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今年以来，金冠铜业分
公司通过提质增效促进企业管理上台
阶，取得一定成效。

该公司坚持以全面预算管理为主
线，积极把握影响经营效益的关键环
节和关键点，着力抓好今年一季度的
降本增效工作，确保完成年度利润目
标。首先是严格预算执行管理。科学编
制预算目标，做好成本费用分解、落
实、执行和考核工作，杜绝预算外开

支，强化程序管控。与此同时，该公司还
建立两级成本考核体系。制定出台了
《金冠铜业分公司降本增效办法》，在该
公司 50 条降本增效措施的基础上督促
车间制订相应的落实措施，并在每月的
月度概要会上对各部门、车间增效措施
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有针对性地提出分
析整改措施，确保生产成本不断降低。

找准“发力点”是该公司降本增效
的一项有效措施。在降本增效过程中，该

公司不断加强库存管理。加强金属平衡
分析，合理控制中间在制品库存，全厂铜
制品库存月均较去年同期下降 22.32%，
有效地降低了跌价风险，减少了资金占
用。制定下发《备品备件去库存方案》，
进一步规范备品备件库存管理，并建立
了与兄弟单位的备品备件资源共享平
台，盘活存货资源，降低实物库存。

不断强化对标挖潜力度。以行业先
进为标杆，通过技术与管理手段，结合生

产经营实际，开展指标对标与流程对标，
不断优化指标提升效能。在此基础上该公
司努力降低能源成本。制订完善了能源管
理考核办法，从操作节能、技术节能、管理
节能三个方面入手进一步降低产品综合
能耗，并选择选矿破碎和冰铜备料系统等
具备条件的工序实施错峰用电以降低能
源单价。推进蒸汽平衡和循环利用，努力
提高两套余热发电的开机率和满负荷作
业率。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封保敏

金冠铜业分公司提质增效促管理上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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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修三吨电机车 2 台、三吨风
动卷扬 1 台、侧卸式矿车 6 台、风簸
机 3 台，从废旧凿岩机上拆卸部件修
复 4 台 YSP45 凿岩机，完成了充填 1
号立式砂仓底部结构系统的造浆系统
老化件更换及防腐任务……”2016
年，凤凰山矿业公司工程车间维修班
的 22 名员工，发扬能打硬仗、能吃苦
的精神，实现了维修合格率达 98%，
设备隐患整改率达到 100%的好成
绩，被该公司授予“先进标准化班组”
的光荣称号。

顾全大局，积极承担生产中的突击

任务。维修班在完成设备正常维护保养和
大修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参与到生产突击
性的工作中。在该车间的各生产作业场
所，时常能见到维修工们矫健的身影。尤
其是在该公司供矿生产紧张的情况下，他
们积极响应公司“大干四季度”的号召，
主动请战，承担了负500米中段中班突击
运提矿生产工作。他们发扬顾全大局的精
神，不辞辛苦，团结协作。为做到分工不分
家，每天或是早早赶到各生产作业点检查
维修设备，或是运提矿结束后前往各生产
作业点对设备进行检查保养，做到了日常
维修与运提矿生产两不误。在他们的努力
下，四季度共完成运提矿3038吨，不折不
扣地完成了矿业公司交给车间的各项工
作任务。

在设备修理工作中，他们充分挖掘

废旧设备的价值，对凡能修理的设备备
件一个也不放过，全部进行二次利用让
它们重新发挥作用。充填尾砂分级系统
中的砂泵还是建矿初期老设备，已有 4
台报废，去年 6 月又有一台砂泵经常发
生机封漏水、电机发热、输砂流量减少，
严重制约着正常充填作业。为控制设备
成本，该班组织维修骨干顶着高温酷暑，
拆解了 4 台报废砂泵，对各配件进行清
洗，挑选可利用件，经过半个月的努力成
功组合修复一台砂泵，确保了尾砂分级
系统正常生产。凿岩机是车间掘进生产
中主要工具，使用量大，在日常工作中，
维修班对每一台报废凿岩机都进行认真
拆解，对可用件进行清洗分类存放，他们
将多年积累下的凿岩机配件，组装出了
4 台 YSP45 凿岩机。为了节约成本，他

