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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胡，那边有个弯头，快拾起
来。”电工班长王俊指着不起眼的墙
角对维修工胡维宗说。“哎，这个弯头
还能用！”工友胡维宗一边捡起弯头，

一边兴奋地喊到。这是 2 月 15 日发生
在冬瓜山铜矿提升二区维修班废料堆里
忙“淘宝”的场景。

原来，为了有效控制备品材料耗费，
降低经营成本，使废旧物资的使用价值
得到充分利用，该区在开展降本增效活
动中，大力倡导“变废为宝、节俭增效”
的理念，积极引导职工树立勤俭节约的
思想意识，从点滴做起，从小事抓起。他

们利用工余时间组织人员在废料堆里开
展“淘宝”活动，得到了全区职工的积极
参与，大家一有空就在废料堆里捡出变
形的小钢带、钢筋、塑料电缆挂钩、弯头、
管接等，把“淘宝”来的“宝贝”分类归
整运送到废料仓库，再由维修人员挑选、
修整，进行二次使用。

“在我们眼里，所有的废料都有可
能是‘宝贝’，一个不起眼的螺杆、螺帽

我们都会捡起来，妥善保管以备不时之
需，同时现在废料堆也成了我们工区的
‘藏宝阁’。”这是该区区长陈明的话。

昔日无人问津的“废料”，如今变为
工友的“宝贝”。近日，该区在确保安全
生产的同时，抽调职工对废旧的 3 台 20
吨、2 台 10 吨电动葫芦、2 台电机重新
绕线进行二次回收利用，仅此一项就节
约 10万元材料费。 胡敦华

废料堆里忙“淘宝”
本报讯 今年，金泰化工公司加大

产、销两头“重戏”建设力度，用三条
主线确保产销平衡，保证企业效益。

确保设备运行参数稳定一条线。
今年，该公司深入开展全员设备管理
活动，深化设备承包机制，完善设备挂
牌制度，完善设备在线监测和亚稳态
报警功能，完善 《设备检修标准》、
《设备维保标准》、《设备操作标准》、
《设备巡检识别标准》；加强对质保期
内重复检修、责任设备事故考核和责
任追究。加大设备隐患排查和整改力
度，强化变更作业管理，增加点检频
次，提高维修质量，降低设备故障率，
保障设备持续稳定运行。

确保工艺参数稳定一条线。今年，
该公司将持续开展对各生产装置的优
化升级改造工作，重点针对丙碳系统
和二乙酯系统工艺参数不稳定进行标
定并改进自动化联锁控制系统。加强

生产过程中温度、压力、液位、流量、组分
等工艺参数检测、评估、标定与固化工
作，进一步稳定和提升产品品质，优化各
项技术经济指标。

确保产供销平衡稳定一条线。元月
份开始，该公司就根据市场、价格、库存
等因素安排生产计划，着手做好与供汽
单位的沟通和协调，精心组织生产。严格
执行“对冲”销售模式，降低库存跌价风
险。加大市场开发维保力度，进一步巩固
内外贸两个市场，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
大力提升电池级小产品的销售份额，利
用国家对电动汽车行业大力扶持的利好
条件，开发汽车电池制造生产商市场，增
加小产品对边际利润和企业整体经营效
益的贡献率。加大应收账款管理力度，继
续优化压缩应收款账期和规模，保证货
款到期回收率达到 100%。加强销售队
伍建设，完善客户管理，提高客户满意
度。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高敏

金泰化工公司

新年产销平衡确保三线稳定

本报讯 工程技术分公司金昌项
目部春节前早准备，备全备齐设备易
损件；同时，合理安排项目部领导和各
工种维修班节日长假值班人员，确保
春节长假期间业主———金昌冶炼厂生
产设备出故障时能及时有效处理，不
误生产。

春节期间，项目部值班领导和各维
修班值班人员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坚守
各自工作岗位，手机24小时开机，随叫
随到，及时排除设备故障，有力保障了
金昌冶炼厂节日期间正常生产。

