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前，他从金冠铜业分公司的
一名普通的大学毕业生担任冶炼车间
副主任，面对同事们的质疑，他不退
缩、不动摇；三年后，他用“精矿处理
量逐年攀升、主要经济技术全面优
化”这一优异成绩，让所有人的疑虑
烟消云散。他就是该公司冶炼车间副
主任臧轲轲。从 2013 到 2016，三年
中，他先后两次获得金冠铜业分公司
“十佳员工”、“试生产一等功” 等荣
誉，并代表集团公司优秀青年在集团
公司迎新春团拜会上作表态发言。

金冠铜业分公司是世界上一次性
建成规模最大的铜冶炼厂。冶炼车间
作为项目的第一道工序，拥有职工

213人，涉及两台闪速炉的平衡生产，管
理难度非常大。臧轲轲作为一名年轻的
大学毕业生，担任如此重要车间的主要
负责人，对其本人是严峻的考验。到新岗
位后，他主动熟悉车间各项业务，积极学
习相关业务，理清工作思路，全身心地投
入到工作中。任职以来，他管理水平和实
际应用水平不断提高。

每天，臧轲轲的手机都是 24 小时
开机，车间发生影响生产的问题，不管多
晚，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理。金冠
铜业分公司投产初期，工艺、设备故障频
发，闪速吹炼炉粗铜口发生漏铜事故。作
为一名年轻的干部，他缺乏相应的管理
经验以及生产经验。但是，他不退缩、不
气馁，经常几天吃住在现场，全程参与现
场指挥协调，并与其他骨干员工一起协
商解决，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生产难题，终
于平稳度过了生产中最困难的时期。自
2013 年底，两台闪速炉的作业率基本稳

定在 90%左右，冶炼车间进入生产稳定
期。在他开始主持车间工作的三年时间
里，冶炼车间一年一个台阶，2015 年精
矿处理量达到 147 万吨，2016 年他的
目标是完成 157万吨精矿处理量。

他在车间大力推进技术创新以及课
题攻关工作，三年时间里，结合生产过程
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共组织申报公司级
课题 17 项，其中有三项课题获得公司
一等奖。其中《提高粗铜排放口使用寿
命及安全性》研究成果，从根本上消除
原有设计存在的安全隐患。改造后的嵌
入水套内衬以及面板内衬的使用寿命延
长 2 至 3 倍，降低了因更换内衬导致的
停炉时间，每年节省维修材料费用 200
万元以上。

他积极践行“绿色冶炼”的理念，千
万百计降低能源消耗。采用错峰用电，冰
铜磨及冰铜干燥系统避免峰谷用电，实
行间断作业，2015 年节约电费支出 74

万元。用电高锋期，安排炉内点检和设备
周修，停运水淬、精矿干燥、冰铜干燥和
电收尘等高耗能系统。将熔炼、吹炼燃烧
风机与沉淀池鼓风机风管串接，在正常
生产期间将两台燃烧风机停用，年节约
用电达 54 万千瓦时；将热水循环泵由
两用一备改成一用两备，年节约用电达
180万千瓦时。

在抓好生产的同时，臧轲轲更没忘
记安全环保工作。他刚担任冶炼车间副
主任的时候，恰逢闪速吹炼炉 7 号粗铜
口发生漏铜事故。由于该公司在闪速吹
炼工艺上缺少生产经验，加之有冶炼经
验的职工又比较少，因此，他一直将炉体
安全视为重中之重。他牵头制定了一系
列的预防措施和点检制度，并对这一块
实行专人专管，规范炉内点检的作业制
度，严格要求炉体的日常巡检。几年来，
未发生一起炉体安全事故。

陈潇 封保敏

在火红的铜水中绽放着青春
———记金冠铜业分公司优秀员工臧轲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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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铜矿选矿磨矿工技师章军，
1990 年 7 月学校毕业后一直从事磨
选工作，现任该矿磨选班生产副班长。

