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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铜冠冶化分公司，每年生产需
要将近 150 万吨的硫、铁精矿，同时
也有 120 万吨左右的铁球团和硫酸
烧渣需要对外发运销售，这样“一来
一往”，每年的物料储运和发售的费
用产生了大量成本。2016 年，球团、硫
酸市场低迷，原料供应、产品销售难度
增大，让本就困难重重的行业更添霜
雪。如何挖潜降支？铜冠冶化分公司将
目光盯在“路上”，用实际行动给出了
答案。

“管理出效益。”面对严峻的市场
形势，该公司从合理、严格物料运输入
手，把管理的着力点放在了内部挖潜
上。优化场内物料的铲运管理是他们
迈出的第一步，通过合理优化硫酸车
间原料库口、污酸污水站两台外部 5

吨装载机及该公司内部 3 吨装卸机的
工作流程，重新规范各个装载机工作职
责，减少外聘单位装卸机对硫精砂、中
和渣及电石渣等物料的铲运量，一年下
来，仅此一项节约的费用就达 40 多万
元。

在生产过程中，这样的思考与探索
随处可见。为了尽可能提高硫酸烧渣铁
品位，该公司对硫酸生产原料硫精砂及
高硫铁精砂的配比进行优化。调整后的
配料更加科学合理，硫酸烧渣铁品位随
之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如此一来，不仅
提升了球团生产对硫酸烧渣的利用率，
为该公司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同时也
促进了烧渣的对外销售，减少了烧渣储
存对厂内渣库及江边码头的倒运量，一
举数得。

对内如此，对外也绝不含糊。记者了
解到，该公司生产所需的物料及产品虽
然不多，但涉及的关联单位却很多，不仅
来源复杂，而且质量存在频繁波动。因
此，一旦不能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将会
导致原料不能直接或及时入库，无形中
增加了物料倒运成本。

问题当前，承担此项工作的该公司
综合车间主动出击，积极协调。依据年
度、月度生产计划，对外他们积极与集团
公司商务部联系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事
宜，与矿山单位保持密切沟通，及时掌握
供料单位生产与品质情况；对内则与硫
酸、球团车间沟通配合，加强与运输车队
联系，做好原料入库、车辆协调调度。根
据球团品质要求，对内部矿山及信誉好
的船运铁精砂安排直接入库，对新供应

商且以船运方式交货的采取落地与进库
相结合方式，在有利于控制检验风险又
能减低堆存及二次运输成本前提下，保
证了硫酸、球团系统连续正常生产、品质
稳定和顺畅发货，原料和产品供销两条
线均保持平衡。

根据两大车间现有原料库、渣库、
厂内及码头货场，对每个堆放地点及堆
成物料品种不同所发生费用计算后“货
比三家”，进一步优化原料产品进出库
流程，最大限度降低物料堆存及二次运
输等费用。积极与冬瓜山铜矿及北环公
司沟通，充分发挥铁路运输优势，减少
汽车的硫精砂运输量。该公司 2016 年
全年各类物料倒运费用比上年减少约
12%。

本报记者 萨百灵 通讯员 盛叶彬

铜冠冶化分公司：挖潜降支“在路上”
“过年的饭菜讲究的就是要有

年味，今年过年，咱们矿食堂的饭菜
和自家一样的可口，这个年，咱们过
得开心舒坦。”这是安庆铜矿职工
春节以来对该矿食堂的一致 “点
赞”。

由于矿山工作的特殊性，尽管
是春节生产依然保持正常，该矿矿
部要求后勤部门必须提前做好准
备，确保岗位职工在春节期间吃得
满意。在职工们看来，自去年年中矿
加强了对食堂的管理后，食堂的伙
食质量有了明显改善，大家普遍比
较满意。但是过年如何让职工吃得
如意称心，着实让食堂的管理者和
炊服人员们犯了难。经过普遍征求
职工意见，食堂确定过年时要让大
家吃到家的味道，这才是当班职工
最满意的菜肴。