2 月 7 日，年三十，春节长假首日
一早，寒风阵阵，地面低洼处的积水均
上冻结冰。8时不到，金昌项目部各维
修班的节日值班人员已全部到厂。上
午，金昌冶炼厂熔炼车间 0 号转炉电
动风闸出现故障，3 号转炉风眼机损
坏相继停止运行，阳极炉 1 号圆盘电
路、2 号圆盘电路不通，项目部值班领
导带领机械一班、电气一班和管道铆
焊班三个班组值班钳工、电工、起重
工、电焊工、铆工进行抢修。2 月 8日，
大年初一，熔炼车间风机房新设备螺
杆风机出故障，阳极炉 2 号 10 吨行
车主动轮和 3 号 10 吨行车被动轮损
坏，综合车间亚铁泵工作不正常，项目
部值班领导又赶到现场组织、协调。机
械一班和机械二班钳工、起重工以及
管道铆焊班电焊工、管道工相互配合，
将这几台设备故障修复。年初二，金昌
项目部各维修班的设备报修电话更
是接踵而至：硫酸车间尾气处理管道
一处开裂，电解车间四期 2 号种板生
产泵电动机启动不了、同时出液管道
弯头焊缝处漏液，始极片 2 号液压订
耳机滚筒电机不工作，5 号行车、9 号
行车工作不正常，厂电解铜库 4 号行
车提升电机不工作，熔炼车间奥炉炉
壳外挂水套开裂等全厂五大生产车
间多台设备出现故障，金昌项目部 6
个维修班值班人员全部出动投入抢
修，将设备故障一一排除。节日期间，
共排除故障 45 起，有力保障了金昌
冶炼厂正常生产。

嵇家保

工程技术分公司金昌项目部

确保业主春节长假生产正常

“……去年年底，我们工区就布
置了降本增效工作，为此专门制定了
降本增效周会制度。各班组汇报具体
做法、交流经验、取长补短，这为我们
的通讯报道工作提供了肥沃的土
壤。”

“我们单位的降本增效竞赛工
作已经拉开了序幕，先进事迹层出不
穷……”

“我们工区从备品备件这个大
头入手，加速推进备品备件国产化进
程，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区领导还
落实了跟踪报道计划。”……

2 月 16 日上午，年味尚浓，在冬瓜
山铜矿二楼会议室里，来自全矿各单位
的 20余名通讯报道员就如何做好降本
增效宣传工作的讨论分外热烈。

为了保证降本增效工作扎实有效
地开展，春节期间，冬瓜山铜矿紧紧抓
住降本增效这项重点工作不松懈，在职
代会、工作会宣传、落实的同时，连续发
文，对与降本增效相关的“节支承诺”、
“一专多能”和“修旧利废”等工作作
出具体布置。这次召开的“降本增效”
宣传活动小组专会，其目的是强化全矿
通讯报道员对降本增效宣传活动的认
识。与会通讯员们就降本增效系列活动
中的学习认识、演讲比赛、建言献策、主
题征文、“五小” 竞赛等五项重点宣传
工作，纷纷提建议，谈设想，说规划。窗

外春寒料峭，室内春光融融。
听了与会通讯员们的热烈讨论，该

矿党委副书记张建国深有感触地说：
“冬瓜山人在这场降本增效攻坚战中，
要有着强烈的大局意识，体现出大矿的
担当。降本增效不仅是矿山发展的需
要，更是保证每位员工既得利益不受影
响的要求。作为通讯报道人员，你们的
工作也十分重要，要把先进事迹报道出
去，起到为降本增效活动鼓与呼，激励
士气，提振信心的作用。只有全矿上下
齐心协力，我矿节支 4000 万元的目标
一定能实现，夺取降本增效这场攻坚战
的全面胜利！”

清茶一杯，温暖馨香；降本增效，春
潮涌动……

沈成武

不尽春潮滚滚来

本报讯 一直以来，铜冠机械公
司坚持深入开展内涵挖潜活动，持续
强化内部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去
年，该公司通过持续对库存物资动态
盘点，库存总金额、产成品及其它各类
物资库存金额与 2014 年相比，分别
下降了 13.3%、8.3%、18.3%。