们还成功组装出了一台深孔钻机，并改
造水冷电机 2 台，为去年吊罐孔施工提
供了良好的设备保障。去年一年，该维修
班仅修旧利废就为矿山节约成本达 2
万 5千多元。

加强班组的组织建设，增强民主管
理，提升创建水平。坚持每月召开一次班
委会，认真总结上月的安全，任务完成情
况以及质量，材料消耗等。要求每一位班
组成员针对各自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找出
原因，为下一步的设备维修及维修质量
制定出措施和方法。去年一年来，全班人
员提合理化建议 31 条，其中 7 条被车
间采纳。坚持每周开展一次班组安全生
产、劳动保护检查，并同时进行“5Ｓ”
管理现场检查，有效加强了现场管理，为
车间安全生产做出了贡献。段青 丁钰军

一支能打硬仗的维修队伍
———记凤凰山矿业公司先进标准化班组工程车间维修班

本报讯 日前，由技术中心检测
研究中心金隆（稀贵）检测室负责起
草的安徽省地方标准《铜渣尾矿化学
分析方法铁、铜含量的测定》顺利通

过安徽省有色专标委组织的地方标准审
查会，专家组一致同意作为安徽省推荐
性地方标准发布实施。

张 蓓

技术中心起草的铜渣尾矿地方标准通过安徽省有色专标委审查会

本报讯 3 月 11 日上午，安徽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联合义安区团委
共同举办了主题为 “美丽乡村志愿
行”的送文化、文明、文艺下乡活动，
活动于顺安镇新湖村文化大舞台举
行，来自该院的 40 余名学生演员为
村民们献上了一场丰富的文化盛宴。

表演在新湖村紫金花广场舞队带
来的舞蹈《红》中拉开帷幕。该院太阳
帆文学社的《礼仪之邦》以舞蹈形式
将中国传统文化展现给村民；歌曲联

唱和街舞展示出了该院大学生的青春风
采；二胡独奏《卷珠帘》唯美动人；小品
《修理工》和相声《莽撞人》更是把村民
们逗得合不拢嘴，掌声连连。演出在观众
们的叫好声中圆满结束。此次演出丰富
了村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该院负责人
表示，将继续继承并弘扬雷锋精神，促进
志愿服务的长效化和品牌化，引导广大
青年学生在志愿服务中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陈潇 徐婧婧

美丽乡村志愿行———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月“接地气”

3月 15 日 10 时许，冬瓜山铜矿
选矿车间磨浮厂房西侧外墙的脚手架
上，一群人身背安全带，头戴安全帽在
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将一根长长的红
绸编进了工程的安全防护网上。远远
看去，这块红绸就像一个醒目的惊叹
号，旁边的工友们说：“这是我们见到
最特殊的‘开工典礼’”。

这场特殊的开工典礼的由来，得从
两个小时前说起，该矿每周一次的工程
例会照例在施工现场召开。刚刚完成了

选矿车间主厂房楼顶气楼更换任务的
铜冠建安冬瓜山铜矿项目部，现在又着
手磨浮厂房西侧外墙板的检修。作为施
工方负责人，项目部经理张俊首先详细
介绍了该工程的施工组织方案，监理对
质量、安全提出了要求。建设方负责人、
冬瓜山铜矿协力公司柳根长工程师说：
“施工方案很好，考虑到了现场实际与
工期衔接，就是在安全上不能有一丝一
毫的松懈。”张经理笑着答道：“工人
们在这里都干了三四年，熟悉这里的情
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是应该，
而是要百分百确保。”柳工提高了嗓
音。“柳工，你放心，在安全措施上，我们
绝对不含糊。”张经理拍着胸脯说，“今

