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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坚持管理理念与时俱
进，积极借鉴、引进和运用国内外最先
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用国际最
先进的管理方法，指导公司追求卓越，
积极与国际一流企业用同一种思维对
话，接受国际一流企业挑战，加速国际
化转型，以世界眼光、系统的视野，聚
焦结果、关注过程、持续改进，保障了
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使公司从优秀走
向卓越，绩效指标持续向好，管理特色
日益显现，成功地培育出了独特的竞
争优势和管理特色，为公司打造百年
有色，顺利实现千亿元企业跨越提供
了强劲内在发展动力和支撑。第一次
党代会以来，集团公司发展成为全国

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业，荣获了第三届
中国工业大奖，股份公司先后捧得了全
国质量奖和安徽省政府质量奖。

管理创新，推行卓越绩效管理。着眼
于导入国际先进的管理模式，2010 年
10月，集团公司启动了全面实施卓越绩
效模式工作，制定了三个阶段分层推进
的实施方案，对每个阶段的工作都提出
了具体的目标要求，并明确要求各二级
单位由“一把手负责制，分管领导负责
抓”。伴随着卓越绩效模式导入和推广以
及收效逐步显现，股份公司于 2012年获
得了首届安徽省政府质量奖和第十二届
“全国质量奖”。为打造铜冠品牌，不断追
求卓越，集团公司还积极构建了以卓越绩
效模式为总体框架，以对标、5S管理、合
理化建议、QC小组等为载体的PDCA循
环的持续改进机制。将全员绩效管理、对
标管理作为定期绩效评价与改进的抓手，

纳入“十二五”后两年管理创新活动。各
二级单位根据《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和集
团公司出台的“评价重点”，逐年开展自
我评价。对各单位的《自我评价报告》，集
团公司组织评审员进行“定量+定性”的
评审并一一反馈评审意见。金隆铜业公
司、铜冠矿建公司等单位先后获得了铜
陵市长质量奖。集团公司从 2014 年开
始，逐年评审表彰“铜冠卓越绩效奖”，
对获奖单位的最佳管理实践在集团公司
内部进行分享。2015年，股份公司获得了
中国质量协会组织的“全国质量奖”获奖
三年后复审确认。多年来，群众性QC小组
质量管理活动也得到蓬勃发展，公司每年发
布一大批优秀QC成果，并在省级和行业评
比中获奖。2016年，集团公司选派的多项
QC课题在省质量管理协会QC小组成果
发布会上获得荣誉。冬瓜山铜矿《提高选铜
回收率》课题获得国家级优秀QC小组

称号，有色置业公司《降低外窗渗漏率》
课题、金冠铜业分公司《降低铅板损坏
率》课题获得一等奖；在有色金属行业协
会QC小组成果评比中，铜冠冶化分公司
《降低滤布消耗量》课题和稀贵金属分公
司《提高碲电积电流效率》课题获得国家
级优秀 QC 小组称号，10 个 QC 小组获
得有色金属行业级优秀QC小组称号；冬
瓜山铜矿充填工区充填班获得国家级“信
得过班组”称号、金威铜业公司无氧铜炉班
组获得有色金属行业质量“信得过班组”称
号。卓越绩效管理，为集团公司第一次党代
会以来快速发展提供了莫大助力。在日前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
2016中国企业500强名单中，集团公司
在 2016中国企业 500 强、2016 中国制
造业企业 500 强名单中分别位列第
107 位、第 37 位，排名均比去年上升了
3位。 （下转第二版）

从优秀成功跨入卓越
———集团公司管理工作在创新发展中形成独有特色

中秋团圆时 他们在岗上

9 月 15 日，虽然是中秋节，但对金
冠铜业分公司选矿车间来说，这天与平
时并无二致。一早，磨浮区域大班长齐
小三如同往常一样骑着他的小“电驴”
早早地来到车间，换好工作服后直奔磨
浮现场，开始了例行工作———巡检。

“这巡检可不是简简单单的走一
遍，而是对设备进行 ‘望、闻、问、
切’。”该公司选矿车间副主任王志伟
向记者介绍：望，就是要做到眼勤，在巡
检过程中他眼观八路，从运转设备和传
输矿浆管道的外观发现跑、冒、滴、漏的
现象是否发生。闻，就是要做到耳、鼻
勤。在巡检中他耳听四方，充分利用自
己的耳朵和鼻子去发现设备的声音是
否异常和气味的变化，从而能够找出异
常状态下的设备，进行针对性的处理。
问，就是要做到嘴勤。巡检过程中他也
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切，就是要做到
手勤，在巡检过程中用手来感觉设备运
行中的温度变化、震动情况等。

