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截至 10月 24日，冬瓜山铜
矿采矿工区本月已在 44-4 号采场实施了
12次大爆破，累计完成装药量 22.104 吨、
采矿量4.714万吨。该采场实现了平均两天
完成一次大规模采矿，打破了以往在同一
采场一周仅安排一至二次大爆破的常规。

44-4 号采场作为冬瓜山矿段的复杂
难采采场有其特殊性。该采场可采矿量达
38.75 万吨，铜金属量 2918.19 吨，但整个
采场矿体厚度为 80 余米，底部宽度超过
100 米。技术人员在布孔、采矿设计时，考
虑到“超高超宽”的特点，布孔设计分为四

层硐室，深孔硐室在井下负 714 米、负 730
米中段，中孔硐室布置在井下负 790 米、负
800 米中段；采矿设计选择最佳落矿方式，
先采中孔硐室，在负 790 米和负 800 米设
置两个出矿中段同时出矿，以提高出矿效
率，根据采矿设计方案，该采场总共将实施
51次大爆破。

高频次的采矿活动，使 44-4 号采场的
出矿产量激增，并带动冬瓜山矿段上盘矿源
供给能力的提升，同时还将有效缓解矿段下
盘负 850 米、负 875米中段的供矿压力。

李志勇

冬瓜山铜矿单采场“两天一采”破常规

1铜 陵 有 色 金 属 集 团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主 办 E-mail:tlysb@tlys.cn 每 周 二 、四 、六 出 版

2016年 10 月 27 日 星期四 农历丙申年九月廿七

国内统一刊号：CN34—0047 邮发代号：25—52
第 3847 期
总第4164期

近年来，铜冠地产公司深入研究行业
发展趋势，紧跟市场步伐，抢抓发展机遇，
在市场调控中逆势前行，走出了一条科学
发展之路，综合实力再登新台阶，在 2015
年安徽房地产企业 50 强榜单位列第 26
位，铜冠地产公司成长为安徽省一流的房
地产开发企业集团。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日
前，记者采访了铜冠地产公司总经理汪农
生。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房地产
行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行业整体调整转
型以及企业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对房地产
企业的市场掌控能力、盈利能力、发展质量
以及管理水平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汪农生说，房地产行业的区域性特点
非常明显，近几年安徽市场分化现象比较
严重，三四线城市库存高企，量价齐跌，凭
着多年积累形成的敏锐市场洞察力，公司
重新进行市场定位，迅速调整开发布局，加
快开发重心转移步伐。通过对市场趋势的
深入分析，及时制定并实施了“加快铜陵、
深耕池州、抢占合肥、拓展二线、谋求一
线”的布局调整策略，尽快将开发重心向
具有发展潜力和上升空间的一二线城市转
移，规避三四线城市库存过剩带来的巨大
风险。在加快铜陵、池州区域的开发节奏的
同时，在省内合肥等市场上升的城市抢占
市场份额，加快了合肥铜冠花园和铜冠广
场项目的建设速度，目前省内已基本形成
了合肥、铜陵、池州三大开发板块。

优秀的企业必须学会尊重市场，以质
量树品牌，以品牌拓市场，铜冠地产公司近
几年的高速发展，正是我们尊重经济规律、
研究行业趋势、抢抓市场机遇的结果。品牌
战略也是我们近年来业绩突飞猛进的法宝
之一。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这是在铜
冠地产公司实施品牌化战略的基本要求。
在产品研发阶段，选择国内外一流的设计
院所，比如上海同济大学设计院、上海现代
设计院、深圳设计院等，逐步建立起战略合
作关系，将先进的居住理念和超一流的户
型设计融合到产品研发中去，为消费者提
供功能更加齐全、使用更加方便、环境更加
舒适的人性化住宅产品。在具体房屋施工
过程中，严格管控，将房屋质量问题扼杀在
萌芽状态，项目竣工验收实行施工方、监理
方、建设方和业主方四个层次逐级检查验
收的质量管控体系，确保将优质的产品交

