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惠娟是铜山矿业公司选矿车
间高级浮选工。她工作认真，业务娴
熟，技术精湛，多次荣获得矿业公司
优秀员工和工作之星称号，2015 年
在集团公司浮选工技术比武中荣获
第四名。

她勤于学习，勤于思考，一边自
学书本知识，一边在生产过程中逐
步摸索，碰到不懂的地方虚心向老
师傅们请教。在新选矿试生产阶段，
她积极参与公司技术中心连选试验
和流程验证试验的操作，与试验人
员一道调整参数，探寻最佳的操作
方法，成为选矿车间浮选工的中坚
力量。

她坚持巡查、测定、对比工作，
一班到点不休息，2015 年 1 至 11 月
份，她所在小班的铜精矿品位、铜回
收率始终名列四班之首，其中三季
度所在的小班选铜回收率比选矿铜
总回收率高 2.09 个百分点。

———铜山矿业公司选矿车间高级浮选工黄惠娟

连日寒冷天气给安庆铜矿一条龙生产设备的正常运行和维修维护带来了一
定的影响。特别是主、副井，承担着矿山矿、废石提升和人员升、下井任务。为防止
凝结的大冰块掉进井筒内伤人和损坏设备，1 月 25 日，该矿机运工区及时组织两
班人员，赶在冰块解冻之前对主、副井上下天轮绳槽、天轮片进行除冰作业，以消
除安全隐患，确保主、副井安全提升。 汤海斌 摄

“我承诺：成本费用下降 5%，实现
全矿全年节支 4000 万元的目标……”
元月 25 日下午，室外天寒地冻，冷风瑟
瑟；室内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在冬瓜山
铜矿召开的三届二次职代会现场上，伴
随着阵阵激昂的乐曲声，该矿的 12 个
基层单位和 13 个机关部门负责人一
一登台，在《节支目标承诺》榜上满怀
信心地郑重签名承诺，会场上掌声久
久回荡……

随着几十年不遇的寒冬席卷而来，
全球有色金属行业发展也已经步入“寒
冬”。如何降本增效，怎样抱团取暖，度
过这次漫长的“寒冬”？该矿领导班子
清醒地认识，作为集团公司主力单位不
仅要正视困难、勇往直前，还要主动作
为、奋进担当。他们通过下基层调研、职
工访谈等方式寻求挖潜降耗、节支增收

的良策，制定降本增效措施办法；充分
利用全矿干部大会、职代会、职工“讲台
10 分钟” 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加强成
本考核、强化成本管理和实现成本节约
的目标和意义，向全矿职工发出了奋力
提升矿山经营管理水平，实现节支
4000万元目标的号令。

“寒冬”就是险情，号令就是战斗。
在元月 25 日矿三届二次职代会节支目
标承诺签字仪式中，承担全矿近三分之
二出矿任务的采矿工区区长黄浩辉笫
一个登台在《基层单位节支目标承诺》
榜上写上自己的名字，顿时会场响起一
片掌声。

“材料和备件费用比计划要下降
5%，完不成基数，要扣减年度经营绩效
薪酬呢！”担任着井下矿石运输任务的
运输区区长徐雄在签名走下台时，感慨

地对身边的区党支部书记徐南信说道：
“我感觉这次承诺就像立‘军令状’一
样，我们区全年要完成矿石运输 416 万
吨，还要在 357.76 万元材料和备件备
件下降 5%，任务重，压力大呀！”徐南
信坚信地说道：“狭路相逢勇者胜，拿出
我们的闯劲、冲劲和拼劲，一定会完成
全年任务！”

全年要完成 416 万吨矿石提升任
务的提升一区，是全矿生产设备、用电
大户，同样他们在材料和备件费用比计
划也要下降 5%。节约成本、节能降耗工
作十分艰巨。在登台签字前，区长姚红
卫和党支部书记王文刚就商讨道：“我
们要持续挖潜降耗，进一步降低备件、
材料消耗，控制生产成本，还要严格落
实节能降耗管理规定，做好调荷避峰工
作。”并坚定地上台签名承诺。

在会场一片掌声鼓励下，全矿费
用管理大户的机动部部长徐秀祥在
《节支目标承诺》 榜上大大地签上自
己的名字。他和物质仓储中心、财务
部、协力公司等 13 个机关部门一样，
表示在节支降耗工作中，要争做降本
增效的排头兵，通过挖潜降耗、节支增
收、严格成本考核、强化成本管理等措
施，实现成本节约的目标，并实施成本
漏洞分析法, 细化量化成本管理的过
程控制。