在长度达 70 多米、高度近 25
米、宽度近 30 米的空间磨选厂房内，
两台格型球磨机、两台溢流型球磨机
设备一个挨着一个在工作平台上运
转，螺旋分级机、旋流器分级机有条
不紊地工作着。厂房内设备多，机器
转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说话的时候
基本上是大声喊叫，听不懂的时候还
得用双手比划着表达意思。在这样的

工作环境中，章军一干就是 27 年。
磨选班是矿石出坑破碎以后的第

一道工序，磨选指标的好坏直接影响精
矿品质和产量，直接影响矿山的经济效
益。章军深知肩上的责任重大，面对着
这些大型设备与各项技术指标，松油和
药剂的加注计量、钢球添加的比例、每
一根皮带松紧度、温度和水量的控制，
他都做得十分仔细。为了让各个环节紧
密衔接发挥最佳的磨矿效果，章军自进
入车间开始一刻也闲不住，一会看看球
磨机电流有无明显波动，一会用手摸摸
细度，一会测测矿浆浓度；时而调整给
矿力度，时而倾听球磨机的运转声音，
时而察看给矿排矿水是否充足、浮选机
风管是否畅通、石灰水是否间断。然后，
他将这些数据一一记录在随身携带的

小本子上，上面记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
和只有自己看得懂的符号。球磨机加了
几斗钢球，松油、黄药、酯 105 消耗情
况，矿量、水量、电流值、电耳值大小等，
他都做到了如指掌。他常说：“这就像中
医开药方抓药一样，我必须心中有数，
拿捏准确，做到‘按方抓药’。”

每逢检修，章军总是没日没夜地蹲
守在球磨机和浮选机旁。浮选机紊流板
安装的位置、球磨机衬板的排列顺序、
分级机叶片的安装方向，他都需要一遍
遍检查、一处处验看、一点点地调整，确
保设备达到最佳运行状态。去年 4月份
的一次检修，一出砂孔堵塞，他就跳进
矿浆内进行疏通，结束以后变成了一个
泥人，花了一个小时时间才把一身泥洗
干净。

章军的业务技术在整个集团公司
都是首屈一指的。2007 年、2009 年、
2012 年，集团公司分别在金口岭矿、铜
山矿和安庆铜矿举办的磨矿工技术比
武中，他获得了两个第二名、一个第三
名。尤其是在 2015 年的集团公司磨矿
工技术比武中，章军以每小时 67 吨的
处理量和负 200 目达到 72%以上的磨
矿细度个人成绩，一举夺得了集团公司
磨矿工第一名的王冠宝座。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章军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练就一身
硬本领、真功夫，在他身上你能看到一
种“严谨认真、爱岗敬业、精益求精、追
求卓越”的“匠人”精神，他就是勤劳朴
实、技术一流的“有色工匠”。

胡耀军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记 2015 年集团公司磨矿工技术比武第一名获得者章军

4月 4 日 17 时 15 分左右,正在
吃晚饭的铜山矿业公司掘进区区长
徐志国突然接到矿调度室转来的急
促电话。从电话的那头，传出了该公
司重点项目之一，井下老区负 170
米主井永久性封闭防洪墙浇筑工
程，掘进区带班副区长陈阳重焦急
的求助声音：“是徐志国区长吗？我
们正在施工中的挡墙的搅拌机变速
箱轴承断裂，无法修复正常使用，将
影响下一班制流水作业。为确保此
次 216 立方米重点项目浇灰工程有
序进程，麻烦您尽快调运一台搅伴
机来？”“好的，我马上过去。”撂下
电话，徐志国内心却始终不能平静，
眼下整个浇筑老区主井永久性封闭
防洪墙工程施工到了关键时刻，如
果工程停止，将关系到该公司老系
统防洪渡汛工期，责任重大。

