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建伟是安庆铜矿
井下安全检查工。他反
“三违” 铁面无私，2015
年以来，发现安全隐患达
48 起，并全部现场督促落
实整改；查处“三违”15
起。

他以前是机运区起
重工，对副井系统非常熟
悉，2015 年副井检修，起
重工短缺，矿里第一个想
到的就是他。此次副井检
修中，他不仅管好现场的
安全，又很好地指导了现
场的工作。

一 次 在 负 460 米 2
号 15 采场掘进作业中，
他来到现场让打眼工停
下作业，仔细检查作业
面，发现一残眼内有一条
炸药一发雷管，他狠狠地
批评教育在场的作业人
员。在他监督下，打眼工
正确处理了残眼，避免了
严重后果的发生。

———安庆铜矿井下安全检查工黄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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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12 日上午，集团公
司在五松山宾馆召开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 2015 年度综合考核动员会，集
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杨军主持会
议，并代表领导班子作年度总结报告。
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
政府参事王唯作动员讲话。集团公司、
股份公司高管龚华东、陈明勇、李文、
王立保、徐五七、胡新付、宋修明、蒋培
进、詹德光、方文生、丁士启出席会议。

杨军在报告中介绍了 2015 年度
集团公司发展和党建工作总体情况。
2015 年，集团公司坚决落实省委、省
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加快适应经济新

常态，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提质增
效，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生产经营形势总
体稳定，专项巡视整改持续深化，员工持
股计划全面启动，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
进，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基层党建持
续夯实，文明创建和文化建设不断加强，
企业大局稳定和谐。

2015 年，集团公司始终坚持发展主
旋律，想方设法做强做优国有企业。一是
坚持强化战略引领，加快产业调整，推动
企业可持续发展。二是全面深化改革创
新，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内部整合
重组，提升技术研发能力。三是通过加快
“两化”融合，优化管控水平，强化风险

防控，不断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四是切实
强化国企担当，坚持依法合规经营，坚持
安全绿色发展，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2015 年，集团公司始终坚持全面从
严治党，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党建工作
的部署要求，持续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
风建设；全面从严选拔任用考核管理干
部，持续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全面履行“两个责任”，持续加强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王唯在会上作动员讲话，就这次年
度综合考核的对象、民主测评的内容和
方式等事项作了详细说明。

全体参会人员根据要求对集团公司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行了民主测评，
对 2015 年度集团公司发展和党建工作
进行了民主评议。会后，考核进行了分组
个别谈话，并实地察看了冬瓜山铜矿、金
冠铜业分公司以及战略发展部，全面深
入了解集团公司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
设及发展和党建工作总体情况。考核组
副组长、省属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董亚
庆，省国资委第十监事会主席刘力，集团
公司监事会成员、副总工（经）、二级单
位主要负责人、机关部门中层管理人员、
部分职工代表和市级以上“两代表一委
员”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 陈潇

集团公司召开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2015 年度综合考核动员会
王唯作动员讲话 杨军主持会议并代表领导班子作年度总结报告

本报讯 近日，在矿建市场
竞争激烈的环境下，铜冠矿建
公司凭借公司竞争优势和山东
在建工程的良好业绩，一举中
标山东招金矿业夏甸金矿深部
主井辅助工程、四期盲混合井
安装工程等两项工程，成功实
现了该公司在山东矿建市场的
持续稳定发展。

该两项工程均为山东招金
矿业龙头企业夏甸金矿深部矿
量接替工程的关键项目，也是
山东省黄金资源综合利用示范
基地———夏甸金矿深部高温高
压环境下安全高效开采示范工
程中的难点工程。此两项工程
的中标，为该公司立足当前、着
眼长远、辐射周边，打造“十三
五” 东北项目基地奠定了良好
基础。

陶 莉 程晓林

铜冠矿建公司
山东工程连中二元

4月 6 日 15 时 40 分，正是
铜冠池州公司九华冶炼厂班组交
接班时候，恰巧天空一阵暴雨，随
后一声雷响，接着焙烧车间硫酸
主控室传出主控手葛盼的催急
声：“不好，一吸酸泵跳停了！”

“一吸酸泵跳停”意味着生
产工序将出现连锁反应：炉口
出现大量焰尘的喷出，一吸循
环槽液位上升而且 98%酸浓变
稀等，最主要的尾吸塔超过 5
分钟后将有大量二氧化硫烟气
排入空中，造成大气严重污染。
此时，葛盼快速而有条不紊地
进行处理，在 DCS 上进行复
位，并联系电工，又快速告知班
长及车间领导。焙烧车间副主
任彭幼林、硫酸工段长吴文跃
在第一时间闯入主控室，拿起
电话指令焙烧主控减风机风量
和减料，避免炉口正压过大造
成人员烧伤和设备的损坏，要
求硫酸巡检工立即关掉补水
阀，阻止成品酸浓变稀等。闻讯
赶到主控室的车间主任和党书
记焦急询问处理情况。主控室
内急拨电话和回玲声交叉一
起，气氛十分紧张。此时正准备
更衣交接班的班长俞济时，接
到葛盼的电话后，认为事态严
重性，不顾一切冒着暴雨直赴
干吸平台控制柜，脑海中第一
要做的立即复位启动一吸酸
泵，再做停炉准备。幸运是复位
启动成功了。从泵跳到启动处
理时间前后仅 5 分钟，这短短
几分钟里，在场所有的人绷紧
而不安的心很快落地了，生产
恢复了正常。