紧盯“十三五”目标，编制完善
发展规划。该公司去年按照集团公司
“十三五”规划编制原则与要求，结合
行业发展趋势，在充分调研、科学论证
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装备制造业“十
三五”规划，确保规划的战略性、宏观性
和指导性。紧紧围绕公司的整体目标和
战略任务，认真做好职能和业务规划目
标任务分解落实工作，加强对规划跟踪

考核分析，对规划进行滚动调整。
面对经济下滑、出现亏损的不利

局面，该公司积极研究部署了“提质
增效、挖潜降耗”具体措施和实施办
法。加强应收账款与清欠工作力度，全
面做好应收账款对账工作；完善奖惩
办法，将应收账款目标任务分解落实
到各销售单位、每一位营销员；加强库
存管理，将物资及产成品等库存指标
分解落实到每一位采购人员及各销售
单位负责人；坚持源头采购，保证原材
料、外购外协件质量。持续做好库存物
资动态盘点，加强对长期闲置物资的
盘活利用和产成品控制。该公司库存
总金额、产成品及其它各类物资库存
金额与 2014 年相比，分别下降

13.3%、8.3%、18.3%。
不断加强内部管理。随着精细化管

理深入推进，该公司完成了现场标识工
作，编制完成了装配与焊接工序卡。稳步
实施绩效管理。该公司制定了《2015 年
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对各岗位实行
ABC三级评价考核，实现组织绩效和员
工绩效管理的全覆盖。在质量管理上，该
公司进一步深化落实了质量主体责任，
制定实施产品质量追溯制度，2015 年，
共计执行 60 人次质量责任追溯。加强
产品及过程质量改进，去年共召开质量
工作例会 37 次，制定完成整改措施 50
条。强化定额管理，完成了定型产品材料
和工时定额修订工作。

傅大伟 王征社

在内涵挖潜中持续加强内部管理
铜冠机械公司

本报讯 日前，天马山矿业公司
天马山副井井筒掘砌工程安全施工到
底。该井筒井深 825.8 米，共建单侧马
头门 11 个，双侧马头门 3 个，完成掘
进量 2.245 万立方米。

该工程自 2013 年 7 月 1 日开工
建设，于2016年 1月 25日顺利实现
安全掘砌到底。该工程在施工过程中
先后遇到井筒涌水，最大涌水量达到
每小时50万立方米。为保证安全施工，
经各方讨论后决定采用井筒壁后注浆
方法治水，并在井下放置两根800多米
的水管进行抽排废水至净化站，经过处
理净化后作为生产水补给使用。该公司
重点工程办公室精心部署、科学组织施
工，按照施工组织计划和工程时间节点
有序推进工程进度。不断加强安全措施
防范和现场施工过程管理，在施工过程
中把施工安全放在首要任务来抓。建立
和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安全确认

制，每道工序生产作业时都设有安全责任
人，确认工序操作无误方可进行下步工
序。同时，设备维修人员每天对机械设备
进行巡检，卷扬设备保证一人操作一人监
护，发现问题，及时汇报整改，确保工程施
工安全。在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公司各部
门的齐心努力下，实现井筒掘砌工程安全
施工到底。

2016年 1月 28日，由业主方、施工
方、监理方的专业技术人员对该井筒掘砌
工程进行了组织预验收，分现场质量检查
组、测量组，对施工质量进行全面检查，
并对井筒断面和坐标做了认真校对和记
录，为下一步中段开拓提供了可靠的数
据。在预验收总结会上，验收专业组一致
认为该工程项目符合设计标准要求，一
致同意本次工程通过预验收。该工程顺
利完工，为该公司井下深部延深工程矿产
资源开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公司后续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朱艳 杨积信

副井井筒掘砌工程安全施工到底
天马山矿业公司

本报讯 今年，张家港铜业公司
在扎实做好日常基础管理的基础上，
大力推进管理创新，着力提升管理绩
效。

该公司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实
际，按照“生产与商务两个一线”
的总体工作布局，选调精兵强将充
实到生产车间和商务部门，在机关
其他部门大力实施 A、B 岗和 “一
岗多能、一专多能”的工作模式和
关键岗位轮岗制度。目前，该公司