付给业主。
良好的销售业绩离不开市场营销工作

的创新，铜冠地产公司近几年始终以市场为
中心，抓住市场营销这根主线，灵活开展各
项促销活动，不断开拓市场，增加收入。

汪农生说，今年国家号召房地产行业
“去库存”，房地产行业区域性很强，我们针
对合肥、池州、铜陵三个城市不同的情况，加
大销售，降低库存，增加收入。合肥市场今年
形势非常好，住宅供不应求，价格一路飙升。
为此，公司着力提高销售收入，提升盈利空
间，特别是近期积极引入合肥 168学校，提
升了小区教育资源，为后续项目的销售、招
商和招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预计今后几年
会为我们增加 8000万元以上的收益。池州
市场我们积极引入池州市政府的购房超市，
落位在池州铜冠花园项目，提升在池州地区
的品牌形象，促进销售。同时，抓住池州旧城
改造的契机，通过销售员提前跟进，并帮助
做好拆迁服务工作，推动销售，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铜陵市场今年改善性需求有所启
动，我们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营销方案，去
化铜冠花园和景尚花园的尾盘。同时，积极
关注枞阳县客户在铜陵的购房需求，引导消
费。

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房企盈利空
间被不断压缩，很多中小企业甚至处于破产
的边缘。微利时代，房企苦练内功，再造企业
盈利能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而获得
长足发展尤为重要，铜冠地产公司是如何做
的呢？

汪农生告诉记者，控制成本要从房地产
价值链的源头抓起，目前规划设计单位设计
出的方案没有充分考虑成本与市场，普遍存
在“重技术、轻经济”的现象，即注重设计效
果，忽视成本。我们持续加大对产品设计方
案的优化、经济技术指标的优化，加强施工
图的审查；与第三方专业机构加强战略合
作，深度优化规划方案，减少设计缺陷，从源
头管控成本。在项目施工环节，工程变更是
影响项目成本的主要内容，我们按照“防范
为先、严控随后、节约成本、提高品质”的要
求来加强工程变更控制。通过强化工程变更
管理，规范招标后期管理，加强成本的事中
控制，达到总成本的控制。

面对“十三五”规划和新的五年新的起
点，汪农生信心满怀。他说，这是铜冠地产公
司乘胜追击，向更高目标迈进的重要战略机
遇期。将在集团公司的正确领导下，科学分
析当前形势，准确把握发展定位，全面审视
司情现状，从而形成新的发展思路和战略目
标，进一步提高综合竞争实力，不断追求卓
越，创造辉煌业绩。 王松林 殷 虎

在市场中闯出一条科学发展之路
———访铜冠地产公司总经理汪农生

10 月 21 日上午，在铜冠建安
公司机关大楼里，一名 40 多岁的
男子佝偻着背，拿着一个扫帚，卖
力地清扫着地面，每经过一个办公
室，便将门口垃圾桶内的垃圾倒入
随身的垃圾袋，他所过之处，窗明
地净。

“他叫张超，做事情可认真
了。”据有色建安劳务房开公司经
理王家俊介绍，张超是该公司原建
安房开公司保洁员，房开公司与劳
务公司合署办公后，原办公楼交回
市里，张超也随之成了待岗职工。

“张超 40 多岁，听力较弱，目
前仍是独自一人，不工作就没有生
活来源。”了解到这些情况的王家
俊反复与建安公司领导及相关部
门沟通，把他的情况如实反映给公
司，最终成功给他安置在机关大院
保洁员的岗位上。“他虽然耳朵不
太好使，也不怎么说话，但是干事
认真、严谨，在保洁的岗位上做得
很好。”王家俊欣慰道。

和张超一样，马亮也是该公司
不久前上岗的一名工人。40 多岁
的他，原本是建安公司预制厂的一
名塔吊工，待岗后生活困难。劳务
房开公司通过和他本人以及企业
保卫部的沟通，很快敲定了他的岗
位。今年 10 月份，马亮被纳入建安
公司保卫部麾下，负责着建安公司
的绿化和巡逻工作。

在建安公司机关大楼里，王家
俊碰见了铜冠建安商品混凝土公
司的经理马立干，想起什么的他当
即问道：“马经理，荣胜在你那干
得怎么样啊？”“挺不错的，做事很
认真！”得到肯定的答复，王家俊
露出了笑容：“荣胜也是刚刚上岗
的，现在在商品混凝土公司负责设
备维修工作。”

