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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山矿业公司露采车间铲运班班长邹胜余

本报讯 元月 27 日至 28 日，
国家标准委组织评估组一行对铜冠
物流公司承担的国家级服务标准化
试点项目进行评估，综合得分达 95
分，一次性通过国家级验收。这也是
铜陵市首家服务业企业通过国家级
标准化项目验收。

作为一家主营铁路、公路、水路
运输、港口码头及旅游汽贸等为一体
的大型物流企业，该公司自 2013 年
被列为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
目以来，坚持以满足生产、经营、管理
为根本点，以提升服务质量为出发
点，围绕“标准有效运转，生产秩序
井然，工作效率提升，安全生产保障，
生产成本节约，管理水平升级、服务
质量提高”的目标，通过摸底调研、
研究分析，在原有标准体系的基础
上，对所有需要和可以制定企业标准
的服务项目和环节进行了全面清理，
建立了适应物流实际需求的，包含五

个文明和五项规范在内的标准体系，
制定了涵盖铜冠物流各项业务的标
准。标准体系包含标准 617项：通用
基础标准 64项、服务提供标准 436
项、服务保障标准 60项、服务评价与
改进标准 105项。其中企业标准 472
项。基本覆盖了公司生产、经营、管理
的全过程，有力推动企业标准化、规
范化、科学化的管理。

该公司在标准体系发布后，坚
持通过召开了公司机关部门、基层
单位、技术业务主管主办、工人代表
等参加的服务标准化宣贯会；在公
司网站专门开设标准化板块，组织
开展学习并进行标准化知识考试；
在职工中提炼总结了 “一句话标
准”，邀请相关专家开展标准化知识
专业培训等形式和途径，营造广大
员工学习、贯彻、执行服务标准的自
觉意识和环境氛围，切实使标准化
做到入脑、专心、践行，强化了员工

服务意识和标准意识。与此同时，将标
准化工作通过与公司季度综合大检查、
技术大比武、优质服务、5S 现场管理、
挖潜降耗等相结合，有效保证了标准体
系的落地。

为强化标准的实施，该公司先后制
定了 《铜冠物流公司开展国家级服务
业标准化试点项目的实施方案》、《铜
冠物流公司服务业标准化管理考核办
法》、《关于开展铜冠物流公司标准实
施检查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同
时还建立了 《标准化职责一览表》，以
利快速、明确地查阅标准化各阶段工作
中职责部门、职能部门、协助职能部门
等，从而在制度上确保标准得到有效实
施。在制定的《考核办法》中还将标准
化工作的考评结果纳入到各单位、各部
门经营责任制考核中，与员工绩效挂
钩、与领导、部门的 KPI 指标挂钩。在
《实施检查制度》中，明确了公司每季
度、各单位每月、各班组每周，员工每天

开展自查、互查，从而推动标准化工作
落到实处。

该公司在标准化体系创建中，不断
组织开展对标准体系和执行的自评活
动，通过查问题、找差距，使企业各项改
革和管理得到持续加强和改进。通过进
一步整合公、铁、水和码头资源，加强了
各业务板块的协调运作，大力发展多式
联运，综合运输优势得到发挥；提高了
安全、生产、经营等各项管理效能，
2015 年实现了无工亡、无重大机械设
备损坏事故，公路交通事故频率为
0.5%，低于二级运输企业行业 2%的标
准。同时，运输成本得到有效控制，节能
降耗等经济指标与同期比均有了新的
起色。公司形象有了新的提升，进一步
赢得了客户与市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得到明显提高，连续三年荣获中国物
流业品牌价值百强企业称号，“铜冠物
流”品牌荣获了 2014 年度安徽省服务
类名牌产品称号。 王树强

管理水平升级 服务质量提高

铜冠物流公司通过国家级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验收

本报讯 近日，铜冠矿建
公司成功完成赞比亚谦比西
东南矿体工程主、副井井架物
资的装车发运工作。此次发运
的物资共装运 40 车，计 1400
余吨。其中 17 车锰钢板，近
200 捆 800 余吨；23 车主井井
架钢结构 600 余吨，且多为超
宽超大的非标件。这是该公司
第一批自主外贸出口，标志着
该公司在国际化进程又迈进
一步。