强筋健骨挺压力，逆势而上度“寒
冬”。 25 个单位和部门的签名承诺，
表达了该矿 2500 名职工为节支 4000
万元目标的信心和决心，也充分展现了
在这场“寒冬”里，该矿主动作为、斗志
旺盛的英雄本色。

汤 菁

寒冬里的承诺

本报讯 今年，铜山矿业公司将大
力创新工作方法和思路，力争实现铜量
3200 吨、硫精砂 14 万吨、铁精砂 2.5
万吨，推进矿山达产达标，实现矿山安
全年。

合理调配资源，快节奏推进生产。
该公司结合今年的生产实际，以稳定和
提高产能为中心，科学部署矿山生产，
集中技术和力量，大力推进采掘充进
度，加大出矿、采切、采场凿岩的衔接力
度，突出解决影响生产的关键问题。加
大对生产关键环节控制，完善采、出、选
生产系统保障机制，强力推进采掘衔
接，抓好产量计划与调控，确保计划与
时间同步。

不断完善设施，构筑安全环保矿
山。该公司将继续强化和创新各项安全
管理措施、办法和手段，严格执行安全生
产责任制和问责制，强化各级安全管理
职能，建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加强安全
标准化体系建设，各生产环节符合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实现
安全管理工作的程序化、规范化。

不断攻坚克难，促进可持续发展。
该公司着重围绕资源开发与合理利用、
生产系统工艺优化、项目建设设计与施
工优化、安全高效、节能降耗等方面开
展工作，借助外部新技术研发能力，解
决生产系统关键技术问题，实现企业产
能稳定和技术升级，促进科技成果向现

实生产力转化。
围绕产能开展科技攻关。以提高产

能为中心，对深部矿体进行研究，组织
科研人员对周边的残小矿体、围岩稳固
性差的矿体以及埋藏深和地下水复杂
的矿体进行研究，优化采场结构和回采
技术参数，合理规划开采顺序和品位搭
配。

围绕系统提高效率。继续对采掘充
选系统进行优化，结合矿山现状，针对
矿体矿岩稳固性较差、垮落严重等情
况，优化采场设计方案，按照“轻重缓
急”的原则，依次推进采掘进度，保证
生产有序进行。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张霞

铜山矿业公司全力推进矿山达产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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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加强安全环保技术攻关，
提升环保项目核查力度，加大环境数据
监测力度，一年来，集团公司切实加强
科技管控，管理的本质水平明显提高。

铜冠冶化分公司球团系统经国家
环保部核定，脱硫系统烟气二氧化硫收
集率达 100%，脱硫效率达 99.44%，综
合脱硫效率达 90%，二氧化硫减排量
5576.45 吨，各项指标处于行业领先水
平，顺利通过国家环保部解除挂牌督办
验收。集团公司也荣获年度全市减排工
作先进单位称号。同时，完成同北京矿
冶研究总院合作开展铜冶炼废水硫化
物污染源识别及综合治理技术研究科
技项目，并通过集团公司科技管理部组
织的专家评审验收。集团公司全面开展
生产工艺升级改造及项目核查，并且加
快推进与科研院所合作，淘汰落后生产
工艺设备设施，推广应用先进技术和装
备，完善安全环保生产系统，提高生产
效率，改变作业环境，减少安全风险和
环保事件的发生。

在环保项目核查中，集团公司不断
加大力度。金泰化工公司、铜冠黄铜棒
材公司、中科铜都公司、金隆铜业公司
等通过市环保局清洁生产审核验收，被

认定为第二批 “全国低碳经济科技示
范基地”；张家港铜业公司通过了江苏
省环保厅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验收。
集团公司铜冶炼工艺技术升级改造项
目奥炉工程变更环评报告获得批准；铜
冶炼工艺技术升级改造项目双闪工程
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通过国家环境
监测总站第 4 批环境验收监测项目评
审，省环境保护厅拟实施验收。此外，铜
冠电工公司漆包线工厂整体搬迁升级
改造项目一期工程、安徽铜箔公司年产
15000 吨高精度特种电子铜箔项目一
期工程、中科铜都公司年产 30t 超细银
粉项目和危险废物处理项目、仙人桥矿
业公司采矿工程等通过环保竣工验收。

