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铜冠冶化分公司认真抓好
原料、产品等物料储运发售环节的节支
降耗工作，通过加强沟通、合理安排，尽
可能减少中间环节，取得较明显的收效。

该公司年正常生产约需进购硫、铁
精矿近 200 万吨，还有约 140 万吨铁球
团、硫酸烧渣（红粉）需要对外发运销
售。大量原料及产品在储运、发售过程
中，因涉及到的运输及销售单位较多以
及协调环节等诸多原因的影响，免不了
存在物料在货场及堆场之间临时储存和
倒运环节，给公司带来一笔较大的成本
支出。

挖潜降耗必须关注细节，能不能减
少以及如何减少中间环节费用支出，铜
冠冶化分公司综合车间对此进行认真摸
索，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尽可
能减少物料临时堆存和短途倒运等环节
的费用支出。加强与原料、产品储运发售
各单位之间的沟通和协调，该公司生产
所需的硫、铁精矿主要来自集团公司内
部矿山，必要时还从外部采购，不同品质
的原料需分开堆存、进库。此外，生产出
的红粉及铁球团也要及时分销到数十家
单位，在分销过程中也因诸多原因需要
临时堆存或倒运到货场。频繁的储存、倒
运无疑增添了成本费用，如果将外来的
硫、铁精矿直接卸车（船）进库，球团产
品通过皮带从库房直接上船，或通过汽
车直接运至客户货场，减少物料货场落
地量，其间的倒运环节及因此发生的费
用自然随之减少。车间注意做好与原料
来源单位的信息沟通，通过电话及派人
现场察看，及时了解硫、铁精矿品位、储
量、产量含水率以及运输车队车辆数量、
完好情况，为原料直接进库做好准备。认
真做好与硫酸、球团车间的信息沟通与
计量、取制样之间的协调工作，车间领导
每天跟班至生产现场了解情况，帮助解
决问题，以减少影响卸料储存过程中不
必要的繁琐环节。

合理安排卸料库房和货场，尽可能
减少倒运环节。该车间积极做好取制样
及检验检测工作，通过加大物料的预知
性管理，尽早、尽快掌握物料供应方来料
有价元素品位，及时安排人员跟进比对
化验，为原料直接合理进库提供保证。合
理调整运输方式，通过加大公司内部卸
料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并积极提高火
车及船只的货物运输量，减少了汽车运
输及倒运环节费用的支出。

开展物料入库等环节劳动竞赛、
“流动红旗”班组季度评比等活动，加大
对物料进出管理力度，激发员工工作积
极性，减少红粉及硫精矿二次倒运环节。
合理进购和配烧高硫、高铁品位的精矿，
提高硫精矿焙烧红粉铁品位，增大球团
生产对红粉的配比率，加大红粉自用率，
减少红粉储运费用。通过多方努力，
2015 年该公司在原料供给未受影响的
前提下，硫、铁精矿及球团、红粉倒运量
比往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公司减少
费用支出约 40万元。 盛叶彬

铜冠冶化分公司去年减少
物料倒运成本 40 万元

加强沟通 合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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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6 年，金昌冶炼厂以
安全环保、挖潜降耗为主线，开展形式
多样的劳动竞赛活动，充分调动基层
各车间以及岗位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
创造性，保障全年生产方针目标能够
顺利实现。

2016 年，该厂共在基层车间开展
七类劳动竞赛项目。“卓越绩效奖”以
组织绩效考评得分为依据，根据全
年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评定，最终产

生年度“卓越绩效奖”两个，在年度
“双先”表彰大会上进行表彰，并给予
一次性奖励。铜酸工序协作竞赛以粗
炼生产为主线，围绕铜酸系统生产平
衡，以月初制定粗铜生产任务为基础，
对各工序影响生产时间进行统计，损
失统一折算成粗铜产量，按责任车间
进行分摊、累计，根据影响粗铜产量的
多少考核发放工序协作竞赛奖。关键
绩效指标达标竞赛设立竞赛指标共 14

