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29 日，天马山矿业公司员工正在新建设的设备加油站前加油。一季度以来，天
马山矿业公司在认真实施精细化管理，狠抓安全生产的同时，在降本增效上下功夫。针对
设备润滑油品种类型多、存放地点乱且易污染现象，组织员工开展润滑油站建设，统一存
放各类型油品，既方便员工操作，又杜绝浪费节约了成本。 夏富青 吴奕敏 摄

为切实加强春季安全消防工作，营造群防群治的良好氛围，3 月 29 日，铜冠
物流公司机辆分公司开展了一次春季消防演练。通过演练提高了员工正确使用灭
火器材的能力，增强了员工安全消防意识。图为员工正在操作灭火器材。

王树强 张宇飞 摄

本报讯 今年以来，铜冠冶化分
公司克服诸多不利因素，自我加压，抓
环节管控，精准发力，硫酸和发电量保
持良好的发展势头，球团产量稳步增
长，实现了季度生产经营目标。

该公司为实现生产经营开好头、
起好步，强化生产组织管理，系统生产
稳中求进，在硫酸生产原料出现一度
紧张局面的情况下，通过采取外购硫
精砂予以补给措施，系统生产持续稳
定。并抓住外购硫精砂品位高特点，精

心组织生产，在硫酸生产配料上下功
夫，在硫酸烧渣提质上做文章，提高硫
酸烧渣品位 3 到 4 个百分点，把原料
“跟不上”转化为效益“跟上来”，使得
作为该公司球团生产主要原料之一的
硫酸烧渣，循环再利用率大幅提高，生
产硫酸烧渣配比达到 33%，促进整体
综合效益的提升。

该公司在抓好生产配料管理的同
时，着力抓好水、电、气和辅材等生产环
节控制降耗工作，加强对生产工艺设备

和脱硫系统技术攻关，优化工艺指标，
提高系统产能，释放增效空间，减少碱
液和蒸汽消耗量，确定了球团脱硫系统
年节约 10%生产成本目标。加强用电
管理，提高蒸汽利用率和发电量，进一
步完善生产需量法用电操作方案，节约
能源消耗。

据悉，该公司原料入库及硫酸烧渣
发货平均每月总量达 18 万余吨，如不
及时卸料入库和发货，将存在物料胀库
短倒现象，从而增加生产运营成本。为

此，该公司加强生产组织环节上组织管控
和协调，避免或减少短倒，降低了生产费
用。与此同时，加大设备点检巡查和维护
工作力度，加强设备故障分析，查短板，除
隐患，提高设备开动率，为一季度安全稳
定生产夯实了基础。此外，该公司制定激
励考核办法，开展劳动竞赛，强化劳动纪
律，提高工作效率，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
员工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提升了降本增
效措施效果。

夏富青 吴思银

铜冠冶化分公司多措并举降本增效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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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工来了！”不知是谁小声地嘟
囔一声，工地上的施工人员下意识地
检查起自己的劳保品穿戴。在他们眼
里，姜工不仅是建设方的工程师，更像
是工地上的“编外”安全员。

冬瓜山铜矿协力公司员工姜泰
顺，负责精矿车间、选矿车间基建项目
和冬瓜山井下制冷降温项目土方工
程。他有着三十多年现场施工管理经
验，尤其在安全管理上，形成了自己独

特的一套办法。每当他踏上工地，不是
先看质量问进度，而是把现场的安全
状况仔细审视一遍。发现问题，除要求
立即整改、按规定扣分罚款外，姜工还
要他们说出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危
害、后果和今后对待安全生产的态度，
让他们心服口服。不仅如此，姜工还将
近几年来处理的 16 起违反安全管理
规定的行为一一记录在案，建立了一
本台账。项目经理到他办公室谈工作
的时候，他常常翻出来给他们看，与他
们一道分析原因，提出了强化现场安
全管理的具体措施。如佩戴安全帽互

查制、氧气瓶与乙炔瓶运输存放定人制、
不熟悉的工程安全三问制，即问安全操
作规范清楚没有、问施工人员知道没有、
问监督措施到位没有等。由于姜工在安
全工作上的较真、细致，他负责的工地没
有发生一起安全责任事故，不少还是省
市级的优质工程。