集团公司的环境数据监测力度也
在不断加大。集团公司加强对危险废物
及涉重金属物料综合利用和无害化管
理，做好清污分流工作，杜绝超标排放。
加强对放射源管理，杜绝辐射污染事故
发生。同时，全公司 24 台在线自动监
测设备全面启动。一年来，共监测各单
位水常规污染物和特征污染物数据
2000 余个，达标率 95%以上。但凡存
在的问题及时发送告知函督促相关单
位限期整改。 朱 莉

集团公司科技管控实现安环管理本质提升

1月 22 日夜，天气预报发
布大雪预警，一场逼近二十多
年来极值的雨雪霜冻天气扑面
而来，夜晚的安庆铜矿气温已
处于零度以下，雪花漫天纷飞，
路面薄薄的积雪凝冻成冰，湿
滑难行。

22时许，该矿工程工区充
填工朱家正按照工区的安排，
顶风冒雪来到充填站，负责夜
晚充填砂仓及水管的防冻保暖
工作。此前，工程工区已按照矿
部统一部署，对充填站的防寒
防冻工作已全面落实，及时用
土工布、薄膜封闭了砂仓底部
的各通道出口，加装照明灯泡，
以提高仓底的温度，对暴露在
外的管道采用草绳包裹。但由
于此次寒潮降温幅度大、影响
范围广，三个容积为 1100 立方
米的充填砂仓底部有放砂管
道、生产用水管道，如果结冻，
第二天充填就会因尾砂无法放
砂而影响充填，砂仓就会发生
胀库，选矿车间生产的分级尾
砂也将无处排放，势必会对全
矿生产造成严重影响。

朱家正深感责任重大，他
不顾寒风刺骨，拿着电筒对充填
站主要水管进行巡查，确认完好
后，迅速来到充填砂仓底部，对
三个仓底进行重点看守。他对被
寒风吹歪的封闭门扶正，将取暖
用的照明灯泡全部整理好、固定
住，尤其对处于出口处的分水器
进行重点“照顾”。因为充填造
浆、调浓都需要水，缺水将无法
进行生产，他把取暖用灯泡固定
在分水器上，借助灯泡发出的光
热让分水器避免上冻。23 日凌
晨 3 时许，室外寒风呼啸，雪花
更大更密，偌大的厂房里静谧空
旷，温度更低，朱家正又对每个
砂仓进行检查，小心翼翼地穿行
在各种管道、支架间，将吹开的
布帘重新加以固定。然后，他在
仓底空间内来回跑动跑动，跺跺
冻僵的双脚，密切注视着管道的
变化，如果出现凝冻现象，将立
即采用木柴烧火的方式，以提高
仓底空间的温度，确保管道不
冻、供水不堵。朱家正丝毫不敢
分心，任寒夜在专注中时间一分
一秒滑过。

天依然阴沉，雪花小了，但
气候更加寒冷。充填砂仓在朱
家正的严密监护下，度过了一
个平安的寒夜，接班的同事们
打开砂仓管道尾砂正常排放，
供水管道一开水就哗哗注入搅
拌桶顺利造浆。一夜未眠的朱
家正尽管身体寒冷疲乏，但看
到生产正常顺利，心里觉得一
切付出都值了。

陈文革

风雪夜的坚守

本报讯 元月 6 日，金冠铜业分
公司生产作业安全风险管控信息系统
平稳上线，正式进入试运行状态。该公
司作为 《生产作业安全风险管控系统
研究与应用》试点单位，自 2015 年 3
月份项目启动至今，已初步建立了安
全风险信息数据库及对生产作业安全
管理基础工作的评审及完善两个阶段
的工作，目前正着手第三阶段“企业生
产作业风险管控系统的实际应用和试
运行”的工作。

项目自启动以来，该公司按照既定
的时间计划层层推进。为了尽早推动系
统顺利上线，该公司抽调骨干技术人员
组成立了生产作业风险管控系统研究
与应用项目小组。通过小组成员和安全
主管部门密切配合，及时做好基础数据

