公司退火班清洗线组组长汪中岭
汪中岭是金威铜业公

司退火班清洗线组组长。
他负责和操作一条 1250
清洗线 和两条 650 清洗
线，年产品通过量 6 万多
吨，多次荣获金威公司“岗
位之星”、“先进生产者”
和“公司标兵”称号。

他勤于钻研学习，善
于总结，精心研究刷系原
理，根据带材型号，配比相
应刷子，成功摸索出一套
2000 号 +3000 号、3000 号
+3000 号 二 次 修 磨 再 利
用，刷辊新旧搭配等一系
列使用方法，掌握了不同
带材的研磨工艺，为公司
产品成品率的提高做出了
贡献。

作为组长，他克服机
组人员不足和流动性大问
题，经常加班加点，确保生
产按时按量完成；毫无保
留地把操作技能传授给徒
弟和新员工，做到勤检查、
勤巡检、勤换刷、勤换水，
养成严把质量 “三关”管
理的良好习惯。

“美丽、智慧、富有”三选一
时，你会选择谁？主考官一问完，
我心中暗自思忖时，台上的漂亮
模特已经选择了“富有”。台下掌
声雷动。原来此“富有”非彼富
有，它包括了健康、平安、幸福及
友谊。

而今，自从我有缘结识了
《铜陵有色报》时，也才真正认
识到，有此“富有”不一般的洒
脱境界。

首先，她让我有幸认识了一
帮“富友”。这帮“富友”便是他
们内心世界的丰满和充满爱意。
他们无时无刻不关心、感染着身
边的每一个人。他们往往都怀了
极大的工作热情，去搜寻和挖掘
身边的人和事，用他们的慧眼发
现每个人的身上的闪光点，再用
他们的笔点亮他们的平凡人生。
他们就是《铜陵有色报》的记者
和编辑，也正是通过他们的笔和
他们的精心编排，让我看到了一
个个有色人的多彩人生。

其次，她让我重新认识了自
己。原以为我只是有色普通员工
的一分子，有色之大，我不过是其
中渺小的一员，微不足道不足以
挂齿。整天埋头工作，过得没人知
道我是谁，我也不在意谁，完全是
为了工作而工作，工作无激情。但
是，经报社编辑的介绍，看了《铜
陵有色报》 看到了有色里更多的
员工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奉献
着别样的青春年华时，就立即觉
得自己过得难免过于灰土。再细
细思量，原来都在普通不过的岗
位上，因怀各自执着的信念，通过
自强不息，不断创新的精神境界，
最终都在本职工作上做出了不平
凡的成绩，让我大有相见恨晚的
感觉。原来有色普通的大众，亦有
着不普通的追求，普通亦有色，生
活更多彩。

最后，她让我开阔眼界的同
时，精神得到了升华。每有一期
《铜陵有色报》到手，我首先爱
找的便是“岗位之星”。从字里
行间，不仅认识到员工的扎实技
能，更体会到他们个个内在的丰
富的精神境界。他们往往都小我
而大爱，默默无闻而又偏爱执着
地坚定信念支撑着他们攻克着
一个又一个难关，这给了我很大
的震撼，也促使我不断地努力，
并努力向他们学习。渴望有朝一
日能够像他们一样，工作着快乐
着，星光灿烂。

看着我的笔挥洒的青春，变
成一个个铅字，心里头便满满暖
意四处溢流。我知道，正是《铜陵
有色报》给了我这样一个平台，让
我感觉才如此不一般的“富有”。
祝愿《铜陵有色报》越办越好！

万 青

有此“富有”
不一般

过去的五年是安庆铜矿困难最多
的五年，也是发展最快、改革力度最大
的五年，矿山克服了 1号、2号矿体逐
渐消失带来的生产能力不足、基建工
程与生产交叉、生产设备逐渐老化、部
分岗位人员严重不足、主产品市场由
高走低等一系列困难，一举完成了矿
废石处理量 583.7 万吨，生产铜量
38318 吨，铁精砂 199.88 万吨，重介质
31.66 万吨，成为有色矿山中的一颗亮
眼之星。

依靠科技攻难关

该矿已连续 14 年实现了达标达
产，随着高强度的持续开采，上部一步
骤采场已经基本回采完毕，受“量”和
“质” 的不确定因素影响，开采难度
大，成本高，效率低。而深部矿石品质
和品位变差，开采更为复杂。为保证产
量和质量，在开采过程中，该矿抓住重
点采场的回采，解决出矿品位搭配问
题。同时加大边、残、难、小矿体的回采
力度，做到能收尽收。

为了遏制贫化损失，采用大孔凿
岩记录二次圈定矿柱形态，对矿石与
充填体交界区域采用小药包—滞后单
独爆破的方式进行爆破，有效地控制
了尾砂混入和矿石贫化。

针对生产中的遇到的新难题，该
矿开展了 “1 号矿体深部厚大区域开
采”、“复杂矿体开采”及“外围找矿”

等一系列攻关。还开展了“选矿工艺技
术综合试验研究”、“地下金属矿下向
连续高效安全开采技术研究”等，尤其
是“充填体包裹下厚大矿柱开采方法”
发明专利在矿山的应用，获得了巨大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另外，矿山于2011年
对尾矿再选的重介质系统进行了全面技
改，减少了资源流失，提高了尾矿资源回
收率。五年来，该矿先后获得公司级科技
成果 45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8项；知
识产权先后获得了4项专利，