荣胜原是该公司一名钢筋工。
今年初，建安公司根据自身发展需
要，解散了钢筋队，而这是一个无
法独立施工的工种，荣胜便随之待
岗。

“除了钢筋这项技能外，他还持
有设备维修和电焊方面证书。”王家
俊表示，对于有技能的人，一定不能
埋没，考虑到这一点，劳务房开公司
很快为他找到了合适的岗位。

组织人员上岗，是有色建安劳务
房开公司的职能之一。近年来，由于
多方面的原因，该公司聚集了一批因
各种原因待岗人员，其中部分还属于
工伤、大病人员。该公司对这些待安
置员工的个人情况进行备案，同时积
极地与企业各单位、部门沟通，掌握
他们的用工需求。成功组织人员上岗
后，还不定期进行回访，了解新上岗
人员的工作情况。

“重新上岗后，他们都非常珍惜
新的工作。”王家俊说，失去工作的
人，更懂得感恩和付出。在困难时候，
企业没有抛弃他们，让他们皆有用武
之地，而这些成功上岗的员工，感念
在心，在岗位上用实际行动回报着企
业。

陈潇 文涓

“让每一名员工都有用武之地”

安全生产经营形势异常严峻，主
产品产量欠产较多；成本和减亏目标
也完成得不尽人意……现距离年底收
官只剩下两个月多点的时间，一系列
现实问题摆在凤凰山矿业公司干群面
前，生产经营形势前所未有的告急。

形势逼人、任务压人，时间却不
等人。该公司党委和矿部第一时间向
全体党员和员工发出《致矿业公司全
体党员的一封信》和《“认清形势、振
奋精神、真抓实干” 决战四季度
致———致矿业公司员工的倡议书》两
份“战书”，以此来提振员工信心，扭
转当前不利经营生产形势。

“最后两个多月，我们不仅要让
生产任务跑在时间前面，还得把生产
成本降下来，必须拿出切实可行的解
决问题方案！”该公司领导在日前召
开的“诸葛”座谈上，向基层单位负责
人、班组长、生产骨干寻计问策、把症
问脉时斩钉截铁地说道。

“在困难面前，我们该怎么办？是

坐以待毙，顺其自然；还是奋力一搏，
力挽狂澜。”该公司在关键之时选择
了后者，全体干群发出 “洪荒之力”，
各种劳动竞赛风雨无阻地展开。

承担着矿山提升、压风、供电、排
水等工作的机运车间是矿山生产运行
的大动脉，由于副井和混合井运行时
间久远，存在设备老化、维修量大等一
系列问题。针对矿山目前生产不利形
势，该车间迅速出台三项硬规：一是维
修人员实行三班制跟班作业，打破以
前夜间值班不跟现象，当班出现问题
当班处理；二是大力开展挖潜降耗工
作，坑下泵房排水在枯水期间一律实
行白班巡仓，夜间排水，真正做到避峰
作业；三是加大修旧利废力度，严格做
到以旧替新、以修代领，真正把生产维
修成本降下来。

该公司工程车间砌旋班经过历时
12 天的奋力拼搏，已经成功向负 400
米中段 2 号采场充填尾砂约 3200 立
方米、尾胶 600 立方米，已提前 6 天

安全结束采场充填任务，打响了工程
车间“决战四季度劳动竞赛”的第一
枪。在充填过程中，该车间领导班子深
入一线与员工同甘共苦，连续 6 天突
击加班抱着充填管头进入采场，穿着
皮裤踩在齐腰深、松软的尾砂上，一个
班下来，皮肤被水泥烧退一层皮，但他
们没有一个人中途退缩。

“目前矿业公司形势十分严峻，
全体党员要坚定信心不动摇，越在关
键时期，越是需要党员彰显先进本色，
广大党员要主动‘亮身份，比党性’，
以实际行动践行‘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真正做到困难时候能站出来，关键
时刻冲上来，以优异业绩带领和影响
身边员工。”该公司党群工作部负责
人在选矿车间会议室作矿情宣传时情
真意切地说道。

“在矿业公司党委、矿部下发倡
议书后，我们车间立即配合矿部开展
选铜回收率、选硫回收率、降低铜硫铁
水分等一系列劳动竞赛，选铜回收率
要达到 89.5%，总铜金质量要不低于
22%，铜精砂水分不得高于 10%。”该
公司选矿车间党支部书记告诉记者。