跟在齐小三身后，看着他熟练的
“望、闻、问、切”。一趟走下来，从 4 号
皮带尾轮的振动给料机到精矿、尾矿的
管道传输，差不多已过去 50分钟。

而此时，磨浮工段组长付小伟也结
束了派班任务，接到任务的众人已经开
始忙碌。磨矿工訾黎明在组员汤栩的协
助下对半自磨机吊装添加两袋钢球，对
球磨机添加一袋钢球。从钢球仓吊装到
磨机钢球添加口再是切割钢球袋……
只见两人熟练地操作着。“等添加完钢
球后，还要进行点检记录，磨机运行温
度、大小齿轮润滑油温度、磨机前后水
添加量的检测及校正、渣浆泵的轴承润
滑及渣浆泵的运行电流等，在这繁琐复
杂的流程下为下一工序浮选提供合格
的矿浆浓细度。”王志伟解释道。

来到浮选平台，阵阵热浪扑面而
来，浮选工季北平正拿着秒表手动检测
并校正，同时向浮选流程添加硫化钠，
硫化钠添加量的调节在零层平台，而浮
选操作在六米高的二层平台，只见他反
复在这两地之间往返。虽然已是深秋，
但浮选机平台上的温度依然高达 40多
摄氏度。记者看见季北平时，他一身工
装已经全部汗湿，却全然不在意：“在
接到化验指标结果合格通报的那一刻，
感觉所有的汗水，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
的！”

该公司磨浮工段是选矿车间生产
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承担着处理量、
精尾矿经济技术指标的控制等重大责
任，工作专业性强，操作技术含量高。
磨浮的成员都是一个个年轻的小伙
子。“他们平时都好玩，一个个都有点
‘玩世不恭’。可是一到上班时间，换
上工装，就都变成了敬业的职工，班中
有时候会因为处理矿浆出现跑、冒、
滴、漏等现象，而弄得自己身上一身的
矿浆、泥砂，他们也毫不介意。”王志伟
欣慰地说：“吃苦耐劳，敬业奉献，这也
是金冠的精神！” 陈 潇 周江兵

中秋一线生产照常忙

中秋节
前，铜冠物
流公司冬瓜
山车队汽车
修理工正在
抓紧时间对
所属车辆进
行维修保养
（如图），以
确保节日期
间冬瓜山铜
矿各类生产
物资运输的
需要。
王树强
刘福云 摄

8 月 15 日中秋节，上午 9 时
20 分，秋雨迷濛。记者来到天马山
矿业公司选金车间，在只有五六个
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党支部书记裴
振武向记者介绍了节日生产情况。
他告诉记者，节日生产同平时一样，
工人三班制工作，车间班子成员同
工人一样，也是三班制跟班。一百多
名工人三班制工作，每个班都有六
十人左右。

据了解，选金车间是天马山矿
业公司主要单位，重点工作岗位有
三块：破碎、浮选和精矿。破碎电耗
大，为节约能耗，破碎岗位都是在大
夜班工作，利用低谷电开动设备，可

以节约不少电费。这个岗位的白班人
员则主要维护或维修设备，维护好设
备，确保设备的完好率，减少设备开动
时引发的故障，从而提高大夜班的工
作效率。

戴上安全帽，在裴振武的带领下，
记者走进精矿岗位作业现场。精矿库
外，大货车排成长长一排，行车在来回
移动，抓斗抓起满满的精砂准确地放
到货车箱。装满的货车开出，空的货车
跟进，循环往复。货车驾驶员与行车人
员配合默契，工作紧张但有条不紊。

随后，我们径直走到过滤机工作
台，工人们的劳动场景直扑眼帘。 当
班的六名工人各自干着手中的活。过

滤机缓缓地转动，硫精砂、金精砂慢慢
落入精砂库里。两名工人在中控室里
密切注视着各种仪器，发现变化及时
调整。裴振武对记者说：“现在矿石性
质复杂，贫化率高，从而给精矿品位、
回收率带来变化，波动大，所以车间领
导跟班指导和督促，确保不出问题。”

