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日前，铜陵有色股份公
司与万宝公司（缅甸）铜业莱比塘铜
矿正式签订为期一年的服务合同：由
凤凰山矿业公司承担该铜矿选矿厂
破碎运输布料 1800 万吨干量生产任
务，合同额为 470 万美元。这标志着
该矿业公司今年的劳务输出工作又
取得新成效。

“从去年的逼迫无奈去挑战，到
今年的大胆迈出谋发展。”近日，该矿
业公司党委书记汪重午接受记者采
访，谈到今昔变化时仍然感慨万千。

近些年来，凤凰山矿业公司受资
源开采枯竭影响，生产铜量逐年递
减，矿山已不堪重负。去年，该公司按
全年产量进行预算，与集团公司给出
的控亏指标，仍然还存在 1926 万元
巨大“缺口”。

仅靠矿山这点产能，仅靠内部提
质增效，仅靠挖潜降耗来顺利养活
1300 多名矿山员工，那已不再是现
实。这怎么办？困境宛如一块巨石横

在全矿干群面前。
就在这时，该矿领导从集团公司内

部探到消息：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万宝矿
产在缅甸蒙育瓦莱比塘铜矿有部分工程
需要寻求合作伙伴，便积极主动请缨，争
取到了该铜矿破碎、胶带运输与堆浸的
劳务工程。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尽管得到
了外出谋生之路，但已安于现状的员工
谁也不愿意带头迈出这道“门槛”，尤其
是远离家乡和亲人到缅甸这个自然条件
比较恶劣荒漠矿区。

关键之时，方显党员本色。去年 1
月 10 日，就在员工们还在左顾右盼之
际，一支由 9 名党员、5 名技术骨干共
14名“先遣勇士”已踏上缅甸征途。

“按照班子同步配备、组织同步建
立、工作同步规划、功能同步到位、关系
同步理顺的‘五同步’工作制度，矿党委
及时成立缅甸项目部党支部，在海外建
立起党员之家，让党旗在异国他乡上空
高高飘扬。”汪重午书记告诉记者。

员工刚到缅甸莱比塘铜矿，许多困
难接踵而至，超出人们的想象。最可怕是
不适应：白天高温如火，夜晚蚊虻飞舞。
除此之处，还要面临全球最大氧化矿生
产系统和完全陌生工产工艺。

越是有困难就越要克服，背井离乡
之时更要背水一战，无论如何也要把首
个境外项目完成好，为铜陵有色争光！这
是凤凰山矿业公司党委明确要求。

员工们经过近一年的顽强努力，克
服难以想象生产与生活难题，慢慢从无
所适从到逐渐适应，并打通了生产关键
工艺流程。去年 12月 14 日至 17 日，连
续 4 天日产矿石量达 9.2 万吨，并在 18
日当天一举创下日产 10 万吨大关……
生产纪录不断被刷新。

“从刚到之初的矿主们对我们持怀
疑态度，到现在完全依赖我们生产，这前
后巨大的反差完全归功于我们参战人员
顽强不屈的敬业精神和过硬业务技
能。”汪重午说起海外首战告捷时，脸上
禁不住露出喜悦之情。

据悉，正是因为去年海外劳务工程
完成出色，不仅提升铜陵有色公司在海
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还为凤凰山矿业
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仅海外劳务创
收一项就达 1241 万元，加上去年节约
生产成本 316 万元，该公司不仅顺利弥
补去年的预算“缺口”，还实现了全年减
亏 155万元的成绩。

“今年矿山铜产量才 1700 吨，营业
额仅 8000 多万，而生产成本就达 1.2
亿。”在谈到今年的生产经营，汪重午
凝思起来。“走出去，必须要走出去！今
年不仅要干好缅甸蒙育瓦莱比塘铜
矿项目，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还要依
靠集团公司能否在厄瓜多尔米拉多
铜矿承接工程项目，力争渡过难
关。”现如今，已逐渐尝到甜头的该矿
业公司已向缅甸蒙育瓦莱比塘铜矿输
出 4 批、共 90 名工程技术人员和劳务
人员，实现了迈出一步天宽海阔的发展
之路。
本报记者 夏富青 通讯员 段 青

凤凰山矿业公司走出国门谋发展
迈出一步天宽海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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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铜冠池州资源公司自 2
月 27 日正式成立以来，该公司党委连
续多次召开党委中心组扩大会议学习
传达集团公司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精神研讨会、党群工作会议以
及纪检工作会议精神，就如何学习贯
彻好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如何
抓党建促安全生产，对该公司各党支
部和部门提出具体要求。

该公司党委要求所属的各党支部
要强化责任抓好落实，通过 “三会一
课”等学习平台，在全公司党员和干部
中传达会议精神，增强“四个意识”，
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各部门要
将会议精神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围绕
公司安全生产、资源开发、挖潜增效制
定党建要点，以党建促发展。