两级机关管理人员仅有 76 人，较
往年相比下降 13%。该公司还通过
取消部分辅助岗位，精减了电铜检
验工和现场管理两个岗位人员，提
高了管理效率。

该公司还致力于抓好企业人力
资源优化配置和动态管理。在机构
改革和定岗定编的基础上，统筹新
老项目定岗定编和人力资源配置，
按照“优化组合”的原则，将新老系
统总人数控制在 750 人以内，较原

设计定员 1000 人减少 200 多人。强
化了进厂原材料的质量检验管理工
作，添置了废杂铜检验熔样炉，并根据
原料市场供求关系实际情况，重新修
订了企业《废杂铜检验标准》、《炭精
质量标准》、《冶炼用石灰石质量标
准》等标准。此外，还参与起草国家有
色行业《冶炼用铜废料取制样方法》、
《冶炼用铜废料化学分析方法烧失量
的测定重量法》两个行业标准。

王松林 杨学文

以管理创新提升管理绩效
张家港铜业公司

春节前夕，铜山矿业公司召开 2016 年工作会暨十四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在
部署今年工作的同时，该公司行政主要负责人与生产单位和部门签订“责任状”，
以确保今年各项目标实现。图为签订责任书时情景。 夏富青 陈幸欣 摄

稀贵金属分公司春节期间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吸引了众多职
工快乐参与，活跃了职工文化生活，增强了职工对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图为职
工拔河比赛场景。 章庆 摄

春节长假刚刚结束，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立即召开“醒酒会”，布置节后各项工作，使全员尽快投入到运输生产中。图
为 2月 17 日上午，该分公司工务段 10 余名线路工会同电气信号工，正在余家村铁路站场更换一根长 12.5 米带有裂痕的
基本钢轨，及时处理安全隐患。 邹卫东 摄

本报讯 新的一年，
天马山矿业公司确定了
“融合创新促发展，扩能
提质增双效；金四铜九硫
一九，实现安全环保年”
的方针目标。

为实现上述目标，该
公司将做好以下重点工
作：强抓规范管控，实现矿
山安全生产“零目标”。继
续扎实开展 “安全环保，
意识先行”活动，营造浓
厚安全文化氛围；以反
“三违”为切入点，加强现
场监督，强化安全环保过
程管理，促进安全形势持
续好转。

加快扩能改造项目建
设，深入开展挖潜降耗，实
现经济效益稳增长。细化
和调控矿区生产，稳定采
掘充作业，确保三级矿量
平衡；严格执行采场质量
考核办法，从抓好源头提
质做起，确保精矿品位，提
高金精砂、硫精砂等回收
率。

提升项目管理水平，
推进现有项目建设，做好
资源保障工作。该公司继
续以采场衔接为中心，完
善制度管理，优化施工方
案，加大工程质量管理，使
项目建设更加合理高效。

抓好对标管理和销售
工作，加强经营管控促进
“效率、效益”双提升。该
公司深化对标管理，找差
距定措施，以点带面，整体
推进对标创效工作。

深化改革创新，强化作风建设，
推进人企共同发展。以促进发展和
“三矿融合”为目标,切实推进管
理体制改革、人力资源配置方式改
革、分配考核制度改革和选人用人
机制改革，增强危机感和责任感，
真抓实干，提高工作效率。 朱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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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7 日，安徽省卫计委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工作专家组来到铜陵市立医院
进行年度培训工作检查。铜陵市立医院作为铜陵市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工作基地，
自 2014 年以来先后两批接受了 30 名由中央财政补助全科转岗培训项目学员，经
过近三年时间系统的正规培训，目前均已顺利通过省医培中心理论及实践技能考
核。该院培训工作以组织严密、教学精细、学员培训通过率高而受到专家组的肯
定。图为专家组成员在检查培训工作基础台账。 钱扬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