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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这道题换成我来答，肯定
也不会错！”9月 23日 7时 20分，爆
破工老侯扯着嗓子和工友争辩道。

老侯今年 52 岁，是冬瓜山铜矿
采矿工区的一名井下大爆破工。别看
老侯平时 “大嗓门”，可整个采矿班
38 名员工就属他到单位早，干好烧开
水等义务服务工作他没二话，等同龄
的老伙计来了泡上一杯茶，再谈谈工

作，摆摆“龙门阵”。
细心的工友发觉老侯最近聊的话题

不再是“班”长里短，而是有关“矿考”
的事儿。老侯把 9 月 26 日举办的由全
矿 3000 多名员工和外协单位人员参加
的全员安全考试，戏称为“矿考”。9 月
初，老侯和一帮 50 多岁的老员工刚领
到《员工安全题库》时，心里有些发怵，
怕自己视力、记忆力差，安全试题背不
熟，考不及格要补考。

工区领导和班组长摸透了老侯的心
里，在安全学习日、班前会上，推出“互
动式”安全学习新模式。即在班前安全
学习课堂上，由区领导通过随机点名答

题或抢答的方式进行；答题从《题库》中
精选试题，并把选择题改为填空题，以增
加学习难度；对于员工难理解和比较陌
生的试题，主持人当场进行分析、解释。

每次“互动”安全学习课，老侯都睁
大眼睛，竖起耳朵来听。9 月 22 日 8 时
05 分安全课堂准时开课，主持人点名采
矿班爆破工陈宝华回答问题：“因上井
未及时消除指纹，影响大爆破时间的，扣
行为人几分？” 老陈脱口而出：“10
分。”“回答正确。如果大爆破时间延迟，
会影响到全矿的生产，导致的后果非常
严重，属于最高级别 A 类不安全行
为。”主持人进行了说明。坐在陈宝华身

边的老侯有些懊恼，这么简单的题目，
刚才自己怎么不举手抢答呢？

下一题容易混淆，提问安全员许世
峰：“禁止标志的含义是禁止人们的不
安全行为。其几何图形是什么？”“带斜
杠的圆环，斜杠和圆环为红色，图形符
号为黑色，其背景为白色。”许世峰一字
不落地报出了答案。“老陈，昨天安全学
习中的一半问题，我都知道答案。通过
这段时间的学习，我已经掌握了 80%的
安全试题和答案，现在可以和‘矿考’
的补考说拜拜了！” 老侯咧着嘴嚷嚷
道。

李志勇

“矿考”前……
本报讯 9 月 21 日，安徽省建筑

工程招标投标协会公布 2013 至
2014 年度全省 “双满意工程招标代
理机构”单位名单，鑫铜监理公司获
得了 2013 至 2014 年度安徽省 “双
满意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荣誉称号。

作为一家隶属于集团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鑫铜监理公司主要从事建设
工程监理、工程招标代理、造价咨询及
相关技术服务。在招标工作管理体制
上，集团公司针对招标工作专门设有
招投标领导小组和项目建设业务主
管部门，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管理制
度。从“阳光工程”实施意见到关于
工程项目建设领域“十要十不准”相
关规定，再到进一步规范工程项目建
设管理工作流程等，都对工程项目的
招标有明确的要求，并落实到责任部

门，理顺了关系，分清责任。同时，在招
标代理机构派驻专职纪检员，行使监督
权力，对每一项招标代理业务进行全程
监督。

在招标业务实施过程中，该公司主
动接受监督，服从管理，并在资质许可的
范围内按照“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
用”的原则要求发布招标信息，编制招
标文件及工程量清单，组织开标、评标工
作。得益于制度上的保障，该公司 2008
年、2009 年连续两年获安徽省“优秀监
理企业” 称号，2009 至 2010 年度、
2011 至 2012 年度评为安徽省守合同
重信用单位，2006 年、2013 年分别获得
了安徽省“双满意招标代理机构”称号，
并多次荣获铜陵市 “优秀监理企业”、
“优秀招标代理机构”等荣誉称号。

傅大伟 杨 龙

获安徽省“双满意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荣誉称号
鑫铜监理公司

本报讯 铜冠投资金神公司生
产有色金属矿山选矿用的耐磨钢
球，今年到目前为止销售额已经突
破 1 亿元，钢球做出大产业。

日前，记者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
现场，工人们将一个个规格不同的钢
球装入木盒中。一箱箱整齐排列的钢
球，将运送到国内外客户的手中。正在
工作的车间负责人告诉记者：“别小
看这些钢球，技术含量很高的，专利技
术有 10 多项。直径 150 毫米以上的
钢球，国内只有我们能生产得出来。”

从直径 10 毫米钢球到直径
200 毫米钢球，他们走出了一条对产
品不断改造升级的艰苦摸索之路。
2003 年以前，钢球的生产都是铸造，
因工艺简单，钢球科技含量稍低，仅
能满足一般的客户需求。随着现代
矿山选矿工艺科技水平的提高，球
磨机的增大，大直径高质量的钢球
需求旺盛。但铸造工艺很难达到要
求，2004 年他们新上了锻造工艺生
产线，以锻造工艺研制大直径钢球。