王惠蓉

铜冠矿建公司完成
赞比亚谦比西工程物资发运工作

本报讯 历时两个月、备
受全市关注的 2015 铜陵市首
届职业秀大赛于 1 月 24 日下
午在市新图书馆圆满结束。经
过网络媒体投票和现场职业风
采展示，来自全市 10 个行业
的职业秀 “最佳”、“十佳”人
员悉数产生。

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增强全市各行业职工的职
业自豪感，引导全市人民爱岗
敬业、岗位成才，促进铜陵转型
发展、跨越发展，铜陵市网宣
办、市总工会、团市委联合举办
职业秀大赛。大赛以“我的工
作、我的舞台、秀出自我、我职
我 SHOW”为主题，采取网络
投票和现场展示现结合的形
式，设立人民教师、白衣天使、
产业工人、执法工作者、自主创
业者等 10 个职业类型，吸引
全市各行业在职员工踊跃报
名。自去年 11月 20日开始报
名，12 月 10 日起接受网络投
票，截至 12月 31 日，共有 876
人报名参赛，网络累计投票
36.98 万次，访问量 456.9 万
次，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精
彩铜陵和铜陵网微信平台联合
承办大赛，显示了网络新媒体
的巨大影响力。

经过初赛选拔的各行业前
30 名选手分批进入现场复赛。
选手们现场展示职业风采，通
过自我介绍、岗位阐述、职业感
言、技能展示等环节，讲述从业
故事，展示技能特长，表达对本
职工作的热爱，发出“劳动最
光荣、工作最快乐”的共同心
声，吸引了众多热心市民现场
观看。

随着大赛复赛落幕和行业
“十佳”、“ 最佳” 评比揭晓。
近期，主办方将隆重召开表彰
会，为职业秀获奖选手颁奖。

洪莉莉

劳动最光荣 大胆秀出来

铜陵市首届职业秀大赛落下帷幕

本报讯 日前，铜冠机械公司被贵州省瓮福集团公司
授予 2015 年度“优秀供应商”荣誉称号。

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集磷矿采选、磷复肥、磷煤
化工、氟碘化工生产、科研、贸易和国际工程总承包为一体

的国有大型磷化工企业，年产值为 300 多亿元。
2015 年，铜冠机械公司累计向该公司销售环保备品备件

600 万元，由于销售备件发货及时，备件质量受到该公司上下
一致好评，备件款基本回笼。 王征社 张剑飞

铜冠机械公司获贵州瓮福集团“优秀供应商”称号

本报讯 今年，技术中心将进一步
完善自主创新体系，加快自主研发平
台、创新能力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强知
识产权的创造和管理，推进自主创新成
果转化，增强核心竞争力。通过积极拓
展内外市场，稳步提高科技经营效益，
实现销售收入与利润同步增长。

进一步深化创新体系建设，提高科
技管理水平。该中心将加快完善科技创
新体制机制，整合科技研发资源，调动
科技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发挥集团公
司整体科技资源优势。加强科技项目管
理，严格科技项目立项把关，注重项目
技术水平，精化项目数量，选准课题，集
中优势科技资源，攻克技术瓶颈。

进一步改善科技研发条件，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该中心进一步改善采、选、

冶研究所实验室软硬件条件，不断
提升科技研发能力。采矿研究所以
“姚家岭锌金多金属矿前期采矿工
艺技术研究”等课题为重点，加强对
矿山充填工艺技术研究；选矿研究
所立足 “提高铜山铜矿新建选矿厂
试生产指标联合攻关研究”等课题，
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提升自身科技
攻关能力及技术服务水平；冶金研
究所以开展 “回收冶炼厂污酸废液
中的铼的中试试验” 等课题研究为
重点，立足集团公司现有产业、区位
和资源优势，多渠道大力推进循环
经济。