据悉，该公司选矿车间为了矿山
需要，今年来共选派 20 多名技术骨

干、8 名共产党员赴缅甸进行技术服
务，但选矿车间不会因技术人员大量
的分流，而影响到选矿整体工作的开
展。面对当前生产的困难和压力，该
车间及时做好人员的合理安排，领导
班子成员实行三班制跟班作业，大力
开展班组劳动竞赛，实行每小班一公
示，每一轮一排名。“谁英雄、谁好汉，
员工一看亮堂堂。”该车间党支部书
记说道：“我们还要求广大党员做到
思想觉悟高一些；平时奉献多一些；工
作进步快一些；安全预防早一些；节约
意识强一些；创新创效亮一些等开展
‘十个一’党员活动。”

记者从该公司相关部门了解到，
在“战书”发出之后，各单位积极“应
战”，到处呈现出向年终目标冲刺的
大干景象。虽然当前出矿和掘进工作
受到采场衔接影响，短期内难以达到
立竿见影的效果，但预计在下月将会
有明显好转。

夏富青 段青

“战书”发出之后……
———凤凰山矿业公司“决战第四季度”工作侧记

本报讯 奥炉工程项目部施工
电源建设既重安全，又保高效，自
2015 年 12 月 8 日正式投入运行
以来，满足现场施工用电需要的同
时，未发生一起跳闸和用电安全事
故。

可靠性。该项目部前期委托有
色设计研究院设计施工用电项目并
与设计院人员到现场踏勘具体的
10 千伏线路敷设路径。有色设计院
对奥炉改造工程临时用电分别对
“电解区域临时用电低压变电室”、
“渣选区域临时用电低压变电室”
等进行了设计，以确保施工电源符
合相关供用电规范。

经济性。该项目部工程部采用
建安公司调剂的旧变压器，经过相
关单位检定可以正常使用，节省了
一笔购置新变压器的费用。部分线
路利用原方圆化纤拆除的旧电线杆
和架空线，废旧利用。优化布置配电
所位置 在兼顾全局的用电需求下
保证用电量大的施工区域距离配电
所的位置近，保证电缆损耗较小。

安全性。考虑到施工的用电安
全，该项目部在配电室总开关投入
漏电保护装置。规定施工单位必须
安装二级、三级漏电保护装置、保护
施工过程中的人员安全；明确现场
施工用电规范和要求，强调用电设
备总容量在 50 千瓦以上，应编制临
时用电组织设计方案，并交由监理
组织相关人员上会讨论，同时要求
进场施工单位用电必须填写“用电
申请”，经区域项目经理审核同意，
方可接受用电申请和受电施工。

全周期性。施工用电配电所投
入运行后，该项目部不断强化现场
施工用电管理，规范临时用电设施，
确保用电安全，并周期性检查配电
设备关注设备运行状态，保证施工
电源全周期可靠运行。

该项目部坚持日常巡查与专项
检查相结合，每天对两个主供临时
配电室用电设施进行巡检，做好记
录，监促施工单位专业电工对二、三
级配电柜、箱的巡检工作。每月会同
监理对全场施工用电进行专项检
查，发现问题，及时下发整改通知
单，限期整改，并进行复查，将隐患
消灭在萌芽状态。自从两个临时配
电室投入运行以来，该项目部共进
行专项检查 11 次，查出各类一般问
题 21 项、严重违规问题 6 项，罚款
4100 元。

傅大伟 徐国舵

奥 炉 工 程 项 目 部
强化施工用电保障工程建设

既安全可靠 又经济高效

10 月 15 日，中铁建铜冠投资公司米拉多铜矿项目外部道路沥青摊铺第一层全线摊铺完成，这标志着米拉多矿区
与国家公路已经顺利接通，为项目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当地居民带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外部道路全长 14.34 公
里，预计总投资 1400 万美元，由厄瓜多尔当地公司 SIMAR 承建。该项目 2015 年 12 月开工，预计 2016 年 12 月全部竣
工。图为外部道路与国家 45 号公路连接段。 黄 程 摄

米拉多铜矿项目外部道路沥青层第一层全线摊铺完成

10 月 25 日，笔者在长江西路至滨江大道黑沙河下游岸线整治现场看到，占地 255 亩
的景观园林建设速度加快，梯形护坡上已开始栽种花木和搭建木栈桥等景观设施初现端
倪（如图），该工程预计今年 11 月底完工。 殷修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