大直径钢球的研制成功，奠定
了企业在国内同行业中的领军地
位。为让自己的产品进入市场，他们
跑遍大江南北，同国内有色金属矿
山联系，采用先试用后购买产品的
销售方式，市场渐渐打开，产品进入
内蒙、江西等地。应客户需求，他们
相继研制了直径 20 毫米、80 毫米、
120 毫米至直径达到 200 毫米的钢
球系列品种。2007 年，产品成功出口
到巴基斯坦。现在开拓了刚果（金）
市场，今年产品出口刚果（金）将达
到 2000 吨。

为优化产品技术含量，提高产
品耐磨率，该公司近年来连续投入
资金对锻造生产线进行了技术改
造，将磁谱时效技术引入锻球制造
工艺，并将锻坯加热炉由燃煤改为
中频电加热，获得了产量和耐磨率
同步提高的效果。 王松林 王常志

铜冠投资金神公司
产品凭科技创市场

本报讯 铜山矿业公司在矿山生
产过程中，不断加大管理创新力度，从
各个环节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从面
有力提升了矿山经济效益，实现了质
量和经济效益双赢目标。

该公司是个 50 多年的老矿山，
随着深部开采工程建设投产，生产工
艺还处于磨合期。为了确保矿山产品
质量持续稳定，该公司不断加强质量
创新管理，变质量事后整改为事前预
防，除在“采、运、选”工艺技术性参数
上找不足，在工序、实物、工艺、服务四
个环节中查缺陷，努力加快技术改造
进度，完善现行的生产工艺。该公司选
硫系统在新矿山试生产之初硫精砂回
收率较低且不稳定，经常出现“跑黑”
现象。该公司针对这一现状，制定一系
列实施质量改进管理措施，在工艺流
程和生产工序上进行“会诊”，查找影
响产品质量、工序质量的关键因素，投
入大量资金进行改造。此次改造基于
前期小型试验、联选试验及现场工业
试验结果，针对矿石性质波动较大的
实际，该公司在原浮选系统基础上新
增一台浮选机用于分离二次精选，将

原浮选机作为备用流程，用于分离三次
精选，实现不同矿石性质条件下采用不
同的分选工艺，有效提高了分离精选生
产能力及精矿产品合格率，每年多回收
硫精砂达万吨以上。

该公司还针对生产实际，相应出台
了质量管理和 5S 管理标准，对产品监
督、化验和测量人员进行了整合，强化现
场管理，充分发挥质量监督作用，实行分
片包干负责，严格控制出矿贫化率，加强
废石不出坑的管理，确保实现质量事故、
责任质量异议“双零”目标，有力促进了
生产可持续发展。该公司选矿车间根据
矿石的品级变化，除及时调整井下和露
天矿源外，并通过一系列摸索，加强内部
管理和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对选矿生产
系统进行调整改造，实行坑下和露天矿
石进行分选，达到了提升磨矿细度、选铜
回收率和降低了尾矿品位含量的“双提
升一下降”目标。在技术攻关上取得了
良好成效，制约着选矿铜精矿品位难以
提高的“瓶颈”被打破，铜精矿品位平均
提高了 6 个百分点。仅此一项每年回收
铜量达上百吨，为矿山带来了可观的经
济效益。 夏富青

铜山矿业公司科技创新实现质量效益双赢

9 月 24 日上午，仙人桥矿业公司员工在该公司会议室开展安全知识竞赛活
动，来自各基层支部、项目部等 20 名选手参加了本次知识竞赛（如图）。这是该公
司采取多种形式传开展“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内容之一。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周 钧 摄

本报讯 中秋和国庆将至，安庆
铜矿党委向全矿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和
党员下达“防腐令”，要求必须按照中
央八项规定和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二十三条规定及《安庆铜矿
中层管理人员廉洁从业承诺书》承诺
事项，自觉抵制和严禁公款购买月饼、
赠送节礼等。

该矿党委组织两级班子成员及全
体党员重温中央八项规定和铜陵有色
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十三条规定
及《安庆铜矿中层管理人员廉洁从业
承诺书》，做到率先垂范，严格执行相
关规定，形成勤俭节约、廉洁自律的良
好风尚。通过矿局域网和墙报广泛进
行宣传，并发出通知要求职工予以监
督。严禁公款购买月饼、赠送节礼，严
禁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和现金、实物，严
禁违规收受礼金、有价证券和各类支
付凭证；严禁私用公车外出旅游和探
亲访友，严禁用公款安排旅游、健身和
高消费娱乐活动，严禁公款相互吃请、
大吃大喝和大办婚丧喜庆借机敛财。

对于在“两节”期间，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顶风违纪者，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决不姑息。 杨勤华

安庆铜矿
下达两节“防腐令”