无论是项目经理，还是施工人员说
起姜工都赞誉有加：“在安全生产上，我
们想到的，姜工考虑比我们周全。我们没
有想到的，他替我们想到了。有了姜工这
个 ‘编外’ 安全员，工作既顺心又放
心。” 沈成武

“编外”安全员

“李兵，现在请你说说身边工
友都存在哪些不安全隐患？”

“小张、小王你们到作业地区
安全确认不到位，互相保护意识差，
干活儿不专心，将个人保证和整改
措施以书面形式交到区里。”

这是 3 月 27 日发生在冬瓜山
铜矿提升二区职工安全会上，区长
陈明亲自“找茬”的一幕。

该区针对职工思想活跃、精力
分散等安全不利因素，利用职工安
全活动日、班前会等时间，开展了安
全隐患“找茬儿”活动，让职工互相
指出在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帮助
其改正。他们不定时将针对现场危
险源辨识的排查治理，以现场重大
安全隐患为重点，有时候还会针对
特殊工种中容易出现的 “安全通
病”，模拟出危险源，规定时间，规
定区域，进行现场练兵。“排查、治
理、复查”，是他们的三步工作法，
“点评、纠错、提升”是该区安全管
理人员六字工作法，在这些安全管
理人员举一反三的分析讲解下，该
区“找茬”的本事与日俱增，从懵
懂到真懂，他们的日常安全监督的
能力逐步得到认可。用他们自己的
话说,“找茬”也要找的有理有据，
令人信服。职工们你一言我一语在
谈论着，查找着队友的操作、思想
等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共查出安全
隐患 9 条。安全隐患“找茬儿”虽
然揭了职工的“短”，让一些职工
感到痛，但能帮助职工认识到自己
的不足，提高安全自我防范意识，
为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胡敦华

“找茬儿”

“王璐，送2箱焊条来！”“王璐，
动火证开了吗？”“王璐，赶快送黄振
去现场！”“王璐，这里缺人，快来焊
接！”一道道急促的指令传来，“女汉
子”王璐跑前跑后，爬上爬下，穿梭在
金冠阳极炉换热器和浮选机的检修现
场。整整 34天，工程技术分公司金稀
项目部拓外维修小组进驻金冠大修
现场起，她没有休息过一天，共工作
489 个小时，每天都是最早一个到现
场，最迟一个回家休息。刚开始，因为
是惟一的女同志，大家还照顾一些，
但随着工程的难度加大，时间吃紧，
渐渐地，大家忘记了她的性别，只记
得她是维修队的一员，遇事就喊她。
她也像神奇的“哆唻哎梦”，只要大
家有事，总能尽一切努力完成。40公
斤的焊条她独自一人抱上 3 楼；缺少

零件，她联系库房、跑市场，再困难都能
及时解决；一箱箱的矿泉水像个汉子似
的扛在肩上送到维修人员手上；货比三
家，变着花样准备可口饭菜，不厌其烦
叮嘱维修人员趁热吃饭、吃饱；焊工忙
不过来，具有焊接资格证的她，戴上面
罩加入，并向老师傅们虚心求教，保证焊
接质量；2楼换热器烟道更换时，需要将
管道向上提升2米，受空间限制，必须用5
吨葫芦人工作业，人手不够，王璐二话不说
戴上手套不顾油污使出全劲与队友们拉
着葫芦牵引……

金冠阳极炉换热器的管道安装从 2
楼到 5楼，现场空间狭窄，防腐保温、钢
构作业、管道拆除、焊接、砌炉等几百人
的交叉作业，致使维修现场异常闷热，粉
尘弥漫，王璐就在这样的现场，帮助这个
焊接，帮助那个递工具，每天要上下3千
多个台阶；34 天共运送氧气和乙炔瓶
70 多次；金冠项目收尾时，她的左膝盖
因劳累肌肉拉伤，走路跛腿。即使这样，
她还是心系检修现场，担心大家不能及

