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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来，铜冠能源公司
进一步加快跟进项目的推进工作，继
续加强与相关企业的交流和沟通，努
力在新增项目上想办法找机会。

今年三季度，铜冠能源公司签订
实施及正在跟进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有 6 个，合同总金额约 570 万元，设
备投资总额约 461 万元。

8 月，该公司完成了向国家上报
清算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财政奖励的工
作。该公司 5个项目节能量经第三方

审核机构审核确认年节约标煤总计约
6500 吨。目前，该公司已开出节能服务
费发票总金额 1440.80 万元，已收回节
能服务费 512.18 万元。

在该公司新增的 4 项项目中，安庆
铜矿负 510 米井下通风机节能改造项
目，年节电量约 143 万千瓦时；安庆铜
矿空压机余热利用节能改造项目，年节
电量约 181 万千瓦时。金隆公司竖炉天
然气节能改造项目，年节气量约 15.2 万
立方米；金隆公司螺杆膨胀动力机节能

改造项目，年节电量约 158.4 万千瓦时。
在原有凤凰山矿业公司电动铲运机

节能改造项目及天马山矿业公司空压机
余热利用节能改造项目中，该公司积极
跟进。3 台 1立方米电动铲运机及 4 台
低压开关柜设备已招标，并正着手准备
能源合同谈判签订工作；正着手准备天
马山矿业公司能源合同及设备购销合同
的签订。

在节能项目专项资金补助申请工作
中，该公司在市经信委和第三方审核机

构的认真审查、现场核查、严格把关下，
与用能单位及第三方审核机构密切协
作，严格核查项目技术资料，认真整理核
查确认后的相关材料并装订成册。该公
司完成了 5 个符合申请中央财政奖励资
金要求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申报材料的
编制工作，并将申报材料顺利上报国家。
该公司本次上报国家财政奖励合同能源
管理项目经审核机构核查，项目每年共
计节约标煤 6500 吨，预计可获奖励资
金 195万元左右。 朱莉 张蓓

铜冠能源公司合同能源管理收获经济环保双效益
今年三季度签订实施及跟进项目 6 个 合同金额 570 万元

本报讯 金隆铜业公司为鼓
励员工主动查找生产工艺、设备
设施、安全环保等方面存在的技
术问题，参照国外先进的管理模
式，制定了《员工改善提案管理
办法》。

管理办法中明确了提案的受
理、审核、实施、评审等方面内容。
倡导员工结合生产实际，对生产
工艺、设备设施、安全环保等工作
积极提出改进方案，使其更完善、
更高效。提案经评审后，按年获经
济效益及提案的复杂程度和技术
含量高低分等级进行奖励，每项
改善提案奖励标准最低为百元、
最高上万元。对于获得特别重大
经济效益或取得特别显著效果的
项目，经总经理审批可给予特别
奖。该公司还把员工改善提案获
奖情况，列入员工个人业绩档案。

该公司《员工改善提案管理
办法》的出台与实施，大大地调
动了员工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一
项项技术创新成果脱颖而出。
“闪速炉反应塔顶由拱顶改为吊
挂式平顶”为国际首创，解决了
反应塔顶烧损严重的问题，保障
了闪速炉的高效运行；“天然气
替代空混液化气作转炉及流槽烘
烤”改善提案年节省费用四百余
万元；“电炉冲渣循环水零排放
工艺”技术为国际首创，实现了
冲渣水零排放，解决了生产过程
中二次渣池外排水铜、砷超标的
难题，环保效果显著，社会效益巨
大。

王松林 鲍镇

金隆铜业公司
《员工改善提案管理办法》

激发员工创新热情

本报讯 为更好地为明年生
产作准备，月山矿业公司 2015
年年终检修各项工作于 10月 21
日全面展开。为使年终维检修工
作落到实处，该公司多次召开专
题会议对检修中的有关事项进行
部署安排，做到早准备、早计划、
早安排。成立了年终检修指挥部，
全面组织、协调、指挥年终检修工
作，负责检修的准备、工程质量、
技术指导、验收、材料供应、后勤
服务、车辆安排等方面的工作。

检修期间，该公司领导、机关
有关部门、各专业组成员每天安
排专人深入检修现场，做好技术
指导和检修所需的设备、材料以
及配品配件的供应工作；加强检
修现场的安全管理和监督工作，
严抓各项安全措施落实，确保检
修安全。每天召开检修调度会，汇
报、安排、督促检查检修进度、质
量、安全、材料配件供应等工作，
强化检修工作的领导。该公司从
设备、物资的采购源头抓起，严格
按工艺要求，抓好检修的各个环
节，严把检修质量关；合理安排劳
动组织，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
提下，加快检修进度，缩短工期，
为年内及明年月山矿业公司的生
产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田芳