天是农历2月18日，是个好日子。上午我
们准备搞一个小小的开工典礼。现在不给
放鞭炮了，想让你们去给工程揭牌，讨个
彩头。”“刚才我从现场过来的时候，看到
安全防护网上有一个小洞，人若落在上
面，可能从洞里掉下来。你能说安全措施
都到位了吗？”一席话说得张经理低下了
头。

“安全出了漏洞，好事有可能成为
坏事。”柳根长工程师深情地说到。并建
议用揭牌的绸子把安全防护网上的小破
洞编好，当是为工程的安全工作奠基。
“好、好、好！”此举得到与会人员一致赞
同。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特殊“开工
典礼”的一幕。 沈成武

特殊的“开工典礼”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综合治理
工作水平，全面提高全员综合治理工
作积极性和参与意识，扎实推进平安
单位创建，铜冠物流公司将 3 月份作
为“综治宣传月”扎实开展系列活动。

该公司在“综治宣传月”中重点
围绕党的十八大对社会管理综合治理
工作提出的任务和要求；中央关于加
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维护社会政治

稳定的有关精神；集团公司在维护社
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员工安居
乐业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员工见义
勇为、好人好事先进事迹等内容开展
宣传。

为使“综治宣传月”活动扎实有效
开展，该公司还将通过开展法律咨询
服务，增强综治工作的舆论氛围；开展
信访问题和积案集中排查调处活动；

针对员工提及和反映的“热点、难点”
问题，认真梳理排查，及时给予答复，努
力消除隐患；以创建“平安单位”为载
体，以提升各单位的防范能力为基础，
扎实推进创安活动；广泛利用条幅、宣
传栏、网络和展板等方式，宣传综合治
理目的意义；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宣传，
提高全员的法律意识和防范意识，以确
保员工生命财产安全。 王树强

铜冠物流公司扎实开展“综治宣传月”活动

3月 14 日上午，身患重病正在住
院治疗的工程技术分公司金昌项目部
电气二班员工丛师傅的妻子急切地打
电话到丛师傅所在班组求援：丛师傅
下午就要开刀手术，但需要的手术备
血量还不够，希望单位能够动员一名
职工伸出援助之手到市中心血站无偿
献血，凑齐丛师傅的手术用血量指标。
救人如救火，时间紧迫，可班长仇师傅
有点为难，班里人员少工作任务重，这
天连自己在内当班的 6 名员工 4男 2

女，4名男职工平均年龄 51 岁，且都
在现场忙碌，自己有高血压不能献血，
正犯难中，班里平日为人热情、乐于助
人，有过多次无偿献血经历的女工贺
敏主动说:“我去为丛师傅献血。”她
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穿着工作服就
匆匆回家取了献血证赶往市中心血
站，与正焦急等待的丛师傅家人汇合
后，她就填表、量血压、测心率、验血后
无偿献出了 200 毫升鲜血。

今年 39 岁的女工贺敏看上去并

不壮实，然而自 2007 年第一次无偿献
血起，她已经无偿献血 8 次共 1600 毫
升。面对丛师傅家人的感谢，贺敏说:
“我献血能够直接帮助一起工作了几年
的丛师傅，我很开心,祝愿丛师傅手术
成功，早日康复。”完成第 8次无偿献血
后，贺敏随即赶回单位继续工作。在班
组同事们面前，贺敏表示：“今后只要身
体条件允许，血液合格，还会继续无偿
献血，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嵇家保

女工贺敏的第八次无偿献血

本报讯 近年来，铜冠物流金铁分
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严”字当头，不
留死角，建立健全安全隐患自查自纠长
效机制，严把安全生产管理质量关。坚持
每月开展一次安全生产排查整治活动，
每周开展一次安全带班，切实把安全管
理工作落到实处。安全检查重点为油库、
氧气乙炔、硫酸运输等危险源点及相关
设备，对发现的安全隐患立行立改。

针对检查出的安全隐患，该分公
司按照检查的内容制定了时间表和路
线图，从速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确保运
输生产安全平稳。今年元月份，该分公
司通过安全生产大检查，发现余家村
铁路站场一处卷扬设备存在安全隐
患，随即，金铁分公司责令车务段、机
务段两个行车单位立即着手予以解
决，不足一周时间，该卷扬设备安全隐
患得到彻底整治。 邹卫东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抓安全生产坚持“严”字当头