同时该公司领导班子自我加压，

对新成立的班子提出要求：一是以优秀
的人品、优秀的文化相互感染，相互激
励，交相辉映，促进事业的发展、人的发
展，促进职工干部身心健康快乐；二是
进一步增强忧患、危机意识，要善于
引领干部职工增强忧患意识，有为才
有位；三是充分认识班子是能征善
战，战斗力强，能做实事的班子，必须
勇于面对资源危机，没有资源就没有
生存和发展的平台，背水一战，务求
闯出一条新路；四是必须把党建工
作、廉洁自律融入到企业安全生产组
织管理等各个环节，确保领导班子及
公司党员干部清正廉洁，干净担当；
五是领导要做表率，要善于维护好企
业形象，善于引导广大职工维护好企
业形象。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程 虹

铜冠池州资源公司学习贯彻集团公司有关会议精神

3 月 24 日下午，铜陵市委书记李
猛一行到安庆铜矿调研。

在该矿党政主要负责人邹贤季、
任兴发的陪同下，李猛一行先后来到
选矿车间、调度指挥中心和斜坡道察
看，沿途听取了该矿党政负责人关于

安庆铜矿的历史沿革、科技发展、清洁生
产、选矿工艺流程、调度指挥的信息化应
用和斜坡道功能等情况的汇报。李猛对
安庆铜矿历年来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许，
勉励要不断前进，为国企的发展做出更
大贡献。 杨勤华 摄

铜陵市委书记李猛到安庆铜矿调研

中科铜都公司职工日前正在进行银粉烘干作业。中科铜都公司瞄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新需求，近年来重点狠抓银粉
系列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产品应用于触摸屏、太阳能以及高端电子导电领域等，公司发展呈现了向好态势，目前该公司银粉产销
量已排列国内前 3 名。去年，该公司生产银粉 87.68 吨，同比增长 21.89%，再创历史新高。截止到今年 2 月底，银粉产量达 14.77
吨，生产销售继续保持了良好形势。 王红平 任 浩 摄

本报讯 日前，铜冠房地
产公司坚持结合“检查、验收、
创新、三标一体”加强工程质
量管理，实现工程质量稳步
提高，使工程质量始终处于
受控状态，实现工程质量稳步
提高，确保工程质量合格率达
到 100%。

工程质量检查中，确保每
天有一名人员对施工现场进行
质量检查，对发现的质量问题，
采取书面通知、限期改正、责令
停工等手段，保证住宅工程质
量处于受控状态。同时，对现场
材料进行必要的抽检，严格控
制材料供应质量，从源头上把
好工程质量关。发现质量问题，
及时通知施工队整改，消除质
量隐患。工程中抓“第一”“重
点”“临界”项目。现场巡视，量
测检查，数据说话。质量验收，
及时处理质量问题，当分项、分
部工程或单项工程施工完毕
后，及时按相应的施工质量验
收标准和方法，对所完工的工程
质量进行验收。

在住宅工程分户验收时，该
公司会同监理公司等单位对合
肥铜冠花园住宅、池州三江明
珠、铜冠商务大厦、一品江山、学
府名都、世纪新城等项目进行了
分户验收，对检查中发现的质量
问题，及时落实整改单位、责任
人和整改时间，确保住宅质量有
保证。

开展质量管理创新活动，围
绕质量管理的薄弱环节，认真选
取 QC 课题，组织课题攻关，通
过 QC 小组的活动，达到改进工
程（服务）质量、节能降耗、提
高经济效益和员工素质目的。
各 QC 小组围绕降低工程成
本、提高墙体防水和保温、改进
操作规程等方面选定课题，组
织技术攻关，《人才公寓降低
外窗渗漏率》获安徽省质量协
会 QC 成果发布一等奖，迎江花
园 3 号楼荣获铜陵市优良工程
称号。

优化“三标一体”流程，建立
健全标准化、规范化的现场施
工管理制度，提高施工现场管
理水平。始终将“三标一体”作
为公司常态化的执行标准，结
合标准化、5S 和对标管理，狠
抓现场管理，全面推行工程预
算，突出过程管理和流程优化，
注重细节和环节管控，强化合
同、签证、变更、验收和备案等
过程监管，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
安全。

周尚清

铜冠房地产公司
加强工程质量管理

本报讯 日前，2016 年度铜陵市
义安区第四届区长质量奖获奖名单公
布，铜冠铜材公司摘此殊荣。

义安区区长质量奖是义安区政府
设立的最高质量奖项，授奖对象为实
施卓越绩效管理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各类企业，尤其对积极
开展质量创新、标准创新和品牌建设
的企业进行好中择优评选。

铜冠铜材公司自投产以来，全面
建立运行 ISO 质量、环境、职业健康
管理体系，2014 年全面导入卓越绩效
模式，以“铜冠制造，质量第一”的质
量文化为引领，构建了系统化、信息
化、精细化的生产和质量管理平台。

该公司采取产品质量在线分级等

方式，对每卷铜杆和铜线都有严格的质
量管控，出厂自检合格率达到 100%。在
检测能力建设工作中，该公司按国家级
实验室标准建立了检测中心，中心拥有
先进的检测仪器设备 30 余套，覆盖原
材料、综合铜材产品、乳化液等领域，检
测能力在行业内属一流水平。该公司采
用严于国家标准的质量内控标准，质量
管控全过程信息化。投产以来积累的工
艺和质量管控经验被逐渐固化，为企业
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该公司非常注重质量专业人才的培
养，通过内引外联，拥有了一批质量管理
方面专业人才，在质量工作的开展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陈 潇 汪健翮

