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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 日上午，集团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杨军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安徽省分行党委书记吴祖讲代表双
方，在集团公司主楼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以进一步推进和深化集团公司
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安徽省分行在融
资等方面的合作。签约前，双方进行了

座谈，分别介绍了各自发展的基本情况，
双方均感谢对方多年来给予自身发展的
支持，希望通过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实现
互利共赢。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总会计
师汪农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安徽省分
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陈伟参加了签字和
座谈活动。 本报记者 王红平 摄

集团公司与中国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3 月 2 日下午，在集团公司多媒体
会议室，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
接待了来访的中铁十四局集团董事长张
挺军、副总经理王红卫等一行，并与客人
进行了会谈。杨军对中铁十四局集团在
承建中铁建铜冠投资公司米拉多铜矿多
个施工项目中的施工表现表示肯定和认
可。作为业主和施工单位，双方就做好米
拉多铜矿下一步施工建设，进行了深入
沟通与交流。杨军希望中铁十四局集团

在确保工期进度的前提下，狠抓施工安
全、施工质量，认真协调好、推进好项目
建设，把项目建设成安全项目、放心工
程。张挺军表示，中铁十四局集团在米拉
多铜矿建设中将充分发挥干部职工队伍
顽强的作风，一如既往把项目做好，为业
主服务好，在海外展示中国企业良好形
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胡新付、中铁建铜
冠投资公司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谈。

本报记者 王红平 摄

杨军与中铁十四局集团董事长张挺军会谈

本报讯 3 月 1 日一早，集团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来到铜冠矿
建公司沙溪项目部，参加该项目部党
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现场作了点评
并提出要求。

会上，该项目部党支部书记方国
平通报上次专题组织生活会以来整
改情况；对征求群众意见座谈会征求
的意见进行通报；并代表党支部班子
作对照检查，查摆存在的问题，剖析
问题存在的根源，提出整改意见。党
支部班子成员结合分管工作和查找
的问题逐一进行发言，开展了批评与
自我批评。

杨军指出，中共中央从十八大以
来，在加强党的建设、从严治党方面
越来越严，这次选择参加铜冠矿建公
司沙溪项目部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

会，一是因为沙溪项目工程建设非常
重要，是集团公司“十三五”首个重
点要建成投产项目；二是由于矿建行
业受限制，员工与家人离多聚少，为
企业发展忘我付出，我从内心十分感
动。这次沙溪项目部党支部召开的专
题组织生活会是一次较高质量的会
议，会前准备充分，征求群众广泛、交
心谈心深入、查摆问题切中要害，批
评与自我批评严肃认真、敢于揭短亮
丑，整改措施明确具体。

杨军强调，沙溪项目部领导班子
成员要进一步提高思想意识和大局
意思，不断加强沟通与协调，班子成
员之间的优点要表扬，缺点要常提
醒；要不断增强领导班子凝聚力、战
斗力和合力，带好队伍，敢于担当。
领导班子成员要不断加强学习，认

真落实党支部的“三会一课”制度，抓
好廉洁从业教育，提高防腐拒变能力；
要不忘初心，密切联系群众，开拓创
新，扎实工作，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
要千方百计加快沙溪项目施工进度，
确保今年 7 月 1 日按时投产；持续加
强安全环保和职业健康建设，做到安
全工作无小事、环保工作永远在路上。
加强年轻大学生培养工作力度，认真
做好干部接替工作，优化人才队伍结
构，做到事业留人、感情留人；要关心
员工生活，改善工作环境，让员工安心
踏实工作。

会后，杨军还和铜冠矿建公司主要
负责人就员工下班洗澡难、洗衣难等问
题与安徽铜冠庐江矿业公司进行现场协
调解决。

本报记者 夏富青 通讯员 陶 莉

杨军参加基层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

本报讯 日前，从安徽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铜陵有色
技术中心“有色金属检测陈慧汶技
能大师工作室” 被认定为 2016 年
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该工作室主
要从事有色金属材料及制品、矿产
品的质量检验工作，共配备工作人
员 27名。

技能大师工作室认定工作是我
省为了加强和规范省级技能大师工
作室建设项目管理，充分发挥技能领
军人才在技术创新、技能研修、带徒
传技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高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提高项目建设水平和资
金使用效益而采取的有力举措。技能
大师是某一行业或领域中技能拔尖、
技艺精湛、业绩突出、品行端正、富于
创新、业内认可的高技能人才。

今年我省被认定的省级技能大
师工作室共 20 个，主要集中在技
术含量较高的企业和研发生产型事
业单位。
本报记者 萨百灵 通讯员 张蓓

陈慧汶技能大师工作室
被认定为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近年来，铜
山矿业公司在打
造现代化矿山的
过程中，为实现
由粗放型管理向
精 细 化 管 理 转
型, 该公司新建
一座设备维修车
间，建立维修岗
位 “集中管理、
集中维护”的管
理体系，真正让
维修工达到无区
域、无工种界限，
以发挥维修队伍
的最大作用。预
计该维修车间将
于今年 4 月下旬
建成投入使用。
图为职工在进行
吊装作业。