时吃饭；担心大家工作太晚，没有人开车
送他们回家；担心人手不够，没人运送工
具、材料，影响工期。所以当同事问起时，
她总说不碍事，背后却偷偷地用红花油
推拿，咬牙忍着疼痛与大家一起坚守最
后一班岗。直到金冠大修圆满结束，她左
膝盖已肿得很高，疼痛使她脸色苍白，才
去医院针灸治疗。

作为项目管理员，她在检修如此繁
忙的情况下，不忘本职，总是挤出时间做
预算，勘查现场，随时记录工期情况，人
员作业等，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刻苦学
习，钻研业务。人前，她用笑容和豪爽的
性格面对大家；背后，却有十几次忙得忘
记吃饭，直到饿得胃疼，才想起近一天水
米未进。

她就是金稀项目部项目管理员———
王璐，她像玫瑰，艳丽多姿，开在维修一
线，用辛勤的工作赢得领导的赏识、同事
的尊敬，绽放着属于工程技术人的风采！
属于铜陵有色人的风采！

单 洁

维修线上的铿锵玫瑰
———记工程技术分公司金稀项目部项目管理员王璐

本报讯 3 月 31 日，市安监局、
集团公司、铜冠建安公司以及安徽祥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13 位代表及
专家来到铜冠建安新型环保建材项目
现场，对该项目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
进行竣工验收。

在验收过程中，评价单位安徽祥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听取了铜冠建安
新型环保建材公司对该项目建设、试
运行及职业卫生管理情况的介绍，实
地查看了职业病防护设施运行及职

业卫生管理情况。经评审专家组讨论
后，一致认为该公司编制的《铜陵铜冠
建安新型环保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新型
环保建材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
价报告》依据充分，方法正确，程序规
范，结论准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病防治法》及相关法规、标准的要求，
新型环保建材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运
行基本正常，现场职业卫生管理较完善，
给予通过验收。

张 敏

铜冠建安公司新型环保建材项目
顺利通过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竣工验收

本报讯 今年，工程技术分公司积
极探索综合治理新机制，层层签订综合
治理及稳定工作责任书，积极落实领导
信访接待日工作制度，促进公司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3 月份，该公司广泛开展了以“深
化平安建设，构建和谐企业”为主题的
综治宣传月活动。根据公司实际采取集
中学习、制作展板、张贴标语，悬挂横
幅、发放资料、网站宣传等丰富多彩的
宣传形式，在潜移默化中让员工掌握相

关文件精神及法律法规和治安防范知
识，增强员工的法制观念、自我保护意
识及防范能力。与此同时，利用此次综
治宣传月活动的有利契机，还开展了
反邪教、禁毒等警示教育宣传。在日常
工作中从加强舆情监测研判入手，为
公司及时排查不稳定因素提供了有力
保障。此外，该公司在强化内部治安管
理方面重点加强消防管理，持续开展
反盗窃专项等活动，为公司营造和谐
稳定的发展环境。 凌先明

工程技术分公司强化综合治理管理

本报讯 今年一季度，铜冠建安
公司完成产值 1.26 亿元，超季度计划
19.5%，较 2016 年同期增长 27.6%，
生产经营稳步向好发展。

今年以来，该公司紧紧围绕企业
“十三五”发展规划和年度方针目标，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适应
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切实抓好施工生产，加强内部管
理，持续开展降本增效，不断提高创新
发展能力，重点抓好四个方面的主要
任务。

坚定不移抓好工程施工，强化安
环质量管理。该公司切实抓好各项在
手工程建设，提高施工生产的系统化、

精细化管理意识，实现对工程工期、质
量、安全环保、成本和文明施工的全过程
控制，确保施工管理高效顺畅。一季度以
来，该公司坚持将安全生产放在首位，举
办了施工班组长安全环保和施工现场管
理人员培训班，定期召开安全员例会和
施工员例会，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加大
反“三违”查出力度，一季度共查处“三
违” 人员 43 人次，罚款金额达五千余
元。

坚定不移强化市场开拓，提高市场
竞争能力。一季度以来，该公司广泛收集
集团公司内外部工程信息，加大市场信
息的收集、筛选、甄别、跟踪工作，先后中
标了铜陵铜箔水处理及辅助厂房工程、