9 月 23 日，集团公司“铜冠物流杯”
职工羽毛球比赛，经过 11 天 34 场激烈角
逐，比赛活动圆满结束。安庆铜矿和安工
学院代表队分别夺得 A、B 组第一名。集
团公司党委副书记陈明勇、集团公司工会
有关领导到场祝贺并向获胜队颁奖。由
集团公司工会举办、铜冠物流公司承办的
此项职工羽毛球比赛活动，吸引了 25 家
单位 270 多名职工参加。

本报记者 王红平 摄

9 月 18 日，记者走进天马山车
队，偌大的院墙里出车归来的货车整
齐停靠在西侧的墙边，私家车则齐刷
刷停靠在南段，院落里宽阔的场地上
没有纸屑和杂草落叶。

“文明创建在我们车队是用通
过干净、整洁来体现的，现在大家都
慢慢养成了良好的素养了。”该车队
安全员谷师傅告诉记者。

车队虽然每日的工作都是早出
晚归型的，但是文明创建在车队仍然
得到了一以贯之的重视。车队把文明创
建作为提高车队整体管理水平的一个
载体来对待，班组把文明创建作为提高
大家综合素质的一件事来对待。在责任
上，车队的队长、党支部书记双双担任

文明创建小组正副组长职务，班组长则统
统纳入到文明创建的小组成员里。

除了基本的干净整洁外，在实现文
明创建的载体上，这个车队另辟蹊径，
让整日在外出车奔波的驾驶员师傅们
多读书。“一开始哪里能看得进去？派
班会也提，同事之间也互相调侃，慢慢
地看着也就看得下去了。”运输班郑师
傅说。几年了，车队一直在搞“多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活动，大家从一开始
觉得无用，到后来不知不觉中互相攀
谈，到如今只要停车回队，在休息室里，
都会时不时自觉地拿起一本书看看，有
业务类的，有政治类的，大家最喜爱的，
还是“我和我的铜陵有色故事”。“有
趣味，好多事都是大家熟悉的，很多人

也是我们曾经的领导······”
文明创建的宗旨是强化精细管理，

提高车队的能力，确保综合效益。基于
这一理念，这个车队在创建活动中不断
强调“讲经营、讲贡献、讲服务”。“派
班会、职工讲座、黑板报，都是在强调没
有效益就没有企业的忧患感。车队现在
只要有紧急任务，谁都愿意积极出车，
不管休息还是假期·······”该车队货
车班的老王说。譬如挖潜降耗，大家头
上都有指标的。这就要求每个人在生产
经营中想着法子考虑怎样降本增效；现
在谁都知道企业要效益优先发展的道
理。事情做得圆满，效益上去了，大家心
里舒坦了，企业发展就有奔头了。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强敏华

天马山车队：文明创建“虚功”变实效

本报讯 强调标准化作业，重视
现场基础管理，不断降低各项成本支
出……今年以来，金威铜业公司在精
细管理上做文章，不断夯实生产管控
这一立脚点。

进一步修改完善了操作标准，要
求员工严格执行工艺操作标准。该公
司通过现场带班、工艺监控等手段，
不断加强现场管控能力，特别是夜班
现场管理。工作中，该公司要求员工
严格按照安全、操作、工艺规程精心
生产上下工夫；突出设备“两清”和
5S 管理，特别是保持与带材接触的
所有工艺部件的清洁、完整；加强工
艺纪律的监督检查，不断提升刷系、

辊系、刀系的管理水平，形成高端产品
工艺条件持续保障的长效机制，为产品
质量的稳定提供有力支持。

进一步深化对标管理，挖潜降耗、
开源节流。生产中，该公司充分避峰就
谷，加大分时电价考核，对能耗高的机
组制定节能考核试点，并逐步推广。充
分利用工艺返回料组织生产，降低新金
属采购成本。在“阳光采购”中，该公司
比值比价，加强国产化替代，降低备件
采购成本。严格预算管理，杜绝跑冒滴
漏，不断挖潜降耗，降低各项成本和费
用。

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压缩库存，加
快在制品周转，降低铜价跌价损失风

险。通过产融结合、工贸结合、期限结
合、内外结合，该公司稳健经营运作。
对应收账款，严格加强管理，实施供应
商、客户信誉动态评价及预警制度，
“三位一体”加强内部治安管控，强化
物流货物运输责任，确保国有资产安
全。

该公司通过推进 “运修合一”模
式，将原维修分厂划到板带分厂，突出
强调维修的及时性，实施设备预修制
度，有效保障了生产的持续有效运行。
通过开展销售登台阶、班组小指标和合
金产质量等劳动竞赛，激发员工劳动达
到以赛代练、以赛促产目的。

朱 莉 黄军平

金威铜业公司精益管理夯实生产管控立脚点

9 月 22 日上午，我市白姜开市仪式在铜陵白姜文化园举行。市领导以及来自
各部门负责人、白姜种植户代表、周边市县新闻单位记者等近千人出席。市政
协副主席阮良之为获得今年姜王称号的天门镇兴化村姜农朱贤宽披“姜王”绶
带（如图）。 殷修武 摄

集团公司“铜冠物流杯”职工羽毛球比赛落幕

图为安庆铜矿和安工学院代表队正在进行比赛。

图为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陈明勇为 、 组第一名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