张 霞 摄

“42-8号采场，是矿里开展的技术
攻关充填采场，我们充填班组只需按要
求作业就行了,不必跟着添乱。”“这怎
么能说是添乱呢？这是助此一臂之力
嘛！”2 月 27 日，冬瓜山铜矿充填区青
工刘宝华，正在为测量 42-8号采场充
填钻孔的事,与工友较起劲来。

为降低生产消耗，提高采场充填效
率，冬瓜山铜矿对新投入充填的 42-8
号采场展开一场技术攻关活动。俗话
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充填区班
组职工刘宝华还是不甘于做一名技术
攻关的旁观者，他积极参与其中，不仅

主动协助做好现场隐患故障排除、管线
调整、钻孔检测等相关基础性工作，还
全力以赴抓好裂隙封堵、溜井筑坝、充
填排水等各项应急性施工。细心的刘宝
华发现所开展的充填体最佳配比档期、
充填流速合理调控等技术攻关活动，与
钻孔测量密不可分。当他向工友说出这
一想法时，有工友说他是不务正业，甚
至有人向他劝说道：“开展新型充填料

体配比，是‘高精尖’的技术活，非你我
所能攻克。”

面对工友的不理解，刘宝华并没有
就此偃旗息鼓，继续甘当技术攻关的“掺
和者”。他不厌其烦地向工友分析说:“充
填钻孔测量,就好比是拿在手里的隐形望
远镜，因为通过测量钻孔高度,可以判断
充填体上升速度和采场空间变化情况,而
采场空间的容量变化,是技术攻关的参数

之一。”在他的建议下,区里采取“固定测
孔与单班次测孔”相结合的办法测孔，即
在做好日常测孔的同时，每周固定两天对
钻孔进行“全天候”测孔，为充填技术攻
关提供更加精准的技术参数。

由于采场充填是多班次作业,刘宝
华很快发现部分班次之间对同一采场
钻孔测量，结果所得数据却不尽相同，
经过一番分析和比对, 他发现有些班

组职工在测量时间上存有误差，按照
测量标准，职工应每天在充填前要先
测量钻孔，而有些职工习惯等充填后
才准备测量钻孔，而此时已有大量充
填体进入采场，所测数据不准确。得
到及时纠正后，大伙也充分意识到钻
孔测量虽然环节细小，但对采场充填
安全、质量等事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尚处于充填底部结构养护期的
42-8 号采场，已成功实施连续充填，
此举为下一步技术攻关提供了有力保
障。 汪为琳

“添乱”的攻关赛

本报讯 日前，奥炉工程项目部与铜
冠物资公司召开物资采购协调推进会，
针对当前奥炉工程物资采购的问题，商
讨办法，达成友好协定，共同保障奥炉工
程建设又好又快推进。

设备物资及时供应是工程建设能够
持续推进的保障。当前，奥炉工程建设已
进入设备安装阶段，物资采购量大、时间
紧、且突发性事情多，为了保障工程建设
顺利如期竣工，针对工程建设进入新阶
段的特点，结合实际，奥炉工程项目部积
极梳理物资采购工作现状，提出存在的
问题和意见，并主动与铜冠物资公司联
系协商解决。

自工程建设开工以来，奥炉工程项
目部与铜冠物资公司始终保持密切沟通
联系，双方以保障奥炉工程建设顺利进
行这个共同目标，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工
程设备物资采购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
题。针对铜及钢材市场价格波动较大问

题，奥炉工程项目部在铜冠物资公司的
帮助下，开展市场调研预测分析，规避物
资采购市场风险。在物资材料发货上，杜
绝无故拖延，同一批次、同批量的整车直
接发往施工现场，避免重复倒运。与此同
时，为保障双休日物资材料的供应，铜冠
物资公司根据奥炉工程进度情况，及时
调整应对方式及方法。奥炉工程项目部
遇到设备日常跟踪难以协调的问题，铜
冠物资公司会派员专门协调，确保物资
供应与工程建设现场实际需求无缝衔
接。

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奥炉工程项
目部与铜冠物资公司达成一致协定：按
照公司董事会要求，在充分考虑集团公
司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严格按照“阳
光工程”规则制度，合法高效进行物资
采购供应工作，确保奥炉工程顺利推进，
同时物资采购工作也经得起日后审计部
门的检查。 齐宏明 丁秀琴

奥炉工程项目部与铜冠物资
携手保障奥炉工程物资供应

在铜陵有色的冶炼版图上，坐落
于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的张家港联
合铜业公司，无疑是外埠企业中最重
要的地理坐标。

2016 年该公司电铜产量 27.95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214 亿元，利润
总额 4000 多万元。其中电铜产量和
销售收入均创历史新高。能效指标在
同行业处于领先水平，成为全国工业
企业能效促进项目 8 家示范企业之
一，也是江苏省惟一一家通过能效促
进项目的示范企业。