“奥炉改造工程”电解区域安装工程、金
隆铜业公司 2017 年清污分流工程、中
国铁塔铜陵公司 2017 年基站塔基工程
等项目。更为喜人的是，该公司于三月初
中标了厄瓜多尔米拉多铜矿每年 2000
万吨采选项目选矿东沉淀池工程，这是
该公司首次中标海外工程。

坚定不移强化基础管理，提升内部
管控水平。该公司进一步做好挖潜降耗、
提质增效工作，不断强化工程决算管理，
加大决算工作力度，强力推进决算工作
进度。定期开展经济活动分析，加强工程
款回收力度，建立健全清欠工作长效机
制，同时不断加大设备管理、物资管理，
进一步落实管理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不断提升风险管控能力。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创新，寻求改革

发展红利。继续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机制
改革，加快推进内部分配制度改革和优
化重组整合，撤销了铜冠建安土方设备
公司，成立了沙溪工程党支部和奥炉工程
党支部，不断优化人财物资源配置。进一
步加大组织绩效考核和全员绩效考核力
度。该公司机关制定了共性、个性KPI指
标，对机关各部门进行考核，充分调动职
工的积极性。加强人才管理工作，该公司
通过召开专业技术人员座谈会等形式，收
集广大职工诉求，切实解决工作难题，加
大人才的引进、培养力度，逐步建立新型
化、多层次的人才梯队。 李海波

铜冠建安公司一季度产值超额完成计划指标

为营造当“明星员工”光荣的良好氛围，铜山矿业公司工会近日组织“明星”
员工开展一日游活动，弘扬企业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扩大“明星”效应，不断激发
全体员工创先争优的工作热情。图为日前 2016 年度当选的明星员工在桐城文庙
前合影。 丁 波 摄

金泰化工公司日前全面开展消防器材维护保养工作。该公司结合往年维护保养经验，及时公开招标防腐单位，制定防
腐工作计划，并对防腐工作注意事项、相关安全操作规程及技术标准进行全程跟踪，以进一步提高消防器材维保率和完好
率，确保消防设备设施运行正常。 高 敏 摄

本报讯 近日，铜冠矿建公司机
电安装分公司针对山东招远夏甸金矿
盲混合井安装工程井筒温度高、缺氧
及矿方突发停电等生产实际，组织了
一次突发停电井筒人员紧急撤离的应
急预案演练。演练现场，带班负责人有
序组织启动发电机、接通电源、启动安

全梯绞车、下放钢丝绳、悬挂吊篮、联系
信号，将井筒作业人员安全提升到负
780米水平通风良好的巷道。通过此次
演练进一步提高了分公司突发停电的应
急处置能力和整体协作能力，为分公司
的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保障。

曾红林 孙 健

铜冠矿建公司机电安装分公司
开展突发停电应急预案演练

本报讯 近日，笔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随着共享单车的升温，很多
市民开始重拾骑车的乐趣，自行车
销售市场也逐渐热起来。为应对不
同类型消费者的需求，自行车市场
产品更加多样化和细化。

据悉，街道上的共享单车基本
属于市内通勤自行车，特点是轻便，
但是骑行速度不够快。家住瑶山社
区的杨先生向笔者说：“天气暖和
了，想骑自行车到郊外旅游，共享单
车长时间骑不大舒服而且也骑不
快，比起来还是专门买一辆自行车，
平时锻炼身体、远行都很好。”

日前，笔者在几家自行车专卖
店看到，城市通勤车、公路车、山地
车等产品种类丰富，当下自行车市
场十分细化。例如凤凰牌淑女自行
车 20 至 26 型号价格在 350 元左
右，一款 26捷安特复古通勤自行车
售价 550 元左右。在一些大型超市
运动用品专柜也能看到自行车的身
影。例如，一款售价 999 元的迪卡
侬 26 型通勤自行车采用降低车架
设计并配有 6级变速；天津生产的
“飞鸽” 牌智能变速自行车售价在
5000 元至 6000 元不等，24 速、线
碟、铝合金型号和 30 速、油碟、碳
纤维型号，还配有灯光系统、GPS
定位、一键锁车等智能功能，虽然价
格高一些，但很受消费者的青睐。

殷修武

共享单车催热自行车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