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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5 年，动力厂全年销
售收入同比增长 11.95%，利润完成全
年计划的 126.72%。销售收入、净利润
双双增收。

去年一年来，动力厂精心组织热
电生产，确保系统稳定运行。该厂认真
抓生产运行过程管理，强化岗位作业
人员培训与考核，努力提高运行人员
巡检、监盘、操作水平。同时，加强煤、
水、油等物质的采样、制样、化验管理，
为机组运行提供准确的数据资料，及
时调整工艺参数，提高机组的热效率。
针对市场用户不足，开停炉频繁的不

利条件，该厂加强与集团公司总调、蒸汽
用户的联络协调，科学合理安排停启炉
时间，提前做好热网暖管和用户用汽准
备工作，尽可能缩短机组启动时间，降低
启炉成本消耗，保证机组并网后辅机、环
保系统的正常投运。

去年，动力厂扎实推进各项专业管
理，着力提升绩效。该厂正式将热电项目
纳入卓越绩效管理程序。对热电系统，该
厂实施以目标利润为主要内容的考核模
式，对供水系统推行以成本控制为核心
的考核模式，并实现 KPI 考核分解到班
组及员工。同时，坚持每季召开经济活动

分析会，对照对标指标总结比较每季度
各系统生产技术经济指标。在能源管理
中，该厂积极配合集团公司有关部门，开
展能源管理中心建设工作。全年完成水
系统供水计量点 56 个，供电计量点 14
个所需全部资料的提交工作。根据季节
及用户水量变化，该厂合理控制蓄水位，
严查供水管线跑冒滴漏，减少能耗浪费；
同时，重点控制热电系统启炉过程时间、
运行煤耗、厂用电率，多方位提高热效
率。动力厂还深入开展标准化、三标一体
化工作。一年来，该厂新增热电项目管理
内容，修订完善了全厂管理标准、工作标

准、技术标准，三标一体化通过了公司内
部审核和外部复审，取得安徽省质量技
术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标准化良好行为
证书》。

动力厂还在职工中广泛开展劳动竞
赛、技术比武及“岗位之星”评比等活
动，激发了职工工作热情。一年里，该厂
围绕“节能降耗、提质增效”，开展劳动
竞赛活动，同时，举办安全环保、消防、档
案、班组长等各类培训 22 期，全员培训
率达 64.8%；在合理化建议活动中，该厂
共征集合理化建议 335 条，合理化建议
参与率达 94.8%。 朱莉 章传红

动力厂去年销售收入及净利润再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 去年，金昌冶炼厂克服
环保限产、工艺设备老化、人员减少、
原料复杂且供应不均衡等诸多困难，
创新生产组织模式，对标挖潜，减亏增
效，在主产品粗铜、电铜、硫酸均超额
完成公司计划的同时，各项主要经济
技术指标也得到改善，其中吨铜综合
加工成本、铜冶炼综合能耗分别在预
算的基础上下降 6.93%、3.65%，高纯
铜产出率、电铜电效比上年同期均有
所提高。

去年，该厂针对环保限产，优化各
工序生产能力配置，保持粗炼系统转

炉两开三倒模式，停开制氧一系统和一
台 GM 风机，在新的产能水平下构建新
的生产平衡，确定“以硫定产”的生产组
织原则，在环保达标的前提下，最大化提
升奥炉处理量，优化奥炉各项指标参数，
粗炼系统的产量和经济技术指标得到持
续提升和改善。针对维修队伍整体划入
工程技术分公司的实际，及时调整优化
设备管理责任体系，重新制定工作流程
与管理制度。在年度停产检修工作中，该
厂完成奥炉和转炉烟气分配系统技术改
造，有效解决影响生产和环保达标的瓶
颈问题，为生产稳定运行和实现环保达

标排放创造了条件。在日常生产中，充分
利用奥炉提换枪等时机，开展计划性检
修，最大限度压缩非生产时间，全年奥炉
作业率稳定在 95%以上。

在降低生产成本上，该厂深入开展
“对标挖潜、降本增效”活动，遴选 17
项关键指标，在五个基层车间开展达标
达杆赛。同时，围绕提升阳极铜产量，在
熔炼车间开展短途攻关赛等。为推动挖
潜降耗效果，该厂制定贯穿全年的挖潜
增效专项竞赛方案，提出 26 项重点措
施，细化落实到责任人、具体实施方案，
取得较好效果。其中电解缩槽调整，共清