进一步拓展内外市场，提升科
技经营效益。该中心设计咨询充分
利用集团公司内部技术资源，不断

优化工程设计（咨询），采用通用成熟、
高效低耗的技术装备，降低项目工程投
资和相关费用。同时，检测中心充分利用
国家认可实验室平台，承担与集团公司
主业相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的起草。能
源科技公司加强与主管部门的沟通，认
真研究公司的发展方向和定位，争取集
团公司和成员企业的支持。

进一步推进绩效管理，提升管理能
力和水平。该中心将以检测资源为核心，
整合集团相关企业的检测分析资源，加
快推进集团层面的检测重组工作。组织
开展设计研究院股权多元化改制研究工
作，把设计院的发展与经营层、管理和技
术骨干的个人发展结合起来，通过改革
推动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的创新，
增强企业的发展活力。傅大伟 张 蓓

技术中心着力自主创新体系建设提升经营效益

本报讯 以“地毯式”的检查，全面
排查治理生产工艺系统、设备设施、作业
环境、防护设施等方面存在事故隐患，从
而保证了隐患排查、整治、验收、销案形成
闭环管理。2015 年，集团公司在安全管理
中狠抓源头治理，切实提升了专项管理力
度。

紧盯重点行业领域，集团公司扎实开
展了“严执法、排隐患、强管理”专项“铸
安行动”。活动中，各单位全面实行安全生
产问题、整改、责任“三个清单”，深入排
查化解各类隐患风险。通过严格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健全安全生产长效监管机
制。各单位还通过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完
善了生产系统和设施，安全保障能力明显
提高。

集团公司将“六打六治”打非治违专
项行动与安全生产大检查和矿山整顿关
闭、油气等危险化学品罐区安全专项整
治、油气输送管道隐患整治、粉尘作业使
用场所安全专项检查、电梯和游乐设施等
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职业病危害专项

治理、加强应急救援演练等紧密结合，将安
全生产大检查中发现的严重非法违法行为
和重大隐患，纳入“打非治违”的重点内
容，依法依规严厉打击、彻底整治。

在扎实开展各项专项活动的同时，集
团公司还紧盯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
一年来，全公司 32 家涉危单位一一进行了
各个层面的危险物品安全专项检查。安全
管理措施不到位，危险物品生产、存储现场
安全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得到及时整改，解
决各类事故隐患和存在问题 125 个。集团
公司修订完善了应急预案，各单位也按照
要求开展应急演练，配备应急物资和器材，
通过演练评价找出不足，不断对应急预案
进行修订，完善应急救援体系，提高预防事
故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集团公司通过严把外来队伍准入关，
集团公司将外来队伍作为监管工作重点，
严格审查外来队伍安全生产资质条件，签
订安全管理协议，缴纳安全生产风险抵押
金，并对外来施工队伍实现无差别管理。

朱 莉

集团公司从源头治理狠抓安全

本报讯 2015 年，仙人桥矿业公司生
产铜量 900 吨，突破该公司历史最高值；
全年累计完成销售收入 4763 万元。

为完成去年集团公司下达主产品铜量
任务，该公司加大生产探矿力度，组织自身
力量，摸清南山矿段的资源状况，在此基础
上对井下负 140 米中段 7———11 线采矿
方法进行了调整，由充填法调整为空场嗣
后充填，加大了采矿强度，提高了生产效
率，简化了生产工艺，保证了生产衔接，降
低了生产成本，解决了尾矿出路。同时，实
现负 180 米、负 100 米中段的生产能力匹
配，扭转了三级矿量不平衡的被动局面，保
证矿山在选矿技改用去 70 天的情况下，
矿石的有效供应。

积极完善生产系统，使匹配系统能力
运行合理。由于矿山生产的正常来自于系
统正常运行，在不断完善系统的同时，充分
考虑到企业的运行成本，该公司组织实施
西风井通风机选型优化设计施工；根据生
产实际，对东、西风井风机运行时间进行调
整和优化运行；完成选矿及充填回水循环