3 月 1 日，笔者走进张家港联合
铜业公司，探寻国家级能效促进示范
企业炼成之道。漫步于宽敞开阔的厂
区道路，徜徉于洁净明亮的生产车间，
一股股浓郁的现代工业文明气息扑面
而来，一幅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秀
美画卷映入眼帘。火红的炉台，精神焕

发的员工，一槽槽亮丽的电铜，川流不
息的叉车，整装待发的货车，处处都显
现着勃勃生机。

据该公司党委书记蔡福如介绍，
1996 年，铜陵有色为进一步发展外向
型经济，抢占长三角发展前沿阵地，铜
陵有色人怀着创业的美好梦想，肩负
着铜陵有色长三角发展战略的历史使
命，背负行囊，背井离乡，来到了长三
角腹地张家港。从 1996 年 4 月一期
电解工程基建开始，先后进行二期、三
期、四期、五期改扩建，使电铜生产能
力由投产之初的 1.5 万吨增加到目前
的 30 万吨；销售收入从几千万元已
跃升至超百亿元规模企业，在长三角
地区崛起了一座具有行业影响力、跻
身国内大型铜精炼企业行列的冶炼
厂，并成为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在长三
角地区重要的铜精炼基地。

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设备，是张
家港联合铜业公司在行业内处于不败
之地的制胜法宝。在新建的脱硫塔作
业现场，一台挖掘机正在进行着大烟
囱拆除后的土地平整工作。2 月 20

日，经过半个多月的人工拆除，原耸立在
厂区中央的一座 50 米高的大烟囱彻底
倒下。这座伴随着该公司创立和发展 20
年的大烟囱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
代之的是巍然矗立在蓝天白云下正在袅
袅冒着白汽的脱硫塔。大烟囱的果断拆
除和脱硫塔的成功运行，成为该公司转
型发展绿色经济、生态产业的一个缩影。

“大力推进能效提升，加快实现节
约发展” 是 《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十大重点任务之首。
从 2014 年开始，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
不断加大对节能减排科技攻关的力度，
率先打响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节能减排攻
坚战。通过对阳极炉炉体结构进行优化，
将原先的两台阳极炉合并为一台，单炉
和日产量较改造前都提升一倍以上。同
时，该公司与徐州燃控合作成功开发出
国内首家重油全氧燃烧工艺，重油单耗
由过去的每吨铜 77 千克左右下降到目
前的每吨铜 34 千克左右。新投入运行
的阳极炉燃烧阀组均全部采用 DCS 控
制系统，阳极炉烟气、氧气均实现在线控
制，提高了阳极炉工艺技术和自动化控

制水平，不仅现场环境和环保效果大幅
改善，而且岗位员工减少三分之一以上，
劳动效率大大提高。

建立企业能源管理体系是构建节能
长效机制的一项重要措施。张家港联合
铜业公司狠抓能源体系建设，制定和完
善了能效对标管理办法，对主体运行设
备实施在线监测，并进行单系统、单炉次
考核，集成化管控，实现了科学用能的精
细化管理。进一步加强能源管控中心建
设，对能源输送、生产和应用等控制系统
进行升级改造，充分发挥能源中心的电
力、动力等专业调度台作用，使生产过程
中的能源消耗进行实时管控分析，真正
做到摸得清、管得住、降得下。充分发挥
技术改造的优势，不断改善阳极炉的能
效，使综合能耗指标在同行业处于领先
水平，并成为全国 8 家工业能效促进示
范企业之一。正如该公司负责人吴立成
所说：“企业要转型升级，既要保证经济
发展，又要碧水蓝天，提高能效是重要前
提，只有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实
现企业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钱庆华

国家级能效促进示范企业是怎样炼成的
———走进铜陵有色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

本报讯 安庆铜矿将生产中出
现的难题作为 QC课题，通过组织
QC 小组攻关，去年实现成果 14
项，既有效解决了生产难题，又节约
了相关费用，更磨炼了职工队伍。

去年，该矿每一个标准化班组
都成立了 QC攻关小组，各小组结
合本单位在生产中出现的难题开展
攻关活动。工程工区“快剑 QC 小
组” ，将深部生产充填初期管线长
压力大，经常发生爆管现象，影响到
生产任务的按期完成作为攻关课
题，找出了因充填浓度提高而发生
爆管的原因，采取增加深部水平管
道，缓解料浆对管线的冲击等措施，
使问题得到了解决，节约费用近 10
万元。选矿车间“增益 QC小组”则
将 “提高铜的一次精选回收率”作
为主攻对象，改进药剂制度不合
理、浮选时间不够等原因，采取添
加合适的药剂、增加三槽作为铜回
收扫选作业，较好地提高了铜的回
收率。

“减少井下配电柜凝露故障”
是该矿动力车间电气维修小组的
QC 主动承领的攻关课题。凝露会
引发设备绝缘降低、底座锈蚀沉降
等问题，QC 小组通过在配电柜底
部加装一组加热器，在柜顶盖板上
设置网状排气设备和在各功能室侧
板处加装自然通风孔，顶部盖板处
加装防尘通风孔等举措，在连续进
行一个季度的跟踪改进后，使问题
得到了有效解决。

杨勤华

安庆铜矿QC活动解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