退劳务用工 103 人，同时降低槽存铜
3600 吨；开展了砷渣返炉试验，年处理
砷渣 2000 吨，节约费用 400 万元；改进
商业运作模式，实施了转炉炉寿周期包
干和阳极炉还原煤吨铜指标包干的公开
招标，年可分别降低 60 万元和 40 万
元。大力开展控制存货及考核工作，铜库
存量远低于 13500 吨考核值。积极推进
备件材料二级库动态管理，全年累计消
耗二级库库存 264 万元。强化能源管
理，全年累计发电 658.6 万千万时；获得
电费政策性减资 116.97 万元；直购电节
约电费 1262.44 万元。 齐宏明

金昌冶炼厂去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改善明显

“质检工作是生产的眼睛，身为
一名取制样工，必须认真负责，一丝不
苟，把好质量关。”这是铜冠冶化分公
司综合车间取样一班班长陈盛的座右
铭。自 2011 年 5 月由集团公司原质
计部调入铜冠冶化分公司以来，陈盛
一直从事取制样工作。多年来，他尽职
尽责，用一双“火眼金睛”，为企业把
好质量关。

取样班负责公司进出原料、产品
的综合检验工作，陈盛深知自己肩负
的重任，他工作一丝不苟，绝不放过任
何一处细小的差错。去年 2 月的一
天，陈盛像往常一样在货场对从小矿

山采购的铁砂进行取样作业。他发现
由于砂子较潮，部分货车倾倒完后车
厢里仍有少量铁砂附着，虽然量不多，
但多车累积可能会造成一定偏差，陈
盛马上喊停司机，拿起铁锹爬上车厢，
将残留的铁砂铲下，这件看起来不太
起眼的“小事”，却保障了公司的利益
不受损失。

多年的认真和执着，练就了他一
双“火眼金睛”。去年年初的一天，陈
盛正在对采购的铁砂进行车上取样，
他发现一前一后有两辆货车装载的铁
砂颜色存在一些差异，凭借多年的工
作经验，他断定这两车铁砂品位波动

较大。陈盛立刻上报领导，建议将这两车
分开取样结算，得到了领导的赞同。最终
经过化验发现，两车的铁砂品位误差超
过了 1%。事后领导对陈盛竖起了大拇
指：“多亏你这火眼金睛，让公司避免了
损失啊！”陈盛经常出差监督发货，有时
要一连几天通宵跟随客户卸船取样，他
从没叫过一声苦。当与客户发生质量异
议时，他时刻把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不卑不亢，据理力争。陈盛关心照顾班里
的老同志，遇到困难总是一马当先，冲在
最前线。多年来，他一天年休假都没休
过，并且还主动放弃双休日坚守岗位工
作。 陈 潇 方 超

用一双火眼金睛把好企业质量关
———记铜冠冶化分公司优秀员工陈盛

春节临近，铜山矿业公司全面细化安全工作，注重源头治理，全面筑牢和夯实安全生产管理基础，提升矿山安全指数。
图为该公司保卫部经警正在核对相关爆破物资数量并进行签字确认。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张霞 摄

提起凤凰山矿业公司选矿车间电
气工段工段长胡镜，工友们都说他这
几年获得了不少荣誉：2009 年、2010
年矿业公司优秀共产党员，2011 年集
团公司优秀共产党员，2013 年矿业公
司优秀班组长，荣誉的背后是他勤勤
恳恳的工作。

胡镜领导的电气工段担负着选矿
车间所有电气设备的维护、备品备件
维修和技术改造任务。多年来，工段在
他的带领下，扎实开展标准化班组创
建工作，从而保障了电气设备安全正
常运行，保证了生产任务的完成。

安全是矿山生产的第一要务，与
电气设备打交道，人的安全、设备安
全都是他要考虑的。他建章立制，重
新修订完善了工段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形成了规范、有效的安全管理规
章制度，实现了依章管理。加大对安
全目标、安全事故、“三违”现象的考
核力度，做到了任务细化，措施硬化，
工作深化，促进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的落实。

针对选矿车间电气设备老化、人
员不足等现状，他要求各值班组在交
接班过程中做到安全无隐患、设备无
故障，确保生产安全。在严格安全检查
制度，狠抓隐患排查与治理上，他采取
安全自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检查与
整改相结合，带领职工消除生产中人、