为了让职工吃出年味和家的味
道，负责后勤部门工作的高昆会同
食堂管理员孙斌和班长戴五四召集
炊服人员拟定菜肴，将大年除夕晚
上至农历正月初三的菜谱拟定好：
红烧排骨、红烧羊肉、红烧牛肉、卤
鱼块、卤猪蹄、椒盐大虾、冬笋香肠、
青椒牛肉脯、辣椒肚丝、山药木耳、
香菇青菜等等各家各户过年时的必
备菜肴都纳入了菜单，它基本可以
满足不同口味的职工，会让职工吃
出年味。为了保证菜肴的质量，年前
的半个月，后勤部门就安排采买人
员到市场的合格供应商处进行洽谈
预订，要求鱼肉和卤菜类等必须在
腊月二十九和三十按时送货，这样
既可确保菜肴的新鲜，又能降低采
购成本。对于一些时令蔬菜，也在春
节前两三天加紧采购充足，并组织
服务员连班清理干净后存入保鲜柜
内备用，防止春节后几天通常菜市
场会出现的短暂断货现象，做到有

备无患。另外，对职工早餐的要求也一
丝不苟，既有稀饭、馒头、茶叶蛋，还有
面包、牛奶等。为了保证面包和牛奶的
新鲜度，采购人员直接与莎莉文蛋糕
店和伊利牛奶供应商订货，要求在腊
月三十送来当天的新鲜蛋糕和牛奶，
凡是超过保质期的蛋糕和牛奶一律不
允许提供给职工。

进入农历腊月二十八，安庆铜矿
食堂内已是一片繁忙景象，只有 10 来
个炊服人员要承担每天 800 多人的
早、中、晚春节餐，压力是平时的一倍
多，但是，为了让职工吃得满意，每个
人都舍小家顾大家忙活在食堂里。大
厨王珍的女儿在外地工作，春节回来
和父母团聚，很想吃到母亲亲手做的
熘鱼片，可是，成天忙在食堂里的王珍
一直没空给女儿做。女员工韩爱莲胃
病犯了，仍然坚持不请假。服务员倪素
萍吃住都在食堂里，无论是当班还是
不当班随叫随到。另外两位大厨师杨
健、吴学志更是每天从早忙到晚，三位
大厨各显自己的绝招，将每一道菜都
力求做得既好看，又好吃。杨健说：
“食堂的大锅菜要想色香味齐全，确
实有点难，但是，过大年不能让咱职工
失望呀，只要尽心尽意去做，相信职工
还是会满意的。”连续三天，孙斌和戴
五四都吃住在食堂里，既当调度员，又
给大家做帮手。兼任后勤部门负责人
的高昆等也每天来食堂积极帮厨，大
家齐心合力力争让职工过年时吃得舒
心和满意。

“从除夕到现在，每天食堂就餐
人数都在 800 人次以上，累是累点，但
是让职工们吃得好、吃得精、吃得满
意，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现在职工们能
给我们这么高的褒奖，我们感到很欣
慰。”安庆铜矿职工食堂班长戴五四
疲惫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杨勤华

过年，让职工吃到了家的味道

春节期间，九华冶炼厂举办，“迎新春”男女混合拔河比赛，共有 9 支队伍参
加了角逐。赛场上每一位队员都铆足了劲儿，全力拼搏，随着长绳子上锤砣的左右
移动，现场加油声也此起彼伏，欢呼声及热闹的气氛传遍全场。经过三轮激烈角
逐，该厂焙烧车间最终以不凡实力摘取了本次拔河比赛的第一名，熔炼车间获得
第二名，动力车间获得第三名。

图为拔河比赛现场。
叶 玲 何 涛 摄

2 月 3 日（农历正月初七），金冠铜业分公司团委青安岗岗员早早地来到厂区门口站起了“新春第一岗”。活动中，岗
员们准备了百余条各种类型的安全试题，利用职工上班前时间，组织开展安全知识有奖问答活动（如图），帮助职工增强
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让职工牢记“生产再忙，安全不忘”。

据悉，该公司团委已连续四年开展“新春第一岗”活动，此项活动将成为团委的常态化工作持续开展下去。
王红平 封保敏 摄

在铜冠铜箔公司
有这样一位女职工，面
对再大的难题，她始终
保持微笑；通过刻苦钻
研，她不断磨炼技能。
她坚信：她是 “新生
代” 女职工的代言人。
她就是集团公司优秀
班组长纪小坤。