铜冠铜材公司获义安区区长质量奖

王方冬，这位矿山好男儿，参加工作
26 载，以满腔热血和火热年华，在千米
井下书写豪迈与壮美。

当年身为矿山掘进组长的王方冬，
每天研究琢磨的是如何提高采场掘进
量。2005年初，他从掘进工区调至充填
区担任充填班班长，虽然还是和井下采
场为伍，但王方冬心里知道，采掘与充填
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施工概念。

井下采场分布广、跨中段多，充填施
工需要对每一道采场挡墙、每一处充填
巷道、每一个充填钻孔进行循环往复的
安全巡护，时刻掌握充填采场的变化情
况。每天，王方冬如同一只高速旋转的陀
螺，围绕采场、管道、巷道不停地旋转着，
忙碌着。去年 6 月的一个晚班，冬瓜山
铜矿井下负 730 米中段 52-9 号采场在
充填过程中，由于受采矿、爆破等施工影
响，使得该采场的几处挡墙时常出现渗
漏故障。俗话说，水流必向下。此时，正在
组织充填施工的王方冬一边忙着维护负
730 米中段的作业安全，脑子里还在思
索着“下游”区域的采场安全状况。他通
过对该采场上下中段相互联络情况的分
析，判断随着充填体的高度不断上升，充
填时还应必须兼顾到负 760 米、负 790
米等中段的围岩变化情况。于是，他叫上
工友快速赶到负 760 米中段，发现与

52-9 号采场对应的区域果然有渗水现
象，并且确诊渗水原因正是 52-9 号采
场内部构造裂隙所致，然后进行有效处
理。

充填体是需要有一定量的水分配
比，才能被输送至采场里。而这些“喝”
进采场的水，必须当即“排泄”掉，否则
将会影响到充填施工质量。为了避免有充
填排水涌入溜井或出矿巷道，同一充填采
场需要筑垒多道挡水坝。随着充填施工进
度不断推进，挡水坝内的积水和沉泥也在
不断上涨，如若不及时清理或清理方法不
当，势必会造成挡水坝漫溢的二次污染。
为此，当第一道挡水坝蓄水具备清理条件
时，王方冬建议首先将下游挡水坝进行保
护性清理，然后通过泥浆泵对两道挡水坝
之间的蓄水进行轮灌清理。王方冬介绍
说：“所谓保护性清理，即不彻底排空蓄
水，以防止上游挡水坝张力产生匮坝隐
患。”他的这一“轮灌式”清理法，不仅有
效预防水砂下溜井，同时也使充填排水达
到蓄水、脱砂的环保效果。

自 2015 年以来，不同采场的充填
立方量及施工步骤，均由矿里统一制定
和调配，充填班组如若自行变换充填采
场或不按照计划充填，不仅当班充填任
务无效还要受到经济处罚。为了严格按
照指定的重点采场充填，王方冬在每天

的派班会上不厌其烦地向大家讲解、分析
充填采场统一调控、统一布置的重要意义
和安全目的，让组员充分明白自身岗位责
任，严格按照派班指令不折不扣地完成充
填任务。他还根据井下采场充填过程中出
现的交叉作业因素影响和采场围岩裂隙
渗漏故障的影响，除了第一时间排除所发
生的故障，并及时掌握生产信息，合理建
议区里开辟备用采场，因为当指定采场一
旦出现故障时，可以立即将管道调至备用
采场继续充填，这样就不会对生产造成影
响，他的这一建议很快得到矿部大力支
持，从而大大降低了因采场裂隙故障对生
产的影响。

超强的工作能力赢得了普遍赞誉。三
年前，王方冬从充填班长的岗位被推选到
区里从事值班长工作。值班长的角色，不
仅要管好全区班组的大事小情，还要当好
区领导的“参谋”。正是有了“值班长”这
一用武之地，王方冬大胆管理，狠抓生产
衔接，他坚持把是否有利于矿山采、掘衔
接，视为充填施工“晴雨表”。对照这一
“晴雨表”，梳理出哪些是重点充填采场，
哪些是接替充填采场。清晰明朗的“采场
充填晴雨表”，犹如交通路口红绿灯，为
矿山采、掘生产衔接起到“保驾护航”的
作用，同时也为科学合理布置采场充填积
累了更多经验。 汪为琳

真心献矿山
———记冬瓜山铜矿“十大标兵”王方冬

3 月 23 日，铜山矿业公司工程区两名维修工正在通过自制的控制开关模型，
对新进的 Ｔ—150 大孔钻机油泵控制开关的线路构成、工作原理进行了解和掌
握，为以后的设备维护提升技术支持。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新矿山的建成投产，新
技术、新设备广泛应用于各生产领域，该公司不断创新员工技能培训的方式和方
法，通过开办班中“设备模型小课堂”“流动课堂”和“特色课堂”等小型多样、灵
活便捷的“微型课堂”，为员工随时“充电”，促进技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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