本报讯 3 月 14 日上午，铜官区
映湖社区会议室内坐满了银发老人，
他们认真听取了省级模范律师———铜
都钟鼎律师事务所兼市老年维权协会
主任冯霞所作的《以案说法谈老年人
权益保护》专题讲座。

这次讲座一是紧扣主题层层展
开，无一繁枝末节。所谈老人健康权的
保护、老人所涉债权纠纷及自我保护、
涉老商品房的买卖风险及防护、老人
家事及再婚知识和权益保障，以及老
人群体关于遗产分割问题的处理等五
个方面涉老专题，既处处替老年人的
合法权益着想，又众题归一以案说法，
解老年人所困所思所需。鲜明的法制
观点，人人爱听，个个受益。

二是举例子摆事实，多以本地人、
身边事为案例，不少侵权实例大家都
有所耳闻。例如在健康权保护方面，例
举了五公里天桥地带一位老人路边被
小轿车撞伤的交通事故。冯霞律师亲
自到场勘察，几次赴受伤老人所急救
的医院了解案情经过，并协助公安交
警破案，使这位老人终获 11 万余元
的人身伤害赔偿，对依法办案妥善处
理的结果十分满意。

三是讲座关注解惑释疑老人群体
方方面面的烦心事和难题“坎”。如债
权保护上———有养老钱被忽悠去所谓
的投资、入股；有老人借血汗钱给熟人
亦或亲戚结果借钱人跑路了又因没有
对方欠条或欠条不完整导致闹到法院
打官司；有老人从银行转账数百万给
骗子；还有老人卖房抵债后房丢钱空
等等，均有一一解析和合法维权的方
略，给不知法的老年人上了一堂现实
管用、价值极大的法制教育课。

据了解，在映湖社区二万余人的
居民中，60 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
16%，70 岁以上老人占 11%左右，失
独孤寡老人近百人。庞大的老人群体，
在交通安全、医疗救护、生活赡养、老
有所依等各方面都面临挑战。在此社
情民意下，送法上门，为老服务，解千
家难，除老者惑，既是政府要务之一，
又是民众当下所求所需。由此观之，这
类送法到基层之举，不实为雪中送炭
和追求社会和谐稳定的一剂良药。愿
授法之棒常举，民众懂法用法才能保
得一生安宁幸福。 徐业山

一场为老人保权益的讲座 金威铜业公司维修人员日前正在清洗线上换辊作业。金威铜业公司在强化操作点检和设备两清工作，全面推进全员
TPM 管理的同时，今年建立了专业点检、班组长设备操作点检的设备润滑制度，提高了点检员的预判、预修和隐患排查能
力，设备维修效率和质量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有效保障了设备安全运行。 王红平 黄军平 摄

为加强“5S”管理，提升文明创建水平，铜冠冶化分公司综合车间积极向外来
单位人员宣传《铜冠冶化分公司控制吸烟管理办法》，并要求各单位现场负责人
签订《控烟承诺书》，努力营造一个和谐、无烟、健康、文明的工作环境。图为外来
单位负责人现场签订《控烟承诺书》。 夏富青 盛叶彬 摄

安徽铜冠池州资源公司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每年 3
月，该公司都要举办广场舞、跳绳、乒乓球比赛，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打造积极向
上、团结和谐的职工队伍。图为该公司举办的广场舞表演。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程虹 摄

3 月 15 日，铜山矿业公司保卫部党员们利用工作间隙，义务对落叶堆积的路
段展开清扫，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图为党员在清扫生产主干道
上的落叶。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张霞 摄

3 月 15 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今年的主题是“网络诚信·消费无忧”。当
天，市工商局、市消协、商务局、司法局以及市人保公司等部门上街进行维权宣传。
图为市工商局、市消协为市民讲解维权的办法。 殷修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