此次泵跳在极短时间内处理
完毕，消除了二氧化硫进入空中
污染的危险，避免停炉而造成重
大经济损失。

吴海兵

惊心动魄的 5分钟

“今年，我们强化降本增效工作的
针对性，做到早部署、早落实，努力推动
此项工作取得实效，第一季度也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动力厂厂长江武告诉记
者，今年以来，除热电因多方面原因指标
没有可比外，与去年相比，供水系统主要
经济指标浑水、清水电耗从 2 月份开始
大幅度下降，一季度同比分别下降
11.45%、11.85%，供水系统利润同比提
高 9%，降本增效工作实现了首季开门
红。

江武认为，员工中蕴含着无穷无尽
的智慧和力量，降本增效工作必须紧紧
依靠广大员工。今年元旦刚过，该厂就在
全厂员工中开展了征集 “降本增效、扭
亏增盈”意见和建议活动，广泛发动员
工提建议、出思路，共收到员工的意见和
建议 100 多条。

“要想降本增效工作取得实效，必
须要有针对性的措施。”江武说，今年以

来，该厂结合员工的意见和建议，并多次
召开会议分析企业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与同行业先进相比、与主要竞争对手的
先进水平相比、与本单位历史最高水平
相比，找出发展的瓶颈和企业的潜力所
在，出台了“对标挖潜、降本增效”活动
实施意见，从 “指标对标”、“职能对
标”、“流程对标”、“综合能力对标”四
个方面和 14 大领域，制定了涵盖热电、
供水两大系统以及各个层面、各岗位 51
个具体措施，全力解决降本增效中出现
的问题，力争全年浑水电单耗、清水电单
耗在计划值基础上下降 1%；发电煤耗、
供热煤耗在计划值基础上下降 2%；制
造费用可控部分在上年基础上下降
10%；管理费用可控部分在上年基础上
下降 20%；三分之一以上的技术经济指
标赶超标杆水平或创本单位近三年最高
水平，确保全年实现利润指标。为确保降
本增效措施能贯彻到各项工作中，该厂
每月召开两次协调会，通报指标完成情
况，处理措施实施过程中有关问题；制定
措施指标并纳入各基层单位和各岗位
KPI 月度考核，实行季度兑现，对单位和
个人进行严格的奖罚。

江武告诉记者：“今年我们全力解
决过去运行中突出的问题，努力实现企
业的提质增效工作。”热电系统由于蒸
汽用户的不足，制约了企业的效益和发
展。今年，该厂主动作为采取降价策略，
与亚星焦化争夺集团公司外部的蒸汽用
户市场，提高热电运行负荷，过去一直是
亚星焦化客户的铜陵华源金昌印染有限
责任公司目前已开始使用该厂的蒸汽。

过去由于热用户方面的原因，致使该厂热
电系统运行不到 20 天就要停一次炉。江
武与我们细细算了一笔帐：“启一次费用
大约在 40万元，去年我们开停炉 9 次，如
果与热用户协调，少开停炉一次就会为企
业节约 40万元，如果一年减少二次、三次
呢，那效益是很可观的。”针对此，今年该
厂积极与蒸汽大用户金泰化工沟通协调，
目前基本上达成协议，让金泰化工延长生
产运行时间，以减少开停炉次数，在节约
开停炉费用方面让金泰化工共享以达到
双赢。最近，热电生产系统连续运行以超
过了 30多天。煤是热电系统最大的成本，
过去煤一直靠火车运输，今年该厂着手将
大部分煤改成水运。水运与铁运相比每吨
运输费用可下降 30多元。今年已有 2.3 万
吨通过水运运抵热电车间，节约成本 70
多万元。预计全年将有 8 万多吨煤改成水
运，全年仅此一项可节约成本 240 多万
元。针对电是供水系统最大的成本，过去
是依靠外单位转供电，难以享受直购电收
益的收益，今年，该厂积极与转供电单位
协商，努力争取共享 110 千伏直购电收
益，目前这些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预计此项能带来 60多万元的收益。

江武认为，今年动力厂降本增效任务
十分繁重，但他坚信只要仅仅依靠广大职
工，一定能打好这一攻坚战，确保全年计
划目标的实现。 舒 宣

以问题为导向 扎实推进降本增效取得实效
———访动力厂厂长江武

本报讯 日前，集团公司纪委官
方微信公众号 “铜陵有色纪律检查”
正式上线首发，旨在传递正能量，弘扬
清风正气。

“铜陵有色纪律检查”是为推进
全面落实中央、省、省国资委纪委全
会精神，建设的铜陵有色纪委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宣传教育工作
官方公众平台，将注重发挥新媒体的
宣传、教育、沟通、服务等功能，构架
起公司纪委和广大职工沟通联系的