在压滤机旁，工人刘师傅正在用
一根有大拇指粗的钢管不停地敲打滤
布，大块的金精砂从滤布上脱落。另一
旁两名女工在更换压滤机上的滤布，
有几块滤布因长时间的应用出现破
损，必须及时更换新的滤布。她们相互
配合，动作麻利，不一会就撤掉破损的
换上新的。今天是中秋节，他们坚守在
自己的岗位上，用自己的劳动享受着
节日的快乐。
本报记者 王松林 通讯员 朱 艳

他们用劳动享受着节日的快乐

8 月 16 日，中秋佳节的第二个
假日。铜陵开发区笼罩在一片细密
的雨雾之中，一片寂静。当日，铜陵
地区气温只有 26摄氏度。

上午 8 时，坐落在开发区的铜
冠电工公司漆包线分厂内，则与外
景天壤之别，灯火明亮的厂房里，机
器轰鸣，50 多名职工在拉丝、包漆、
包装、维修等岗位上穿梭忙碌，分厂
内气温高达 37 摄氏度，劳碌的员
工额头汗水涔涔。

拉丝拉了十几年的老员工钱立
志 8 时到岗开始接班就忙乎起来：
查设备运转是不是正常的，行车、吊
具有没有安全隐患。8 时 20分，他
赶紧拦住上一班带班班长任俊峰，
仔细询问有没有质量缺陷，拉丝油

的浓度有没有变化，退火的镍带有没
有磨损······然后，他在小本本上详
细标注好，哪些机器需要加油，哪些规
格需要换规；铜杆线有没有氧化的、翘
皮的现象。忙好这一切，9 时多，他顾
自走向左侧的两台拉丝机，赶紧查看
连续生产的变化度。

室外细雨秋风凉飕飕，室内的汪
承却一头大汗。10时，作为钳工班班
长的他正带着三位维修工人对三号拉
丝机实施抢修。“关键的部位啊，得赶
紧修好！”汪承指着悬空而挂的已经
拆解的镍带轴承说，影响一下子，产量
肯定受影响，急啊！

10时 30分，拉丝班班长陈振贤
在一片轰鸣声里，目不转睛看着一圈
一圈绕动的线圈。“你要看好这个线

圈有没有不合格的成分，拉丝的速度
变化、拉丝油的温度变化的，都要全神
贯注。”陈振贤介绍，人，不能离开机
子太长时间，一分钟可以，五分钟可能
就有点什么问题来了。因为拉丝是头
一道工序，质量很容易影响到下一道
工序。还有，我们做久了、熟悉了，还可
以凭肉眼看出基本线的直径、伸张力，
是不是有氧化成分等。“就是一个责
任心！”

11 时，记者离开偌大的厂房时，
年轻的储杰仍然在高速漆包机的控制
台上，一丝不苟地记录着每两个小时
的各种数字的变化。“9时，蒸发 566、
固化 623， 催 化 前 638， 催 化 后
657······”而堆放成品的角落里，负
责质量检测的叶铜宝和郭锦，手拿闪
着耀眼蓝光的手电，对一捆捆的成品
复合线圈进行质检。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芦广胜

节假日里员工身上汗涔涔

本报讯 近日，在万里之外的铜
冠矿建公司赞比亚谦比西项目部的会
议室里，该公司副经理王卫生为项目
部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讲授题为《贯
彻两学一做，做“四讲四有”合格党
员》的专题党课。

会议室内悬挂着党旗，党员们佩
戴党徽，大家专心地听讲，认真做好学
习记录。王卫生在讲授党课时，将学习
教育开展的背景、总体要求、学习教育
的内容、主要措施和如何落实等进行
深刻阐述，结合海外工程特点提出了
具体的要求，“要把‘两学一做’落实
到强化理想信念上、落实到讲纪律守
规矩上、落实到党员作用的发挥上、落
实到安全生产上、落实到降本增效的
活动中，贯穿于日常的生产经营中，全
面完成项目部的各项工作，确保东南
矿体工程按期投产。”王卫生语重心
长地说。

铜冠矿建公司目前国外的党支部
有三个，分别是赞比亚谦比西项目部
党支部、刚果（金）金森达项目部党支
部和蒙古国乌兰矿项目部党支部。该
公司党委坚持“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全覆盖，高度重视国外党支部学习教

育的开展情况。安排回国休假的员工带
去学习资料、党旗、党徽等，并通过 QQ、
微信等方式对国外开展的学习教育进行
指导督查。国外各党支部也结合自身特
点，有声有色地开展学习教育。