徐志国从 17 时 20 分一直不停
地接打电话，心急如焚声音略显沙哑，
了解到本单位没有备用搅拌机。他先
后联系铜冠矿建公司铜山项目部和本
公司工程区、采矿区负责人，询问是否
有备用的搅拌机。当他得知采矿区在
新区负 658 米中段铲运机硐室有一
台搅拌机后，请求采矿区立即支援。紧
接着他赶到新大井口，在详细了解施
工的情况后，根据工程项目的需求，马
上进行了安排部署。17时 45分，采矿
区负责人二话没说就立即派人将搅拌
机运送到新区负 658 米中段井口，通
过罐笼提升到新副井口。早已在新副
井口的等候的掘进区职工，将搅拌机
送到百米开外的新大井井口。18 点
30 分，他们又通过新大井罐笼准时将
搅拌机运输送到老区负 170 米主井
永久性封闭防洪挡墙工程现场。经过
大家的共同努力，施工人员拆离瘫痪
的搅拌机和流程打通，使浇灰工程又
恢复正常施工，为该工程项目圆满完
成赢得了宝贵时间。 洪同国

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
本报讯 日前，冬瓜山铜矿在深

入开展对标活动中，出台了对标管理
新举措，充分发挥对标管理工作活动
在企业抓发展、强管理、增效益、保安
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不断提升全矿
技术经济指标新水平。

为促进对标活动深入开展，该矿
结合生产实际，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以提升矿山经营绩效为目
标，树立科学管理理念，推进管控模式
调整和管理创新，实现管理流程、指标
体系、作业规程的标准化。通过调整和
细化工作方案，健全和优化指标体系，
建立和维护指标值收集渠道，逐步形
成对标管理长效机制。并以指标对标
为主，选择内部对标指标主要以设计
值和历史最高水平以及矿山中长期战
略规划作为对标基准。力争每年度
30%以上的对标绩效指标同比改善，
20%以上的指标好于历史最高水平，
10%以上的指标达到或超过标杆水
平，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特别是对复杂
难选矿石回收率在国家“十一五”选

铜攻关选铜回收率为 86%的基础上提
高 2 个百分点，力争 88%以上，实现矿
山持续稳产。

该矿成立以矿领导班子为主要成员
的对标管理活动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
审定实施方案、组织开展活动、检查督促
进度、审定考评结果、负责活动全过程的
领导工作。对机关部门、基层单位明确了
具体的工作任务，完善责任和指标体系
22 项，按照“可比可学、适度领先”和
“有利于促进提升”的原则，合理确定标
杆及标杆值。

该矿采用多种形式开展对标管理知
识的宣传培训活动，充分利用内部网络、
宣传橱窗、对标工作简报、班前班后会等
形式广泛宣传对标管理知识，以提高全
体员工的对标意识，引导员工积极参与
对标管理活动。并完善对标工作报告制
度，推进对标工作制度化，定期召开对标
分析会或专题分析会，找出存在的不足
与差距，制定改进计划和措施，提高对标
分析质量和水平，确保对标工作取得实
效。 汤菁

冬瓜山铜矿出台对标管理新举措

本报讯 近日，矿产资源中心再
次专门以全体干部党员参加会议的形
式强化思想作风建设，充分发挥党组
织的政治核心、思想引领、保证监督作
用，为该中心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十
三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证。

该中心坚持党建工作与中心方针
目标同向、措施同定、工作同步，充分
发挥中心党委政治核心作用、基层党
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将党的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转化
为中心的发展优势和长足动力。通过
组织融入、队伍融入和思想融入提振
发展信心，凝聚发展力量，团结带领全
体干部员工迎难而上，主动作为，成为
中心今年转变作风建设的立足点。一
季度以来，该中心领导利用多种途径
深入职工中，面对面讲清“怎么看”与
“怎么干”问题，让员工能够正确看待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懂得如何从自身
出发努力降本增效、挖潜降耗。近日，

该中心正在结合集团公司挖潜降耗的指
导意见，收集汇总各基层单位具体的挖
潜降耗措施。

为保证今年“三重一大”决策制度
的合理性，该中心一方面在抓好政治理
论和企业管理知识的学习，提高参与决
策的水平和质量；另一方面组织精干力
量，深入一线了解员工的诉求，保证参与
决策的科学性。对凡是涉及中心重大经营
目标和方针政策的确定、职工薪酬分配方
案的出台、大额资金的使用、重要管理制
度的执行，该中心都提交党政联席会认真
讨论，实行民主决策，确保科学合理。