月山矿业公司
年终检修全面展开

邢志楠是金冠铜业分公司冶
炼车间技术员，负责闪速吹炼系统
生产工艺、员工培训和技术改造等
工作。

2010年 7 月，他毕业于中南大
学到金冠铜业分公司工作。在金冠
铜业分公司基建期时，他负责炉体
耐火衬里的装运、现场质量监控、
现场协调等工作，曾连续工作 92
天未休假。

在金冠铜业分公司的试生产
期间，他被任命为闪速炉一班仪表
组长。为降低设备操作的经验不足
对生产的影响，他认真学习设备结
构，现场锻炼操作技能，积极处理
设备故障，获得了职工与领导的一
致认可，荣获“一等功”等荣誉。

在日常工作中，他通过细心观
察总结，并不时与岗位技术人员进
行交流，提出了多个公司合理化建
议，参加了多项技术课题攻关活
动。他主要负责参与的《闪速炉排
放口优化改造》合理化建议，荣获
集团公司 2014 年度合理化建议一
等奖。该项目改造后以年产 35 万
吨合格阴极铜计算，每年节省各项
费用约 230 万元，年增加粗铜产量
超过 2880 吨。

本报讯 10 月 23 日，记者从铜陵
市民生工程新闻发布会获悉，铜陵市将
于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期间，通过媒
体、发放问卷等形式征集 2016 年民生
工程项目。目前，该项工作正式启动。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铜陵市高
标准、高质量滚动实施 220 项民生工
程，累计投入 50多亿元，惠及全市 70
多万城乡居民，人均受益水平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 70%以上，连续多年处于全省

领先位次，开创了群众得实惠、社会的发
展、政府得民心的良好局面。

在民生工程工作中，铜陵市坚持
“三由”工作理念，确保为民办事，由民
做主，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民生工程“铜
陵模式”。即项目由群众提出，过程由群
众监督，效果由群众评判。从调查结果来
看，民生工程项目群众满意度逐年提高，
普遍超过 90%。

据悉，铜陵市 2016 年项目征集将

按照“积极作为、量力而行”的总体要求，
重点保障省级项目，科学合理确定 2016
年民生工程实施项目，积极推进新型城镇
化建设，统筹推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征
集项目渠道包括通过媒体征集，向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民生工程特邀监督员发放
调查问卷，市直成员单位、县区通过召开
座谈会、设立调查点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
向社会各界征集我市 2016 年民生工程
项目、实施意见和建议。 陈 潇

我市 2016 年民生工程项目征集工作启动

一提起“安理会”，大家准会脱口而
出：“这是庞大的联合国机构名称。”现
如今，在冬瓜山铜矿充填区班组，也悄然
兴起“班组安理会”称呼，此“安理会”
究竟忙些啥呢？

刘宝华是一名井下充填工，他平时主
要在负730米和负760米两个中段放砂
口负责充填支管调装与巡护任务。每到周
六、周日或其他班次时，刘师傅在做好放
砂口工作的同时，还兼顾负 850米中段回
风巷排水沟、泄水孔等设施清理维护工
作。因为，担负回风巷日常维护工作的维
修班组是上常日班的，每逢周六、周日歇
公休。刘宝华心里想着井下生产设施的维
护工作不能停滞，于是他不仅自己主动

“插手”分外事，还带动其他班次工友共
同担负双休日期间，回风巷的“维和”重
任，使井下各路水流时刻保持畅通状态。

今年8月上旬的一个中班，充填三班
职工茆阿宝和工友小李在井下负 430 米
中段老区采场充填作业时，突然发现充填
巷道有几处探矿钻孔出现渗水故障.此时，
已临近下班时间，如果按部就班地处理好
渗水故障，肯定会耽误大爆破时间。关键
时刻，茆阿宝想到了下一班次接班人员，
于是他和工友迅速对渗水处筑垒一道简
易挡水坝和疏通排水沟，并通过对讲机与
下一班次连续充填的接班人员取得联系，
使其提前掌握到作业现场情况。在接班
时，对渗水故障做到“有备而来”，确保第
一时间排除探矿钻孔渗水的隐患故障。

刘宝华说：“加强不同班次之间生
产信息互通，既提升了工友之间的安全
互动，又实现了跨班组排除隐患故障的
效率，这就是‘班组安理会’的作用。”

他还解释说，之所以称之为 “班组安理
会”，是因为井下实行连续充填，需要现
场交接班，接班者和交班者在向区里填写
交接班记录的同时，还必须“当面鼓对面
锣”地将作业现场情况交代清楚，这其中
就涉及到隐患故障排除事项，大家都把这
种面对面的交接班方式比喻为 “班组安
理会”。为丰富“班组安理会”的互动内
容和氛围，工区每周二雷打不动召开班组
安全例会，及时传达矿里相关安全生产管
理动态，详细布置区里近期安全生产工
作，使各班组在第一时间掌握安全生产信
息，班次之间对排除隐患故障的行动更加
迅速，相互配合也更加默契。