8 月份，该公司党委副书记夏中胜
到蒙古乌兰矿项目部检查指导工作，亲
自参加该党支部的“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专题讨论。此次王卫生讲授专题党课，
也是该公司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
开展“讲党课、送党课、评党课”活动的
重要内容。

赞比亚谦比西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姚
玲说：“公司领导给我们上的这堂党课，
内容丰富，意义深刻，让现场的广大党员
深受教育。我们虽然远在非洲，但‘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的各项规定动作都是严
格按照规定要求完成的。”该党支部还
根据工程长期发展的需要，坚持用工属
地化，创新开展“践行党章———促进共
同发展”活动，挑选一批党员技术骨干，
与当地员工一对一建立导师带徒关系，
帮助提高当地员工的业务技能，在带动
当地员工与公司共同进步，促进工程和
谐稳定的同时，降低了用工成本，实现了
降本增效。 陶 莉

铜冠矿建公司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延伸到国外

“咱们这些班长、安全员学起‘安
全秘籍’来真是新招跌出，我女儿要
有他们的学习劲头儿，没准明年就能
考上一本大学。”副区长何孔祥打趣
道。

“对！你看倪班长的‘秘籍’随身
带，蔡班长暑期让儿子当老师，刘班长
夫妻俩在家互帮互学，童班长在办公
室的电脑上‘偷学’，还有许安全能倒
背‘秘籍’，现在免考了……”大家你
一言我一语总结起他们的“学习经”。

9月 13日 15 时许，冬瓜山铜矿
采矿综合楼派班室内，采矿工区副区
长何孔祥跟几位员工正聊着将于本月
底举行的全员安全考试。从 2014 年
开始，该矿每年都举办一次“矿考”，
矿部编写的《员工安全生产知识考核
题库》成了员工学习安全知识的“秘
籍”。

“倪班长”是采矿班班长，今年全
班要完成 290 万吨采矿量，还要确保
一年 300 多次、平均每次装药 3 吨多
大爆破的安全实施。倪青在单位工作
任务重，无暇看书备考，他就把《题
库》放在私家车上，有空便随手取来
翻一翻。“哪怕一天看 30 道题，一年

下来也能学上万题。”倪青希望在安全
学习上积少成多。

“刘班长”是服务班班长，虽然是为
矿山生产服务，但每年向井下运送上千
吨物资、维护好万米（风水电）管线的任
务也不轻巧。刘晓平的爱人同样是本矿
员工，两人平时在家，忙完家务面对面你
问我答，让安全学习不再枯燥。“别说和
老婆在一起学习，不仅效率高了很多，还
增进了夫妻感情。”刘晓平把安全学习
当着加深夫妻情感的润滑剂。

“儿子中考结束后，我就叫他当教
官，每天考《题库》上的内容。儿子见我
这么认真学习，也不好意思玩儿，经常手
捧课外书在瞧。”蔡顺利班长说学习起
到了言传身教的所用。和蔡顺利同在出
矿一班的童晓锋认为自己的“修炼”达
到了更高层次。“《题库》对我来说没什
么难度，班前班后我在办公室的电脑上，
查看矿安全部下发的每周安全学习资
料。”

安全员许世峰是工区选派参加矿部
举办的 “安康杯” 安全知识竞赛选手。
“刚刚结束的‘安康杯’初赛，我们四名
队员读了几十万字的安全资料，也背了
好几万字的试题。虽然进入决赛的选手，
全员安全考试可以免考，但是参加‘安
康杯’给自己的帮助挺大，给我补齐了
在职业健康、应急与救援等方面安全知
识的短板。”许世峰说。

李志勇

“八仙过海”的安全学习

9 月 18 日，芜湖市委书记宋国权率芜湖市四大班子及县、区主要领导来铜陵
有色南陵姚家岭矿调研重大项目建设进展情况。集团公司总经理龚华东、股份公
司副总经理詹德光等陪同调研。

宋国权在施工现场听取了詹德光对该项目前期工作、当前进展情况以及远景
规划后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建立、健全、完善政府部门与铜陵有色之间良好的沟
通、协调机制，促进工作与发展，合力谱写互相支持、互利共赢的篇章。龚华东对芜
湖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铜陵有色南陵姚家岭矿的项目建设表示感谢。

段 青 刘 晔 摄

芜湖市委书记宋国权到铜陵有色南陵姚家岭矿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