项，围绕指标开展达标追赶竞赛活动，
实行季（年）度考核，季（年）度兑现
奖励的办法。专项、专业攻关竞赛结合
全厂挖潜降耗重点及生产瓶颈问题开
展，在熔炼车间开展提高“阳极炉单炉
产量”竞赛、在硫酸车间开展“降低尾
气处理吨酸液碱消耗量”竞赛、在综合
车间开展“降低硫化钠消耗”竞赛。车
间自主劳动竞赛由各车间自主开展，
厂劳赛委员会加强对车间自主劳赛的

监督指导，依据各车间开展劳赛效果，
结合厂年度方针目标完成情况给予一
定奖励补助。标准化班组建设升级达
标竞赛按照集团公司标准化班组创建
文件要求和厂标准化班组创建工作若
干规定，组织开展升级达标竞赛。“安
康杯”竞赛在集团公司“安康杯”竞赛
总要求下开展，达到安全环保持续稳定
的目的。

齐宏明

金昌冶炼厂端出 2016 年劳赛大餐

去年，在铜山矿业公司资源回收
区，有一位在公推直选中以全票通过
再次当选为维修班班长的人，他就是
这个区的维修工刘国建。这位现任的
铜山矿业公司资源回收区维修班班
长，以其热爱本职工作、踏实肯干的作
风赢得了同事们的肯定，也得到了大
家的一致赞扬。作为技术骨干，刘国建
在全区技术比武中获得第一名。

早在十年前，年轻的刘国建由铜
山矿业公司采矿五区一个懵懂的青工

调到该公司最艰苦的工作岗位资源回
收区，从事汽车修理工作。来到这个艰
苦岗位，刘国建在学中干，干中学，业
务水平有了很大长进。此后，一旦遇到
特殊情况，他总是冲锋在前，任劳任
怨，经常整月一天都不休息，埋身于维
修现场，这给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汽车维修工作既是技术活又是体
力活，要想干好，不仅要用力还要用
心。遇到棘手的问题，刘国建的诀窍就
是总是与老师傅一起商量。有时中午
饭也顾不上吃，直到把问题解决为止。

技术过硬，作风扎实的刘国建后
来被选为班长。作为维修班班长的他
带领全班人员克服人员少、设备多、维
修力量弱、备件不能及时供应等诸多

困难，动脑筋、想办法、全面完成了区部
交给的各项维修任务。

进入去年三季度，铜山矿业公司天
晴少雨，对于露天生产是黄金季节。为加
大露天剥离，他在驾驶班开展劳动竞赛
活动。然而，由于大车已超期服役在 8
年以上，问题频发。作为班长，刘国建根
据生产需要合理安排维修人员，正常维
修与抢修相结合，满足了生产需要，保证
了大车出车率，三季度一下子就完成剥
离 6 万方，为该公司的采矿奠定了基
础。与此同时，他还克服时间紧、任务重、
人员严重不足等困难，组织人员自行更
换了两台挖掘机的链条板，仅此一项，为
该公司节约数万元费用。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张 霞

扎实做事的好班长
———记铜山矿业公司优秀岗位能手刘国建

本报讯 铜冠物流公司坚持通过
持续推进导入卓越绩效模式，实现了
2015 年“强化管理，提质增效”管理
提升年七个方面显著效果。

全方位开展对标管理活动。该公
司完善了对标责任体系，分七个板块
建立了年度对标值，并严格考核。去
年，该公司先后荣获了 2015 中国品
牌价值百强物流企业 （连续三年）、
“铜冠物流”安徽省服务类名牌产品、
安徽省 A 级纳税信用等级单位、铜陵
市 3A级质量信誉单位、2014 年度铜
官山区区长质量奖等荣誉称号，通过
了国家 4A级物流企业复审。

加强标准化建设。该公司以国家
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为契机，确定了
以整理现有标准体系，完成省级服务
业标准化示范企业向国家级服务业标
准化示范企业的升级，并荣获了国家
4A 级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荣誉称
号。由该公司自行组织编写的《抱罐
车安全操作规程》地方标准通过了安
徽省质监局组织的专家评审。

加大管理创新课题研究。对确立
的 2015 年度 10 个创新课题，分别组
织研究落实，有一项创新成果荣获
2014 年度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企业管

