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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 日上午，集团公司第五届职工运动会集
体跳绳比赛在安工学院体育馆举行。安徽省总工会
党组成员、副主席李素萍在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陈明勇陪同下到场观看比赛。此次集体跳
绳比赛是集团公司第五届职工远动会的第六个比
赛项目，比赛共有 27 个单位近 400 名职工参加，经
过一个上午的激烈角逐，最终铜冠铜箔公司、冬瓜
山铜矿和矿产资源中心代表队分别夺得了第一、
二、三名。比赛结束，李素萍、陈明勇为获奖代表队
颁了奖。

本报记者 王红平 摄

李素萍观看集团公司第五届职工运动会集体跳绳比赛
本报讯 7 月 5 日上午，冒着炎

炎夏日，安徽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
主席李素萍在集团公司工会副主席
吴巧陪同下，走访看望了铜冠物流
北环公司患病员工陈新，并送上了
慰问金。在陈新家里，李素萍详细了
解了他的生活现状及困难需求，在
送去组织关爱的同时，鼓励患者及
其家属要相信党和组织，坚定信念，

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克服困
难，争取早日康复。

铜冠物流北环员工陈新 2014 年
下半年因突发脑溢血导致昏迷，被紧
急送往医院治疗，不省人事近半年，
在物流公司领导的关心下及其妻子
和亲人的悉心照料下，病情开始慢慢
好转。

万 青

李素萍慰问集团公司困难职工

“老唐，这个月，施工单位的锚网
工程量必须要扣减……”日前，在铜
山矿业公司深部开拓办公室，深拓办
主任助理小何对正在审核这个月工程
量的老唐说出了自己在月度工程验收
时发现的问题。

“不好扣吧？扣减的理由不充分
啊……”老唐放下手中的笔，拿起桌
上的工程量审核报表看了看说道。
“怎么不充分？锚网施工搭接不符合
要求。工程例会明确要求锚网搭接 2
至 3 个网格，昨天验收时，发现多处
锚网搭接达到 4 至 5 个网格……”小
何说出了问题的关键。

“搭接多一点有什么关系，我们
是按照巷道的施工米数乘以搭接系数
的工程量同施工单位结算的，控制好
总工程量就可以啦，况且搭接多，锚网
还更稳固呢。”老唐笑着拍了拍小何
的肩膀说道。

“怎么没关系，搭接多了，锚网消
耗的不就多吗？”小何坚持自己的观
点说道。

“怎么会呢！我算给你看。比如
这个月巷道施工 100 米，每米 3 张
锚网，再乘以 1.3 的搭接系数，我只
给 390 张锚网的量给他，搭接多了
多消耗锚网，那也是施工单位自己
的事。” 老唐认真的和小何算起账
来。

“按你的算法，你只结算 390 张
网，但搭接网格多了，实际消耗绝对不
止 390 张网，这多出的网谁出？”小何
理直气壮地反问道。

“你俩在争执什么呢？”听到他
们的争执声，深拓办王主任连忙过来
询问。

“王主任，你来正好。昨天工程
验收时，我发现施工单位锚网搭接的
网格过多，我个人的意见是必须要扣
减施工单位这个月的锚网工程量，但
老唐并不赞同我的建议……”小何连
忙解释道。

“我做好总量控制，搭接多出的
是施工单位的事，按小何要求再扣减，
施工单位会有意见的。”老唐说出了
自己的顾虑。“除非在锚网施工时，现
场一张张数着验收……”随后老唐又
说出自己的看法。

“小何，你的成本意识还挺强
啊，的确，施工单位是不会贴钱为我
们干事的，最终还是转嫁到我们工
程投资成本上来。作为矿山的管理
人员，更要责无旁贷地做好成本控
制工作，在工程验收时，也要练就一
双‘火眼金睛’，从小处着手,从习
惯着手, 降低并阻止各种不必要的
消耗及浪费。老唐，你这主意挺好
的，从下个月开始，工程验收时，锚
网就数着验收，再和现在的验收方
法结合起来，对比一下，发现问题我
们继续完善！”王主任的一席话，让
小何和老唐更加明白了各自肩负的
职责。

