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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3 日，厄瓜多尔共
和国总统科雷亚视察铜陵有色第一个
海外资源开发项目———米拉多铜矿项
目。这是科雷亚总统第一次视察米拉
多铜矿项目。

当天 8 时 10 分许，总统科雷亚
的直升机徐徐降落米拉多铜矿项目
停机坪，同机抵达的还有战略协调
部部长波维达、矿业部部长科尔多
瓦等 7 位部长官员。铜陵有色金属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在停机坪迎
候总统，对总统的视察表示热烈地欢
迎。

科雷亚总统在杨军的陪同下，先
后视察了考古博物馆、员工食堂、岩心
制备室、选矿厂。总统每到一处，仔细
聆听工程技术人员的讲解，并不时询
问、求证。在选矿厂，科雷亚总统发表
了讲话。他说：“刚刚在飞机上俯瞰
了一圈，项目规模令人震撼；创造众

多就业，令人振奋！”“厄瓜多尔国土
面积狭小，目前仅仅开发四个矿床
（米拉多项目占两个，另外两个也属
于你们中铁建铜冠投资有限公司），
厄瓜多尔铜矿出口便跻身世界前十
名，南美第四名，所以我们要负责地
充分利用我们的资源，负责任地开发
大型矿山。”

米拉多铜矿正是铜陵有色第一个海
外资源开发项目，是中国设计、中国制

造、中国施工的大型露天矿山。2015 年
12月，厄瓜多尔米拉多铜矿项目正式开
工。随着项目一期的全面建成，到 2019
年，米拉多铜矿将达到年产 2000 万吨
采选生产能力。

当日 9 时 50 分许，科雷亚总
统乘坐直升机离开米拉多。临行前，
科雷亚总统和杨军董事长亲切交
谈。

本报记者 王松林

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科雷亚视察米拉多铜矿项目
与集团公司董事长杨军亲切交谈 本报讯 为期一年的 “安全环

保，意识先行”活动将于 3 月底结束，
它是安庆铜矿在职工中牢固树立“安
全第一，环保优先”理念的一项重要
举措，自去年 4 月初开展以来，该矿
对进一步丰富矿山安环文化、牢固树
立全员安环意识起到了积极有力的
促进作用。2015 年顺利实现矿山安全
环保年，今年以来安环形势一片大
好。

“以文化的软力量，浸润职工的
心田，使广大职工不但增强对安环工
作的认识和理解，还自觉成为安环工
作的主动参与者，共同打造安全环保
矿山。”这是该矿近年来提出的一项目
标。按照这个目标，该矿在全矿展开了
安全环保知识培训，从管理人员到一线
职工，人人接受培训，并规定每年都要
开展轮训。2013年，该矿投资建立了安
全环保培训电教中心，矿领导和技术高
管每个人都登台为职工讲授安全环保
知识，并邀请国家安全心理专家来矿为
职工讲授 《心理学与安全生产的关
系》、《矿工个体安全心理》、《矿工群
体安全心理》、《矿工心理卫生与安全
生产》等，受到职工们的欢迎。

该矿每年的1月 1日都要召开被
职工们称之为“第一会”的新年安全座
谈会，邀请安全标兵、生产骨干、技术能
手和安全环保员、管理人员等齐聚一
堂，围绕安全话题，谈经验、谈体会、谈
教训和不足。春节期间，矿山在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中，不忘开展安
全知识竞赛、安全环保谜语竞猜等活
动，矿长还要在农历正月初一在矿局域
网和广播上发表旨在强调安全的新春
致辞，并带领矿班子成员到各坚守的岗
位慰问职工送去平安祝福。

“五分钟党校”是该矿党建工作

的一项创新，曾受到中组部的重视，并
派人调研和予以推广。自 2011 年开展
以来，“五分钟党校” 不但成为矿山一
块亮眼的“招牌”，更为矿山文化丰富
了内涵。此外，矿山还积极利用信息化
手段，建立了以矿山网站为主，各部门
和单位网页为辅的矿局域网，在矿山的
主网站和各部门、单位的网页上都专门
开辟了“安环专栏”，除了载有安环法
规、安环知识和安环经验做法及警示案
例等外，还将矿山及部门、生产单位有
关安环管理举措、检查、考核、反“三
违”情况等等公布在网上，既公开透明，
又起到督促和激励作用。

2012年下半年，该矿新建职工文体
活动中心和图书馆落成，活动中心内经常
开展各类文体活动，安环演讲比赛、安环
书画摄影展，太极拳、健美操排练和表演
等，成为职工文化娱乐的重要场所。职工
图书馆里拥有各类书籍达2万余册，其中
安环类书籍占有相当数量，每天图书馆接
待来此阅读的职工在100人左右。为了鼓
励职工多读书读好书，2014 年和 2015
年连续两年，该矿还先后4次开展了送好
书下基层活动，专业技术、安全环保及文
学艺术类书籍成为职工的最爱。去年下半
年，该矿还向每名职工下发了自行编制的
《安全生产应知应会知识》。