理现代化成果三等奖和集团公司 2014
年度企业现代化管理创新成果三等奖；
两篇论文荣获集团公司 2014 年度企业
管理优秀论文一、二等奖和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企业管理优秀论文二、三等奖。

加强科技创新和信息化建设。该公
司去年申报了 8 项高新技术专利和 3
项软件著作权，其中 6 项专利取得证
书，2 项专利和 3 项软件著作权正在办
理中；与武汉理工大学开展了产学研合
作，通过产学研合作，推动物流企业转型
发展；还有 3 个科研项目获得集团公司
立项。在信息化建设方面，该公司制定的
信息化整体方案已完成设计，物流调度
集控系统即将投入使用；危险源点监控
项目、开放厂房监控项目通过验收；第三
方物流 TMS 系统、车辆挂靠系统已投
入运行；该公司局域网络整体进行了升
级改造，外部网站正式对外发布。

加强财务和设备管理。进一步完善
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积极争取各项政策，
累计获得政府返还和税收减免 1300 万
元；对设备大修理项目进行了梳理，明确
了大修质量及安全保证措施，开展了
“红旗设备” 竞赛活动，取得了良好成
效。

王树强

铜冠物流公司管理提升年效果显著

为保证 80 吨地磅计量数据的准确性, 规范铜、铁精砂产品运输，防止途损，2
月 18 日下午，安庆铜矿邀请安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计量测试所来该矿地磅进行
标定校验。经校验，消除了地磅系统偏差，提高了精准度。图为工作人员正在校验
地磅。 孟平凡 摄

日前，火红的灯笼挂满了金冠铜业分公司食堂，灯笼下飘扬着条条或益智性、
或趣味性的灯谜，为元宵节增添了几分喜庆的色彩。图为参加猜谜的职工们三五
成群地聚在一起猜灯谜。 封保敏 摄

从熟悉的电焊工作业岗位来到陌
生的现场管理工作岗位，肖勇不等不
靠，勤学苦练，虚心求教，短短三年，就
从一个现场管理的“门外汉”变成了
行家里手。谈到自己的经验，肖勇笑着
说：“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多用
心，多用脑，不懂就问，不会就学。”

在铜冠冶化分公司，综合车间现
场管理工作主要负责掌握原料的库存
和产品的发货情况，并对厂区内行驶
的车辆进行管理。在来到综合车间以
前，肖勇原来在原机械总厂从事的是
电焊工作，多年的经验积累，对电焊作
业这个工种，他无比熟悉，也可谓是得
心应手。来到现场管理工作这个岗位，
他一开始也曾担忧过，毕竟“隔行如
隔山”。短期的适应后，为了尽快胜任
现场管理工作，他每天跟在有经验的

师傅后面勤跑现场，有时刚陪着师傅
们转完回来后，他又独自前往现场进
行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他
就基本掌握了现场管理的工作。

该公司硫酸、球团两大主力生产
车间需要每年进购一百多万吨硫精砂
和铁精砂，同时每年一百万吨的铁球
团和红粉也要及时发售到客户手中，
而这些所有原料及产品的进出安排均
由现场管理人员负责调度，这对现场
管理工作来说着实是一个不小的考
验。为了保证圆满完成这些任务，肖勇
主动放弃了年休假，坚守在自己的岗
位上。去年 11月份，他在参加集团公
司举办的篮球比赛中不慎受伤，医生
和该车间领导都建议他回家休息一段
时间，然而肖勇却说：“快年底了，生
产任务重，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多去休

息，坚持一下，我能行的！”在稍作休养
后，他立即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多年认真的工作也使他养成了留心
细节的习惯，这也帮助他在岗位上更好
地发挥现场管理的职能。去年 7月的一
天夜里，肖勇正在上小夜班，他像平日一
样到硫砂原料库进行查看，忽然远处传
来一阵声响，原来是一辆硫砂自卸车在
倒完砂子后，由于司机粗心大意，忘记将
顶起的车厢板放下，导致车厢板把路旁
的硫酸管道护栏撞倒了。因为天黑，车上
的司机并没有注意到，此时他立马上前
将车辆拦下，将眼前发生的事告诉了司
机，并立刻通知该公司调度室派人前来
处理。由于他的敏锐果断，有效避免了一
起可能出现的硫酸泄漏停产且伤人事故
的发生。