机、环境的不安全因素，2015 年工段自
查整改了 10余项设备故障。

作为一名工段长，为节约成本，他
动了不少脑筋。他鼓励员工学习新技
术，提高维修质量。每季度开展一次经
济活动分析。在修旧利废上，2015 年修
电机 35 台，其中大修电机 30 台，为企
业节约外出维修资金 3万余元。

为提高生产效率，他还带领工段职
工开展各项技术改造。选矿石灰浆搅拌
系统改造安装工程不仅节约了石灰用
量，而且避免了水质污染；精矿陶瓷机
气源改造不仅降低了维修成本，而且减
小了现场噪声；细碎润滑液压油站改
造，保证了细碎产品粒度，降低了设备
故障率。

王松林 段青

干工作从日常小事做起
———记凤凰山矿业公司优秀班组长胡镜

1月 29 日下午，铜冠冶化分公司
会议室内一片欢声笑语，该公司职工
自编自导自演的春节联欢会“明天会
更好”正在这里上演。现场，精彩的节
目一个接一个；掌声、欢呼声一波连一
波，好一派热闹的景象。

在喜庆的音乐伴奏中，开场
舞———《开门红》 正式开启了整台晚
会。欢快的音乐，火红的灯笼，喜庆的
服饰，如同舞蹈的名字一般，是该公司
员工对企业的祝福，是对该公司本年
度生产经营能够取得开门红的期盼。
“新的一年，我们要紧紧围绕经济效
益这个中心，加强安全环保管理，全面

‘对标挖潜’，尽力增收节支，全力开拓
市场，注重产销结合，提高全员创新观
念，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在成本控
制、指标改善等方面精益求精。”该公司
负责人提出了今年发展的方向。正如该
公司负责人在新年致辞中说的一样，
“有全体员工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精
神，用我们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我们
有理由相信新的一年再创新的辉煌和更
加美好的未来！”“前路坎坷，有冶化人
的陪伴，我们无所畏惧。”主持人的串词
道出了该公司全体员工的心声。在《明
天会更好》的歌曲声中，晚会圆满落幕。

傅大伟 钱庆国

歌声传情 舞蹈达意
———铜冠冶化分公司春节联欢会侧记

近日，铜山矿业公司召开 2016 年工作会议，鼓励先进，凝聚力量，对各类取得
优异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图为对获得“四强管理部门”的三个部门
进行授牌表彰。 夏富青 陈幸欣 摄

本报讯 去年，仙人桥矿业公司
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为零，无重大
安全生产事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重
大职业病事故、重大火灾和人身伤亡
事故，“三废” 排放达到国家标准，顺
利实现安全年。

刚刚过去的一年，该公司以扎实
开展“三项行动”、“隐患排查治理”，
实施“安全生产年”各项活动为契机，
通过采取深化基础建设、强化责任落
实、健全工作机制、实施专项行动等有
效措施，取得了较好的安全实效。

该公司与基层单位（项目部），基
层单位（项目部）与班组，层层签订安
全生产责任状，认真落实责任追究。强
化各单位安全绩效考核，每月根据月
度安全检查和月度安全环保计划完成
情况对各单位进行考核，促进安全管
理责任落实到位。加强反“三违”查处
力度，及时曝光处罚。根据集团公司下
达的反“三违”指标，矿业公司结合部
门、基层单位和项目部的实际，在月度
综合计划中下达“三违”查处指标，次
月考核兑现，员工违章对照矿业公司
《员工违章累计记分管理办法》 给予
相应的处罚。一年来，通过自查互查，
共查处“三违”49起，罚款 2.55 万元。

突出安全难点，提升监督管理能
力。该公司针对选矿浮选技改工程工
序复杂、项目交叉作业多现状，为了确
保选矿浮选技改安全顺利进行，技改
领导小组从“前期计划早准备、事中
检查抓落实、事后总结促提高”三个
方面开展好工作，技改期间无设备和
人员事故发生。坚持安全与生产实际
相结合，基层单位加强设备检查维护
力度，部门发挥技术职能服务，通过互
相协作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共同解决
生产中的隐患和瓶颈问题，确保安全
生产。多举并措，确保尾矿出路。一方
面强化井下采空区协调充填，另一方
面加强外部运作，通过社区协调、对外
销售、综合利用等形式减少尾矿地表
堆压力。2015 年，未发生因尾矿造成
较大污染事件。