新桥梁。
“铜陵有色纪律检查” 作为集团公

司纪委信息发布的重要窗口，将在第一
时间发布相关信息，内容涉及权威发布、
政策解读、特别关注、廉政要闻、曝光台、
廉政文化等多个板块，贴近集团公司实
际，为广大铜陵有色职工提供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方面的第一手资讯。即日
起，在微信添加朋友栏，搜索公众号“铜
陵有色纪律检查”或“tlys-jw”关注即
可。 纪 委

“铜陵有色纪律检查”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

本报讯 仙人桥矿业公司积极开
展“提质增效 节支降耗”活动，自我
加压，在集团公司下达的全年完成
920 吨铜量基础上，力争实现建矿以
来铜量最高值———实现铜量 1120 吨
的奋斗目标。

从 1 月份开始，该公司在措施上
实施细化，重点对所属项目部实行
“无差别”管理，外来服务项目部各种
管理手段与待遇，一律与本公司车间
同等对待，大大地提高了项目部工作
人员的责任心。每一个采矿场何时准
备、如何准备，由该公司安排，确保所
有废石不会流进选矿系统，最大可能
地保证原矿品位。

该公司采取扣抵上一月人员工资
的方式，保证项目部人员能及时就岗
并有效工作。一季度，该公司铜量完成

270 吨，完成年度计划 29.3%；供矿量完
成 6.4 万吨，完成年度计划的 24.2%，供
矿品位较集团公司计划 0.4%提高到
0.48%，供矿量同比减少了 0.2 万吨，铜
量同比增加了 46 吨，成为该公司投产
以来实现的最好成绩。

该公司着重加强工程技术管理，优
化中深孔和浅采供矿比例，降低采矿损
失率、贫化率；强化矿废石管理，将全年
供矿品位从 0.402%提高到 0.47%；加强
生产组织管理，确保设备运行正常，提高
球磨机处理能力和台效，增加年处理量
1.1 万吨；加强选矿工艺流程的管控、技
术攻关和现场管理，提高选矿技术经济
指标，确保选铜回收率指标从 86%提高
到 87%；严格落实施工项目部各项指标
考核，增加供矿量。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周钧

仙人桥矿业公司今年力争完成铜量 1120 吨

本报讯 冬瓜山铜矿采矿工区为
加快负 850 米 58-22 号采场出矿，缩
短回采周期，避免采空区暴露时间超长
造成空区顶帮板垮落，保证相邻二步骤
采场的按时接替，自 4月 1日至 7月 9
日开展百日出矿竞赛，争取在100天内
完成20.4万吨的出矿任务。

该矿负 800 米 58-22 号采场存
在诸多出矿难题：出矿战线长，铲车运
距在 150 至 180 米之间；正常出矿采
场为双侧作业，22 号采场为 58 线单
侧出矿下 58-3 号溜井；矮溜井存放
矿，影响采矿工区下矿和运输区拉矿
速度；与 60 线以北工程的倒运矸石

卡车形成交叉作业，出矿铲车时常停机
避让。因此，导致 58-22 号采场出矿效
率低，回采近一年仅出矿 16万吨。

采矿工区开展的出矿竞赛，将有效
提升出矿效率，解决影响空区安全管理
和生产衔接的困难。该区在竞赛过程中，
将采取多项措施：延长出矿作业时间，各
出矿小组在井下现场交接班；提高大孔
爆破质量，降低矿石大块率；强化各项后
勤保障，包括整修出矿路面，整治出矿区
域顶帮板，抓好风水电及溜井等辅助设
施管理；开展早中晚班的 “小指标竞
赛”，激发各出矿小组之间的竞争意识，
掀起大干百日的竞赛热情。 李志勇

冬瓜山铜矿采矿工区开展百日出矿竞赛

一等奖
《对安全较真的“唠叨姐”》

高春生
《“我们安全了，天马也就安全

了”》 林积才
二等奖
《请像守护家一样守护安全》

李虹辉
《今天媳妇是主角》 李志勇
《直击演练现场》 陈玲琍
三等奖
《黄叶贵抓安全从“头”上抓

起》 吴奕敏
《大修中的“红袖章”》

陈潇 裴建国
《工友指纹未消除 班长主动

先自罚》 汪为琳

《“好人”被罚》 吴健 陈幸欣
《“今天，我是安全员！”》

江君 陆文武
优秀奖
《当特大暴雨袭来时……》

汤海斌 胡耀军
《请说“不”》 万青
《我和安全有个“约会”》

李志勇
《“三招”除隐患》 汪为琳
《“铁面”小分队》 齐宏明
《一次难忘的经历》 芦广胜
《亮“丑”》 李志勇
《反“三违”动真格》 段青 商鹏
《安全签名不“低调”》 汪为琳
《全家福注视着你的安全》 田芳

本报编辑部

《安环伴我行》征文评比揭晓

今年以来，铜山矿业公司通过深挖潜力、节能降耗、成本控制等办法用好“家
底子”、管好“钱袋子”，加强经营指标管理考核办法，全力推动各项工作的落实。
图为 4月 8日，该公司员工正在修复矿用耐磨卧式多级离心泵。 洪同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