自去年初开始，该矿在每天早晨各
生产单位的派班会上，都要进行安全环
保宣誓，在工区（车间）派班区长（主
任）的带领下，大家站立整齐庄严宣誓，
通过这种形式，增强职工们对安全环保
工作的敬畏。此外，在每一个生产单位
的派班室里的一面墙壁上，都有一个
“幸福一家亲”的专栏，这里张贴着本
单位每名职工的全家合影照片，让大家
牢牢记住，只有时时刻刻讲安全，家庭
才更加幸福。 杨勤华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安庆铜矿将安环文化扎根到职工心中

“紧张有序，扎实有效”，这是金
冠铜业分公司机动质计部计量管理员
陶晨坚守的工作信条。面对繁杂的工
作，他脚踏实地，认真履行自己的职
责，时刻以公司的利益为重。他的辛勤
付出也被同事们看在眼中，在该公司
质量计量室员工测评中，他每年均排
名第一，并连续两年被评为“安全环
保先进个人”。

作为一名计量专业管理员，陶晨
日常工作中负责着该公司的测量设备
管理、贸易衡器维护以及各类计量数
据的复核和报送工作，对于这些涉及
该公司利益的事情，他坚持“斤斤计
较”。2015 年，该公司进口铜精矿
1302672.00 吨 ， 电 铜 产 量
373322.933 吨，硫酸销售 1388232.80
吨，大宗物料进厂 363343.32 吨，大
宗物料出厂 1213027.62 吨，这些有
整有零的数据虽然都是依赖计量器
具称量出来的，如何保证这些器具的
准确性和稳定性却是陶晨一直在努
力的。

熟悉的人都知道，贸易计量本身
就是把双刃剑，负偏差会造成客户投
诉，正偏差又会给自身带来损失。要
破解这一难题，就必须实现该公司利
益和顾客满意度双赢的局面。为此，
陶晨和同事们在贸易计量中坚持做
到精益求精，不仅在操作上更加严
格规范，还采用不同的检校及验证
手段来减小计量误差；不仅按周期
进行强检，还定期进行稳定性和重
复性测试。缘于这份坚持，该公司自
投产以来，从未发生一起因计量超
差而引起的贸易纠纷和有效投诉，
信誉和口碑也得到集团公司以及顾
客的赞许。

“仪表是工艺操作和控制的眼
镜，但因为其种类多、分布广、动态强
的特点，管理也是个很繁琐的工作。”
该公司机动质计部负责人介绍说。为
了搞好测量设备管控工作，陶晨着力
于使其标准化、规范化。他通过总结以
往的工作经验以及结合该公司生产实
际，起草了该公司层面的标准 15 项，
并按照标准组织和建立了该公司的测
量设备总台账，按分级管理要求制定
周检计划及严格执行。去年全年，该公
司强检测量设备送检 206 台套，计划
执行率 100%；非强检测量设备送检

272 台套，均完成了该公司范围内测量
设备的动态化管控。

忙碌于测量设备管理的同时，陶晨
也致力于技术创新。该公司进口铜精矿
占原料采购的 78%，初步设计时选用了
皮带运输和皮带秤计量的方案。投入使
用初期，由于缺乏对设备的消化吸收以
及同行业的经验借鉴，皮带秤的准确性
和稳定性存在较大的问题，影响该公司
声誉的同时，也给该公司的金属平衡带
来了较大隐患。

万事开头难。他与电仪、机械技术人
员，通过反复的试验、观察，查问题、找原
因并结合近两年来的比对和校检数据收
集，终于找到了对设备的技术改进方案。
通过拟措施、定方案以及对管理流程的
完善，计量皮带秤运行日趋稳定，误差率
控制在正负千分之三左右。这一有效控
制使得该公司在 2014 年至 2015 年期
间 7 批进口铜精矿到场检验中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为该公司争取了利益。
而计量皮带秤的良好运用不仅得到了安
徽省商检、江苏省商检以及 AHK 和
SGS 等公证机构的认可，还受到了江
铜、金隆、热电等兄弟单位的关注，纷纷
前来现场考察和调研，并有意推广和应
用。

傅大伟 封保敏

紧盯利益 “斤斤计较”
———记金冠铜业分公司优秀员工陶晨

本报讯 “通过改进作业方法，
施工效率提高不少。”铜冠矿建公司
冬瓜山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周国庆难
掩喜悦地说。

今年以来，该项目部尝试滚班流
水作业制，现场交接班。以前受作业
环境的影响，每天下午矿方大爆破前
井下作业人员要全部撤离。为确保集
团公司重点工程冬瓜山铜矿 60 线以
北续建工程按期投产，该项目部与矿
方协调，在大爆破期间，作业人员在
井下安全场所隐蔽，减少因升井、下