该中心还将继续完善党员联系群众
机制，找准发挥作用的需求点。总结推广
好学习型党组织教育活动中行之有效的
做法，找准发挥作用的带动点；拓宽党员
发挥作用的渠道，找准发挥作用的结合
点，使中心的党员真正成为生产经营的
能手、降本增效的标兵、扭亏增盈的骨
干。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萨百灵

矿产资源中心深化党员思想作风建设

本报讯 近几年来，铜冠冶化分
公司 5S 管理活动持续深入开展，工
作环境明显改善，工作效率加快提升，
员工素养逐步提高，去年顺利获评集
团公司 4星级单位。针对生产经营新
形势，该公司 5S 管理将在对标挖潜
和节能降耗方面做文章。

围绕年度生产经营方针目标，该
公司确立以“全员参与、提高素养、持
续改进、注重实效”为工作原则，以巩
固前期成果为基础，紧贴实际，狠抓薄
弱环节，加强日常检查考核，加大奖惩
力度，结合实际加以创新，全面提升生
产效率、节能降耗和安全环保绩效。为
保障活动顺利实施，该公司成立了 5S
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明确 5S 管理活
动主管部门，各车间成立 5S 管理领
导小组，设立兼职 5S 管理督导员，以
加大 5S 管理活动的推进力度。

在活动推行中，该公司将继续加
强定置管理，对公司范围内机动车辆
的规范停放管理，特别是在生产区域、

明示禁停区域的车辆乱停放；强化车间
现场值班室、休息室内物品定置管理；在
现场物资清理和堆放定置管理上，针对
生产现场废旧物资堆放问题开展专项整
治，全面清理现场所有物资包括新、旧设
备备件材料、原料、产品、固废等。实现原
料、产品入库不外溢，新设备备件规范定
置摆放，旧备件、材料、固废等定点堆放
及时处理。

检查考评中，该公司明确公司级 5S
检查每月开展一次，采取事先通知或突
击检查的方式。按照《5S 现场管理评分
标准》进行考评，较轻的问题给予扣分，
较严重的问题将按照《铜冠冶化分公司
5S 现场管理违规处罚标准》 给予扣款
处罚，并在该公司网站上进行通报。针对
公司检查通报中发现的问题，各责任单
位实施整改措施，上报整改材料完成销
案，未完成整改销案的单位将给予扣款
处罚。同时，规定车间定期开展自查，在
月底前将自查和整改材料上报该公司。

傅大伟 朱长华

铜冠冶化分公司突出重点深化 5S管理
针对部署 明确方向

本报讯 “广大党员干部要将党
建工作与行政工作融合在一起，依靠
特色的行政工作打造出更有特色的党
支部工作。真正做到率先垂范的引领
作用，为企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凤凰
山矿业公司党委书记汪重午日前在该
公司党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会议上如
是说。

为更好地将集团公司纪检和党群
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好，该公司组
织全公司副科及以上管理人员集中学
习集团公司纪检党群工作会议精神，

重点对集团公司董事长、董事长杨军在
会上的讲话精神进行学习。并在此基础
上组织召开了党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会
议，就如何做好新形势下党建工作及基
层党务工作进行了讨论。

就当前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该公司
党委要求各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加强
当前形势任务的宣传和教育，特别是要
加强职工的法制教育，针对影响公司生
产经营、经济建设等不稳定因素和事件，
制定出有效的防范处置措施，为公司的
发展创造良好的内部治安环境。 段 青

贯彻落实集团公司纪检党群工作会议精神
凤凰山矿业公司

铜冠建安安装公司自承接沙溪铜矿磨浮车间安装工程以来，一直严格控制工期和节点。日前，随着沙溪铜矿 8.53 米 x
4.27 米半自磨机衬板开始安装，两台磨机的安装已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图为铜冠建安安装公司施工人员开始对半自磨衬板进行安装。
舒婷 摄

严格控制工程节点 半自磨机衬板安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