系统的改造运行；组织实施充填系统的完
善与满负荷充填；根据集团公司要求，该公
司完成选矿浮选系统的改造等一系列系统
优化工作。

积极优化生产组织，保证设备设施平
稳运行。该公司在浮选系统技改的基础上，
切实加强设备设施维修维护工作，确保生
产正常进行。调整了维修人员配置模式：将
维修人员划分到各生产工段，改变过去集
中管理的模式，变被动抢修为主动预修，进
一步将维修工作责任到工段、责任到维修
人员，提高维修效率和效果，降低设备故障
发生的概率；认真执行了检修项目确认制：
每次月度检修结束后，都由车间设备管理
人员对照检修计划逐一确认，确保检修工
作保质保量完成：积极实行设备区域负责
制：在日常生产过程中，将所有设备点检、
润滑按区域进行划分，由生产操作人员直
接负责，发现问题立即处理汇报。设备运转
率较以前有明显提高，为该公司全年生产
任务的完成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周钧

仙人桥矿业公司去年 100%完成铜量任务

本报讯 2015 年，有色置业公司持续
攻坚发展稳定任务，经济实现稳中有进，全
年完成项目投资 2.9 亿元，房屋续建和新
建施工面积 35 万平方米，工程合格率达
100%，全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一年来，面对宏观经济放缓、实体经济
下行、行业竞争加剧、区域楼市下滑、库存
去化压力增大、辅业转型增效艰难等严峻
形势，该公司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应对风
险挑战，咬定目标，打破常规，精准发力，项
目建设稳步推进，营销攻坚取得成效，提质
增效向纵深迈进，安全生产无事故，项目建
设成果明显，迎江花园 4 栋高层 6 月底全
部交付使用，观山名筑 6 号、7 号高层单体
竣工验收，于去年 9 月末顺利交钥匙，扫
尾工作基本完成。经过六年开发，1至 7号
楼工程建设告一段落，976 套住宅全部投
入使用。铜官别院、学府名都等项目建设按

照要求扎实推进。
面对区域楼市呈现整体低迷，库存量

大、成交价下滑，楼盘扎堆上市，房企竞争加
剧的新变化，该公司提前谋划，加强调研预
判，制定营销对策，坚持降库存，去房源，攻
营销，抢市场，争销量，全力推进新项目开盘
预售，持续消化库存房源。从营销策略入手，
优化市场推广，拓展营销渠道，突出楼盘特
点，采取差异化营销策略，推广楼盘展示亮
点，提升品牌在市场的知名度和认可度。用
活促销政策，吸引潜在客户，先后开展购房
补贴契税、报商优购、团购优惠、转介奖励、
电商合作、社区促销等活动，提高销售成交
率。

同时，该公司围绕挖潜降耗，提质增效
主题，主攻扭亏增盈目标，推进辅业单位抓
管理、挖潜力、拓市场、争效益，稳定经营。

王松林 周尚清

有色置业公司去年经济稳中有进

1 月 31 日，市与我同行爱心协会第九组组织部分会员及志愿者，在义安区五松镇敬
老院为老人们包饺子。春节临近，该协会部分会员自己在市场买 9 公斤面粉、9 公斤饺肉，
大白菜、香菇、葱及调料带到敬老院，现场为老人们包饺子。饺子煮好后，他们把热气腾腾
的饺子端到老人面前，提前给老人们过个小年。 张明亮 摄

邹胜余是凤凰山矿业公

司露采车间铲运班班长。他

踊跃参加露天采场边帮浮

石清理工作，脏活、累活、险

活抢着干，赢得车间上下一

致好评。

他对每一台设备指定

专人负责制，确保车辆出勤

率，严核成本考核力度，对

各类驾驶员油料消耗和备

件费用分别制定适宜的单

位用量或单价，与完成作业

量挂钩，实行公示制严格考

核。他带领班组员工全年提

合理化建议 16 条，其中

《凤凰铁矿矸石综合治理

利用》为姚家岭储备矸石 3

至 4 万吨，价值 50 万元。

2015 年 1 至 10 月份，

在他的带领下，铲运班取得

剥离 5.5 万立方米、实现供

矿 3.73 万吨、完成采剥总

量 6.55 万 立方米 的 好 成

绩，班组没有发生过一起人

身和设备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