纪小坤现任锂电
箔成品车间的分切工
段长。在生产程序上，
她所在的分切工段负
责公司生产的最后一
道工序，肩负着质量管
控、发货等重任。锂电
箔成品车间有两名工
段长共同管理，由于另
一名工段长休产假不
在岗，整个分切工段生
产、安全、质量的担子就
落到她一个人的肩上。
面对繁重的工作压力和
50 多名员工的管理，她
没有一句怨言，微笑着
肩负起这个重担，经常
为了加班加点一个月都
抽不出两天时间来休
息。别人劝她别这么累，
她总笑着说，“我是工段

长，多做点是应该的。”由于原来的“小家
庭”变成了“大家庭”，管理上出现很多困
难，她每天都必须扎根在第一线，在带头
学习掌握新技术、操作技能和争当技能提
升先锋的同时，还要不断加强员工的操作
培训，强化他们“不浪费一米铜箔”的意
识，要求他们牢记每一个客户的需求。

在公司，纪小坤虽然只是普通的工
段长，但每项工作她都努力做到精益求
精，她以自己的努力为公司降本增效和
提质增效攻坚战作出了应有贡献。去年
二季度以来，各大主力电池厂家需求 8
微米的锂电箔较多，而 8 微米的锂电箔
相对于之前 9 微米的技术难度大了许
多，别看只薄了 1 微米，但是 8 微米的
箔在进行分切时比 9 微米的箔更加容易
出现边角断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注
重从源头上———边角机本身查找问题，
与钳工班和电工班沟通协调，集思广益，
协同攻关，通过调整边角机的张力，不断
实验。上午解决不了，就下午继续解决；上
班时间解决不了，就加班解决。有一次，调
试实验了很久都没有效果，大家都放弃
了，认为是箔本身性能不好，但纪小坤仍
不放弃。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检查，她终
于发现了问题———边角机的润滑油干了，
加完润滑油以后，她还将边角机的保养加
入自己日常的检查内容。在她的管理下，
去年七月份 8 微米的锂电箔产量达到
133吨，达到公司历史上最高值。

工作和生活中，纪小坤总是严于律
己，宽以待人。分切工段女工较多，每当
有同事身体不适，她都主动帮助带班，尽
量让同事多多休息；每逢有班组同事过
生日，她都会提前组织班组员工小聚庆
贺。有人说，看到她的笑，心里感觉踏实，
她又何尝不是看着同事们笑才笑得更坦
然、更开心。去年七月份，池州市多处连
降暴雨，导致多处地方发生洪灾，为帮助
受灾群众尽早渡过难关、重建家园，纪小
坤带头提出爱心募捐的倡议，并组织工
段捐款 2000 多元。她常说：“我是新青
年，新女性，我要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诠
释着当代女青年应有的素养；我要通过
刻苦钻研，磨炼着技术工人的专业技能；
我要借助自己默默的付出，为‘新生代’
女职工代言。” 何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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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春伊始，凤凰山矿业
公司紧扣 2017 年“稳定产能、降本增
效、改革创新、全员绩效、人企和谐发
展”的工作主题，围绕“改革创新促发
展，提质控亏增效益；开拓五万铜一
八，科学管理保安环”的方针目标，组
织好生产，为实现开门红打好基础。

今年这个矿业公司在抓好安全环
保生产经营的基础上，加快重点工程
项目进度，加强现有资源整合力度，深

化改革，降本增效，积极实施卓越绩效
模式，加快发展步伐，全面实现 2017
年方针目标和各项任务。通过改革创
新，在“十三五”期间加快这个矿业公
司“走出去”战略，拓展对外劳务输
出，增加企业效益；同时加强提质增效
和全员绩效管理，降低各项成本，力争
实现控亏、减亏，确保矿山稳定发展。
今年该矿业公司还将通过科研及技术
改造和技术创新，力争在集团公司下

达 1700 吨指标的前提下，完成铜量
1800 吨；同时加速负 440 米以下深
部中段开拓、验收以及达产工作，并加
快姚家岭新矿山建设，努力完成 1 号
探矿井、2 号探矿井、4 号探矿井累计
进度超过 50000 立方米以上，通过努
力实现新老矿山顺利接替，打造集团
公司内部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
骨干企业。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段青

凤凰山矿业公司新年工作思路清措施实

本报讯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同
济者兴。铜冠黄铜公司在去年黄铜棒
产品产销突破 1 万吨，企业实现向好
发展的趋势下，为早日摆脱危机，打赢
扭亏脱困攻坚战，今年将抓住提质增
效主线，上下合力，用四个“坚定不
移”抓好新年工作。