重视安环促稳定

五年来，该矿在安全环保方面投
入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完成了尾矿
库二期工程的改造，使尾矿库大坝更
加安全，其采用的沉淀技术对尾砂管
线排放的污水进行处理并进行在线检
测，使水质达到了国家规定的农田灌溉
二级标准。井下的各主要巷道全部实现
了绿色照明。井下“六大避险系统工
程”的建成，有效地提升了矿山防灾、
减灾和抗灾能力。该矿建立了安环电教
室，全员受训率达到了 100%。另外，还
建立了全新的安全调度指挥监控系统，
并给每个下井员工配发了 “人员识别
卡”，做到了井下安全生产重点区域全
覆盖、人员全监控。按照全矿安环管理
一盘棋的要求，该矿将驻矿委单位一并
纳入其中，委派两名专职同志对其进行
监督，较好地提升了外委单位的安全管

理水平。
五来来，矿山用于安措技改费用累计

达到 5.258 亿元。安环形势的改善，为矿
山的和谐稳定奠定了基础。

追求卓越强管理

为了提升矿山管理水平，该矿积极导
入卓越绩效模式，科学分析矿山面临的挑
战和管理中存在的不足，明晰矿山发展战
略，规划每年管理提升的侧重点，先后实
施了“三标一体化”、对标管理、5S 管理、
全面预算管理、全员绩效管理、降本增效
等，达到了稳步推进、逐年提升的目标。矿
先后获得 “铜陵市工业企业环境行为评
价绿色企业”、“全国有色金属行业先进
集体”、“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
“国家标准化 AAAA良好行为企业”等
一系列荣誉称号。

该矿积极推进民主管理，提高职工的
主人翁意识。矿两级组织都要认真听取职
工群众意见和建议，对于所提的意见和建
议认真加以梳理，及时回复，只要是合理
的都会予以采纳。而矿务公开、区队车间
事务公开已经成为常态。该矿对全矿所有
31 个基层班组实现了班组长 “公推直
选”；2013 年，第一个在铜陵有色金属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试行了基层党支部书记
“公推直选”；2014 年，又率先试行了区
队长“公推直选”。基层民主管理，在矿
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杨勤华

坚持发展不动摇 铸就矿山新辉煌
———记安庆铜矿转折发展时期的五年

本报讯 9 月份以来，工程技术
分公司围绕金隆铜业公司年度大修工
作，统筹安排，精心部署，按时按质完
成了大修各项工作。此次任务的完
成，展现了该公司能打硬仗的作风和
企业管理综合实力，也为该公司今后
再次承担大型检修任务积累了施工
经验。

9 月 1 日，金隆大修任务拉开序
幕，工程技术分公司组织 6 家自修项
目部及外协单位共 800 多人投入现
场，全面展开大修工作。此次大修共
有项目 377 项，该公司承接其中的
121 多项。为确保高质量的完成任
务，该公司精心策划，科学组织，早在
4 月份，就着手梳理大修项目，拟定
施工计划，制定保障方案，并召集业
主和协力单位负责人进行了安全、技
术交底。

尽管前期承接过金昌冶炼厂大修
任务，但两厂之间生产工艺、设备构造
大有不同，这为该公司的施工带来很
多困难。尤其在拆除和安装烟气管道
时，施工场地狭小，交叉作业多，这些
问题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施工进度。该

公司为保证工期，与金隆公司认真协调，
在确定了所需吊车型号后迅速展开行
动，每拆除一些管道便即刻运走。

拆除和砌筑 1 号阳极炉炉体时，该
公司同样遇到难题，阳极炉炉体构造特
殊，技术含量高，以前大修一直由外协队
伍前来施工。今年，该公司承揽下这一任
务后，一方面在保证金昌冶炼厂、铜冠冶
化分公司等单位正常维修的基础上，将
大部分人力物力投入到金隆公司的大修
任务中，另一方面组织施工人员学习了
解阳极炉的炉体构造，借鉴外协单位施
工经验，多措并举，确保了阳极炉的拆除
和砌筑。

在大修过程中，施工现场涉及到的
单位多、施工范围广、管理难度大，该公
司建立了施工单位上下班签到、大修例
会以及领导夜间值班三项制度，双休日
连班确保现场管理。从安全环保的角度
出发，该公司还制定了查处不安全行为
和安全隐患奖惩办法，促使施工人员相
互监督，对于发现不安全行为和隐患的
职工进行嘉奖，连续三天未曾违规的施
工单位，免除之前一次因违规而受到的
经济处罚。 陈 潇 丁 嵘

按时按质完成金隆公司大修任务
工程技术分公司

铜冠铜箔公司职工日前正在分装产品色卡。在推进“三标一体”管理体系中，
铜冠铜箔公司今年以稳定生产为核心，狠抓质量和安全环保工作，全面加强生产
工艺管理，完善产品质量管控，不断加强安全环保生产与监控，推进了企业管理水
平提升。日前，该公司顺利通过了方圆标志认证集团安徽分中心“三标一体”管理
体系外部监督审核。 王红平 摄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退休干
部，原有色公司党委常委、公司督导
员汪模信同志，因病意外抢救无效，
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凌晨在上海
逝世，享年 70岁。

汪模信同志系安徽省肥东县
人，1946 年 12 月出生，1969 年 12
月参加工作，1972 年 3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生前历任市一建公司工人、
助理工程师、理论干事，市委办公室
秘书，市科委、市科协学会部负责
人，有色公司党委组织部干事、副科
长、副部长，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兼
机关党委书记，公司工会主席，公司

督导员等职。2007年 2月退休。
汪模信同志热爱中国共产党，热

爱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任
劳任怨，具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
任感，积极支持铜陵有色的建设和发
展，为铜陵有色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
应有的贡献。

汪模信同志的遗体已于 2015 年
9 月 20日 10 时在上海市浦东殡仪馆
火化。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老干部部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八日

汪模信同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