收集和备份、用户权限配置和工作审批
流程配置、外接系统的应用审核及制定
信息系统上线过程中相关应急预案等，
确保了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据悉，该公司建立的安全风险管控
系统主要有安全风险信息数据库、隐患
排查知识库，包含企业文件管理、培训
考试管理、隐患排查管理、事故管理、统
计分析、系统管理、手持等八大模块。此
系统作为该公司 2015年三大科研项目
之一，顺利应用后，将充分调动公司员
工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及时发现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种不
安全因素，将有助于进一步实现安全管
理制度化、流程化、标准化和信息化，持
续提升该公司生产作业过程中的安全
风险管控能力。 傅大伟 封保敏

金冠铜业分公司安全风险管控系统平稳上线

本报讯 近年来，铜冠物流公司
加快项目建设，整合物流资源，增强发
展后 劲 ， 并积 极探索采购———生
产———销售一体化的供应链物流新模
式，做大集团公司物流产业。

铜冠工业物流园建设可研报告已
经集团公司专家会议评审，物流园一
期已运营，车辆中心已使用。甩挂中心
建设去年 8 月份已完工，正申请交通
运输部验收，甩挂中心与第三方物流
业务整合运营工作同步推进。铜冶炼
升级改造专用码头建设已见成效，8
号、9 号、10 号三个危化品泊位已全部
建成，8号、9号泊位已进行试生产。按
照港口规划和危化品作业区域安全环
保要求，对该区域进行了集中整治并
进行封闭管理。金园码头二期竣工验
收工作正在同步进行，预计今年一季
度完成。金园码头扩建工程岸线选址
工作按照集团公司要求积极推进，其
中 3 个危化品泊位已获得开发区同

意。编制了金隆公司铜精矿专用码头项
目建议书，岸线申请文件已报铜官山区
政府待批。电厂六期铁路专用线余家村
站信号工程完成，项目已顺利倒接成
功，余家村站铁路微机联锁系统已建成
使用，现运行状态良好，有效提高了铁
路运输效能，保障铁路运输生产服务。

当下，该公司正在加快铜冠工业物
流园建设步伐，做好物流园已建成项目
的运营工作，确保甩挂中心通过国家考
核验收，抓住市场机遇，推进后期建设。
着力推进金隆公司铜精矿专用码头和
金园码头升级改造建设，加强与市政府
相关部门联系，跟踪落实好泊位、岸线
申报获批工作。

通过项目建设，该公司巩固拓展现
有的业务板块，逐步将铁运发展成为区
域性的综合服务商。同时以临港物流园
为依托，促进港口物流的发展，还努力
做大做强第三方物流、旅游、汽贸业务，
不断增强企业实力。王松林 王树强

铜冠物流公司工程项目建设持续推进

本报讯 日前，铜冠（庐江）矿业
公司在职代会上确定 2016 年的目标，
集中力量，加强管控，主动作为，全力加
快项目建设进度。

围绕既定目标，该公司将科学编制
年度网络计划，合理安排施工，以矿山
井下各系统形成运营能力为龙头、尾矿
库年内完工为重点，督促施工单位严格
按照网络计划组织施工，突出关键线
路，剔除多余环节，倒排工期，优化工
序。加强参建各方的沟通与协调，建立
业主方、设计方、监理方、施工方四方联
动的快速反应机制，形成职责清晰、相

互监督的闭环管理。
在施工中控流程严管理，加强对已

发生项目的梳理，切实盘清家底，做到
心中有数。对已签订的单项合同，认真
核实条款，查实履约情况。未及时签订
的尽快整理，进行补签。严格规范合同
履约、结算与支付的过程监督与管理，
提高对合同关键环节的管理成效。

不断健全全面预算管理的控制和
考核机制，制定科学合理的预算科目。
该公司做好预算执行的监督与核算，避
免无序支出的现象。严格控制预算调
整，有效杜绝预算外支出，确有特殊情

况需要调整的，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
序并报党政联席会议审批。对每个单项
工程的设计方案进行反复论证，在科学
合理的前提下大胆优化，不仅要节省工
期和投资，而且考虑好今后的运行成本。

在物资采购中，该公司认真抓好物
资采购、验收、保管、发放、核算等工作，
并进一步细化措施、量化指标、明确责
任，从细处着眼，从细节入手，全面提高
采购、运输、仓储、使用、核算等精细化
管理水平，确保能省的省下来，不该浪
费的绝不浪费。

陈 潇 汪海滨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力争项目建设实现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