傅大伟 方 超

爱岗敬业 以厂为家
———记铜冠冶化分公司优秀员工肖勇

本报讯 在元宵佳节来临之际，
映湖社区广场花团锦簇、花灯高悬，一
个个展板颂昨天巨变迎猴年大吉，到
处是欢声笑语、喜气洋洋。2月 19日，
农历正月十二上午，由社区精心筹划
的“趣味闹元宵，欢乐猜灯谜”主题系
列活动在映湖社区广场举行，吸引了
200 多位社区居民参与。

活动项目主要有猜灯谜、运送幸
运球、套圈、赶小猪等，并有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人员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9
时起，每一个活动点前都聚集着众多参
赛人群。最让人动脑益智的首个活动是
猜灯谜，当主持人每报出一个谜面时，台
下“唰”地有二十多人同时举手争答，抢
答十分激烈。每当有七八岁少儿或七八
十岁爷爷奶奶第一个答对领奖时，台下
总是爆发出响亮的掌声和欢呼声……在
一个半小时的活动中，居民们笑逐颜开、
其乐融融。 徐业山

映湖社区举办元宵节系列活动

本报讯 为更好地发挥基层单
位党支部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新年伊始，冬瓜山凤矿车
队党支部在党员中开展 “党员示范
车”竞赛活动，旨在提高党员为生产
一线服务，为客户服务的意识，进而
带动职工整体素质的提高，促进车队
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冬瓜山凤矿车队主要为冬瓜山、
凤矿两大矿山主体服务，承担两大主
体单位 3000 名职工上下班通勤及
产成品铜精砂、硫、铁环保砂运输任
务。车队有党员 28人，占全队职工的
三分之一。“党员示范车”竞赛活动
以实现“安全文明，优质服务，节能
降耗，争创一流”为目标。

为了把“党员示范车”竞赛活动

和车队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冬瓜
山凤矿车队党支部制定了 “党员示范
车”竞赛活动标准。按照“规范、高效、
热情、周到”的岗位工作要求，从生产
效果、文明驾驶、车辆保养、节能降耗、
模范带头、安全综治等六个方面按照客
车、货车两种车型，对应制定了具体的
安全营运服务标准，并折合成分值，实
行百分制考核。广大党员立足岗位比效
益：货车全年运输产值，客车趟数位居
车队前列；比安全：无违章违纪、无安全
责任事故；比服务：提高为主体单位服
务意识和服务质量，做到开文明车、做
文明人，无客户投诉；比设备，检查驾驶
员汽车驾驶应知应会知识，汽车维护保
养等；比节约，单车油料、配件、轮胎消
耗等运行成本不得突破费用考核指标；

比模范作用发挥，按照党员管理考核办
法，考核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情
况。

党支部每半年对照考核细则表，结
合生产、成本统计报表和平时车辆检查情
况，采取职工代表打分，车队检查考核，支
部监督公布的办法，对所属党员在年终进
行一次考核。对综合考核名列前茅的党员
驾驶员授予“党员示范车”标牌。

为充分发挥党员在日常工作中的
示范引领作用，党支部及时把“党员示
范车” 竞赛活动中好的做法认真总结
和宣传，每月对相关考核单项优先者在
公示栏里进行公示，真正使党员的模范
带头作用在运营生产各个环节得到展
示，促进车队安全高效运营和服务质量
的提高。 王松林 郑志芳

冬瓜山凤矿车队党支部开展“党员示范车”竞赛活动

2 月 20 日上午，市 2016 年
就业援助月暨残疾人专场招聘会
在市人才中心举行。来自五松山
宾馆餐饮服务公司在内的 160 多
家企业的 2500 多个岗位向 6000
多名求职者伸出橄榄枝。据悉，当
天有 800 多名求职者与招聘单位
签订应聘书（如图）。

殷修武 摄

稀贵金属分公司每年都对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民主测评，每名被测
评对象分别按照德、能、勤、绩打分，测评结果计入档案，作为绩效考核以及提拔任
用的重要参考条件，此举有力地促进了干部以及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图为测
评打分现场。 章 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