筑牢安全根基，注重源头措施防
范。该公司扎实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工
作，着力增强全员安全发展意识。组织
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及时参
加培训班和考试，确保作业人员三级
安全教育培训合格率达到 100%。认
真开展“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
先后开展了宣传动员大会、横幅签名
活动、反“三违”曝光处罚活动，组织
开展了班前安全宣誓、“安全一家
亲”、“致员工家属一封信” 活动，参
加了安全征文、环保演讲、全员安全知
识考试、安全知识竞赛活动等，建立了
副井下井人员指纹考勤系统，积极开
展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认真开展
“隐患排查与治理”工作。根据矿业公
司实际及季节性特点开展月度安全检
查和各项安全专项检查工作。2015
年，共开展 12 次月度安全大检查，两
次防洪防汛专项检查，一次通风专项
检查、消防安全专项检查、火工品管理
安全专项检查以及节后复工安全专项
检查、安全标准化建设大检查、环保专
项督查，共查出各类隐患 142 条，已
全部整改销案。此外，根据上级要求开
展专项检查，先后开展了“专家会诊”
隐患整改、检查、落实工作。深化“打
非治违”和专项整治工作，落实公安
部《十条规定》专项检查、整改工作。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周钧

仙人桥矿业公司再获安全年
力度加大 能力提升 源头防范

本报讯 2016 年，铜冠黄铜公司
确定的工作主题是 “坚持方向保增
长，调整结构促增效”。为此，该公司
将以市场为导向，通过技改研发保持
动态品种结构，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努
力实现增产增效；适应经济新常态，转
变发展方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不
断增强发展后劲。同时，持续在加强精
细化管理和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上出实
招，确保各项经济责任制目标顺利实
现。

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铜冠黄铜
公司将重点做好 “六个强化六个提
升”。该公司强化市场运作，树立精益
营销、精益营销理念，突出市场营销重
点，加强营销队伍建设，提升效益水
平。强化生产组织，提升运营效率。该
公司将从加强生产组织入手，由连续
化生产调整为“间歇式”生产方式；实

施“避峰就谷”生产模式，在保证生产安
全稳定运行的前提下，利用不同用电时
段的电价差，优化生产组织，降低用电成
本；优化工艺操作管理，切实稳定和提高
技术经济指标。强化设备管理，提升运行
质量。该公司将加强制度管理，以养代修
强化设备维护；科学筹划备件辅材，提高
设备维修效率；加强关键设备功能精度
管理，保障运行效能。强化安环意识，提
升防范能力。该公司将落实安全环保责
任，加大安全环保力度，增强安全环保意
识，保障安全生产和绿色发展。强化精细
管理，提升管理水平。该公司将细化措施
严格对标，深化目标成本管理。强化党建
管理，提升绩效水平。该公司将不断完善
党建工作体系；不断完善企业文化体系；
不断推进“阳光工程”建设；不断推进
“温暖工程”建设。

朱莉 钱庆华

铜冠黄铜公司保增长促增效

为加强对医务人员职业道德行为的约束和监督，提高廉洁行医、服务群众的
道德意识，2 月 2 日，铜陵市立医院召开社会监督员座谈会，广泛征求他们对该院
医疗服务工作的意见。来自全市各界的 10 名行风监督员参加了会议，提出了意见
和建议。图为座谈会现场。 钱扬顺 摄

为丰富职工春节文化生活，日前，铜冠物流金运分公司组织开展了职工小桥牌
比赛，来自分公司多个岗位员工约 40 人参加了比赛。图为比赛现场。汪开松 摄

本报讯 春节即将来临，为进一
步做好节日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日
前，凤凰山矿业公司在全公司范围内
开展节前安全环保综合大检查活动。

本次检查共分四个小组，各检查
组根据公司安委会制定的《凤凰山矿
业公司安全检查表》，分别对各单位
安全基础资料、现场安全情况进行了
检查。在安全基础资料检查方面，检查
组根据矿业公司安全生产工作的需
要，对全公司各单位的安全基础资料

建立健全情况等进行了检查。在现场检
查方面，各检查组认真检查了新老尾矿
库；露天复垦工程地表尾泥排放安全情
况及坑下各排放监测点安全状况以及冬
季防火、防冻措施落实情况。这个公司要
求各单位要以此次检查为契机，加强安
全管理，认真落实隐患整改工作，把事故
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各单位要开展安
全生产自查工作，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
作全面进行查缺补漏，完善安全基础工
作。 段 青

凤凰山矿业公司开展节前安全环保综合大检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