井耽误的时间，每个工序环环紧扣，班
班相连，效率明显提升。

井下负 1000 米中段原矿仓施工
项目，是该矿重点工程建设关键线路的
重要环节，时间要求更加紧迫。在安装
锰钢板支模浇灰工序中，该项目部安
排四名区领导现场跟班。从锰钢板下
放、安装焊接，到立模浇灰，每个工序
结束前提前通知下一道工序人员进入
现场，做到岗位不脱人、工序不间断。
以前安装一架锰钢板需要早、中、晚三
个小班一天的时间。改进作业制后，两

个小班就能安装完成。随着技术工人
的磨合度越来越好，从刚开始的两天
安装三架，到后期两天安装四架，效率
越来越高，原定 17 天的施工任务，仅
用了 10 天就全部完成。

该项目部通过加强现场管理，狠
抓安全生产，大力开展劳动竞赛，加强
形势任务宣传等方法，调动广大干部
职工积极性，全力以赴努力实现冬瓜
山铜矿续建工程 5 月 30 日投产的节
点任务。

陶 莉

改进作业方法 提高施工效率 本报讯 为提高公司相关人员的
法律意识，规范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的
行为，防范与控制法律风险，日前，铜
冠机械公司邀请集团公司法律事务部
有关律师举办了一期《合同法》实务
知识培训班。

该公司经营层、下属各单位党政负
责人、环保无轨设备销售中心、客户服务
及备件销售中心、矿冶设备销售中心全
体人员、市场部、清欠办及全体采购人员
等 70多人参加了培训。

王征社

铜冠机械公司举办《合同法》知识培训班

1955 年，美国宝洁公司成立了牙
膏分部，但因为一切都是机器操作，经
常会出现“空盒出厂”现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部门
主管史密斯先生就召集中层管理们
开会讨论。有的认为应该加派检查人
手，有的认为应该要安装一些先进的
称重仪器，但史密斯先生对这些想法
都不太满意。这时，有个员工走了进来
说：“我有个想法想说一说……”他的
话还没有说完，车间主任就打断他说：
“你只需要按照规定干活就行了，你
不在车间里干活，跑到这里来干什
么？”

那员工听后，正一脸尴尬地想退
出了会议室，史密斯先生却叫住了他，
然后他轻声问车间主任说：“为什么
不让他把话说完呢？”

“他们只是最底层的员工，有很
多人甚至连中学都没读过，我们完全
没有必要和他们讨论问题。”车间主
任不屑地说。

史密斯先生若有所思地沉吟了片
刻后说：“但是人家既然来了，就让人
家把话说完吧！”车间主任这才点点头
让那个员工走过来说说心里的想法，那
个员工怯怯地说：“我觉得要避免 ‘空
盒出厂’的现象，只需要在生产线的末
端安装一个电扇就行了，这样子空盒子
就会被吹出输送带的外面去了。”

听了这个建议，史密斯先生兴奋
得几乎要跳起来：“又简单又有效，太
好了！”他当场就采纳了这个意见，结
果真得很快就杜绝了空盒现象。在此
后的日常管理中，史密斯先生不仅经
常向员工们征询看法，还制定了许多
丰厚的条件来鼓励员工们说想法提建
议，宝洁公司的牙膏分部也因此而得
到了快速的发展。

现在，这个牙膏品牌已经成了全
球最著名的牙膏品牌之一，它就是
“佳洁士”。对于自己的管理方式，史
密斯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公
路设计师肯定要比货车司机受过更多
的教育，但货车司机往往比公路设计
师更清楚路况，所以要想真正维护好
一段公路，不妨多听听货车司机们的
意见！”

多听听员工的意见
□陈亦权

为进一步提高基层通讯员的新闻写作水平，切实加强基层通讯员队伍建设，
日前，张家港铜业公司举办 2016 年度通讯员培训班，来自该公司各部门、各单位
的通讯员参加了培训班。 杨学文 摄

3 月 7 日上午，集团公司在文化宫举办庆“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106 周年
“冬瓜山杯”女职工集体跳绳比赛，来自集团公司的 29 个单位参与活动。经过激
烈角逐，冬瓜山铜矿代表队以 2 分钟 259 次零失误的成绩，夺得 A 组集体跳绳冠
军。动力厂代表队获得 B 组集体跳绳冠军。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明
勇出席活动并为获奖单位颁奖。 本报记者 陈 潇 摄

铜陵有色集团公司董事长杨军在停机坪欢迎科雷亚总统视察。

科雷亚总统视察米拉多铜矿项目岩芯制备室。

科雷亚总统视察米拉多铜矿项目选矿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