坚定不移保安全，坚决实现安全
环保生产无事故。认真落实安全环保
责任，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失职追责”的要求，建立健全全员
安环责任体系，分解安环控制指标，细
化管理措施，把安环责任落实到每个
部门、车间、岗位和员工，实现安环指
标有效控制。以有效的制度体系和责
任落实，保障安全生产和绿色发展。从
源头加强管控，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
求，加强危废物管理和工业废水治理，
减少烟尘外溢现象，杜绝不达标排放，
确保实现岗位粉尘合格率 100%的目
标。

坚定不移保目标，坚决完成全年
各项任务指标。加强生产组织，坚持
以效益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强化生

产协同，解决关键制约因素，保持生
产系统高效，努力完成全年生产计
划。生产组织围绕订单转，在保证交
货期、提高生产效率、加快在制品流
转等关键因素上，不断探索、优化生
产组织流程和控制手段，保证计划订
单有效实现率，确保实现 1.2 万吨计
划目标。加强市场开拓，努力加大产
销量，提高市场占有率。加强营销体
系建设、提高营销体系运行效率，积
极探索直销与分销相结合的营销模
式，扩大市场占有率。加强挖潜降耗，
持续优化计划执行率，降低生产能
耗，提高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综合
成品率，减少资源浪费。全力抓好节
能技改，实施避峰就谷作业，降低生
产用能成本。强化全面预算管理，杜
绝“跑冒滴漏”，确保全年制造费用
可控部分同比降低 10%、管理费用
可控部分同比降低 20%。

坚定不移练内功，着力推进管
理水平优化。全员参与绩效管理，通
过提高个人的绩效，进而提高整个
组织的绩效，完成公司的经营和发

展战略目标，实现员工个人和公司
的共同发展。全员参与质量管控，严
格工序质量的检验和管理，着重加
强各质控点控制，坚持工艺纪律的
抽查与检查，提高操作人员的质量
意识。加强原料管理和铸锭质量的
控制，把好“源头关”。加大工序间
管控，把好 “中间制造关”。严格产
品质量检验，把好“出厂关”。今年
公司 产品退货率要 严格控制 在
1.8%以内，综合成品率要突破 67%
的考核目标。

坚定不移转作风，凝心聚力狠抓
工作落实。增强规范管理意识，进一步
规范各项流程，把所有部门纳入到流
程中，并对流程进行科学的规划和设
计，使公司运营达到效率最优。增强执
行意识，采取有效的措施，从明确分
工、理顺架构、完善制度、严格考核、加
强培训、提高责任心等方面着手，以切
实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勤奋意识，保持
高涨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责任感，打
造积极向上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
本报记者 王红平 通讯员 汪勇

铜冠黄铜公司四个“坚定不移”抓好新年工作

创造成就梦想，创造成就未来。
2017 年是集团公司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深化之年，也是全面落实公司第
二次党代会部署的开局之年。为营造
促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良好舆论氛
围，全面实现公司今年的方针目标，创
造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本报从即日起，与铜冠（庐江）矿
业公司联合举办庐江矿业杯“有色创
造”头条新闻竞赛活动，具体事项如
下。

一、征文内容
集团公司及各单位在提升发展质

量效益，推进转型发展，激发发展活
力，创新发展思路与发展模式，加强安
全环保工作等方面工作的新思路、新
成果，特别是紧盯效益，精准发力，在
稳增长、调结构、补短板、促改革、控风
险、强党建，深化改革创新，全面提质

增效等工作中的突出成效、成功经验、
好的做法，以及在工作中涌现出来的
先进典型人物或群体。

二、稿件要求
1、新闻体裁不限，稿件字数控制

在 1500 字以内。
2、主题鲜明，选题新颖，观点明

确，具有较强的创新性、指导性。
三、征稿时间
从即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底结

束。
四、投稿方式及其它
1、征文请发电子邮件至《铜陵有

色报》信箱：tlysb@tlys.cn,并注明征
文字样。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单位、
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等。

2、征文结束后将组织相关人员
对所刊稿件进行评奖。

本报编辑部

庐江矿业杯“有色创造”
头条新闻有奖竞赛征文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