在 10 月中旬的安全生产工作中，充
填班组掌握到井下负 460 米中段即将施
工一条数百米长巷道掘进工程，虽然掘进
施工尚未开展，但各班组已提前做好相邻
采场充填爆破警戒、顶帮板管理、现场通
风等各项交叉作业安全防范工作，确保掘
进施工与采场充填互不干扰。

青工小王幽默地说：“联合国安理会
是处理国际事务的，咱们‘班组安理会’
是化解矿山安全生产难题的。”汪为琳

“班组安理会”

本报讯 10 月 23 日，合肥市国
资委副主任王浩率合肥市国资企业领
导一行来集团公司交流学习。集团公
司党委副书记陈明勇、纪委书记李文
在五松山宾馆三楼会议室热情接待了
王浩一行，并就企业党建工作开展了
交流座谈。集团公司组宣部部长王守
林就公司党建情况向王浩一行作介
绍。

座谈会上，陈明勇对王浩一行的
到来表示欢迎。他向王浩一行介绍说，
铜陵有色是新中国最早建设起来的铜
工业基地、中国铜工业的摇篮。经过
66 年的建设，现已发展成了以有色金
属、化工、装备制造为主业，集物流运
输、金融投资、建筑安装、房地产、科研
设计等相关产业多元化发展的大型企

业集团。自 2000年下放安徽省以来，铜
陵有色积极适应国家产业调控和激烈的
市场竞争形势，抢抓有色行业发展机遇，
持续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推进体制
机制创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国有老企业向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国企
的转型。去年，公司完成主产品阴极铜产
量 130 万吨，位居国内第一、世界第二。

王浩在座谈中说，铜陵有色在改革
发展、党建工作方面取得的成效让人耳
目一新。企业党建工作因为难以找到结
合点，因而难以见效，铜陵有色构建的
“六大工程”党建工作体系，围绕中心工
作开展，通过硬化、量化指标考核，并与
效益直接挂钩，确保了企业党建工作落
到实处，成效明显。通过交流学习，让人
深受启发。 本报记者 傅大伟

合肥市国资委副主任王浩一行来集团公司交流学习

众所周知，评奖，原本是一项旨在
鼓励行业成员创造优秀、树立行业榜
样的一种活动，是评选一批有影响力、
领军人物的一项重要措施。坚持评奖
标准，让正能量主导评奖全过程，评出
来的奖项才有含金量。

日前落幕的天津市第 24 届 “东
丽杯” 全国孙犁散文奖评选活动，本
届评奖只有 2 个名额的“东丽文学大
奖”中的一个名额空缺，原因是“东丽
杯”文学大奖是针对全国业余文学爱
好者的一个评选，在评审的过程中，受
到多人点赞，原本有一篇很优秀的作
品入选，但在评委审核过程中发现该
作品的作者不是业余的而遭淘汰，因
为没有再选出符合标准的作品，这个
大奖最终出现空缺。

我国行业多，评奖项目也多，人称
评奖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文学

领域、新闻系统、经济领域的评奖，乃至
娱乐圈的评奖，评选主题越来越多，很
多评奖的商业味道也越来越浓厚。如此
不坚持评奖标准的做法，使评奖正在往
商业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另外，我们
不难发现，还有一些评奖巧立名目，评
奖活动主办方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暗
箱操作卖奖。这些做法最后的结果，只
能是评选出来的奖项没有说服力，丢掉
了在人民群众的公信力，失去了奖状的
本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的讲话中指出：“繁荣文艺创作，推进
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
名家。要把文艺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
的重要位置，努力造就一批有影响的各
领域文艺领军人物，建设一支宏达的文
艺人才队伍。”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讲
话为我们各行各业评选优秀提供了很
好的标准和原则，同时也为我们评选优
秀指明了方向。

为了坚持评选优秀的标准，我们都
应当向“东丽杯”文学大奖评选那样，
坚持和提高奖项的含金量！

为“宁可大奖空缺 也要坚持标准”叫好
□殷修武

10 月 23 日，铜冠建安安装公司职工正在金冠铜业大修中开展收尘系统吊装
作业。在今年金冠铜业大修中，铜冠建安安装公司承担了总降区域电器、硫酸系
统、选矿系统、缓冷场等 59 项大修项目。为做好承担的大修项目施工，安装公司于
金冠铜业 18 日正式停产大修前一个星期就进场，做好了人员、设备集结和施工方
案准备工作。目前，该公司所承担的项目正全面铺开，投入施工人员达 140 多人，
预计月底将基本完成大修项目。 王红平 陈玖生 摄

10 月 24 日上午，铜冠机械公司矿冶设备制造分厂内弧光四溢、焊花飞舞，来自
铜陵有色集团控股公司 20 个下属分公司的 26 名焊工选手同台竞技，拉开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电焊工技能比武大赛。本次公司电焊工技能比赛内容分理论考试和操
作技能考试，参赛选手都是来自各单位预赛选拔的优秀选手。 方咸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