张霞 何晨敏

争 执

本报讯 近日，安徽文明网发布
安徽省文明单位榜单，金冠铜业分公
司、铜冠电工公司、铜冠物流公司等
11 家单位榜上有名，获评省第十一届
文明单位。

近年来，集团公司紧紧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任务，广泛开展
丰富多彩的创建活动，呈现出创建工
作标准化、制度化、常态化的良好态
势，企业文明程度和员工文明素质进
一步提高，创建成效显著，涌现出一
批成绩突出、影响广泛的各级文明单
位。目前，集团公司拥有全国文明单
位 2 家、省级文明单位 11 家、省属企
业文明单位 21 家、市级文明单位 20
家，各级文明单位拥有数在省属企业
中名列前茅，为集团公司改革发展提
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集团公司二级单位金冠铜业分
公司，拥有当今中国民族铜工业最先
进的绿色铜冶炼技术，是高效、清
洁、环保的新型铜冶炼企业。自投产
以来，该公司在实现企业生产经济效
益快速发展的同时，广泛深入地开展
文明创建活动，不断提高职工的思想
品德和专业知识水平。围绕 “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和精神文明重在建
设的方针，该公司把思想政治教育、
职业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有机
地结合起来，创新性地开展文明创建
工作，形成了政通人和、环境优美，职
工安居乐业、人企和谐发展的新局
面。近年来，该公司先后获得省属企
业文明单位、省国资委先进基层党组
织、安徽省劳动竞赛先进集体、铜陵
市“五一”劳动奖状、铜陵市先进基
层党组织。

铜冠物流公司主营铁路、公路、水
路运输、港口码头及国际旅游、汽车销
售等，现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常
务理事单位、安徽省物流与采购联合
会副会长单位和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
试点单位。2014 年以来，该公司围绕
国家和安徽省文明单位创建标准，以
创建文明单位活动为载体，以思想道
德建设、优美环境建设、企业文化建设
为抓手，把人企共同发展的各项要求
始终贯穿到创建文明单位的全过程，
有力地推动了创建工作蓬勃开展。该
公司 2014 年荣获了第四届全国文明
单位称号，并连续十三年荣获“安徽省
文明单位”称号。

陈 潇

集团公司 11家单位
获“第十一届安徽省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本报讯 继一季度实现开门红后，
金隆铜业公司生产经营持续保持向好
态势。上半年，该公司阴极铜、阳极铜、
硫酸产量分别超计划 3500 吨、6900
吨、16000 吨，精矿处理量超计划
13000吨，利润目标超额完成。铜冶炼
回收率上半年达98.56%，创历史新高。

今年来，该公司从稳定生产、改善
指标、控制成本入手，拓展增加产量和
利润的途径，下大力气激活企业发展
内生动力，着力解决影响企业健康发
展的各类难题。

通过采取优化工艺操作控制参
数，提高转炉的日吹炼炉数和圆盘浇
铸能力，保持“四大炉”及铜酸系统平
衡与稳定等措施，实现了高负荷均衡
稳定生产。该公司以降低渣含铜和中
间在制品的发生，加大中间在制品处
理力度为突破口，重点抓好铜冶炼系

统物料平衡管理，渣包数量及中间在
制品库存得到有效控制。闪速炉处理
杂料的可行性试验取得成效，实现了
黑铜泥、铜砷滤饼、白烟尘等内部循环
处理。在设备管理中，采取重点设备专
业承包、工艺系统区域承包相结合的
维修方式，设备故障处理效率明显提
高，AB 类设备故障次数较去年同期
减少了 60%，设备计划检修率较去年
同期提高了 21%。

精准跟进市场节奏，以效益最大
化为原则开展主、副产品销售，以及冷
铜、资材备件等采购工作。上半年，该
公司积极争取市场效益、国家优惠政
策，硫酸增值税退税 600 余万元。修
理费比同期预算节约 350 余万元，可
控管理费用同比下降近 800 万元。该
公司加强循环水综合利用，用水量较
同期预算下降 20%。在成本控制中，

加大公司各项成本支出监控力度，启动
“成本进车间”管理举措并逐步深化，车
间成本管控意识进一步增强。关注利率
市场变化，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以资金
成本最优组织资金运作，上半年该公司
财务费用较同期预算下降 52 %。

为确保安全环保严格受控，为企业
发展创造条件，该公司多措并举狠抓安
全、促进绿色冶炼再上新台阶。通过开
展特种设备检查、危险化学品专项检
查、综合性安环大检查等，共排查隐患
116 条，目前均整改完毕并复核销案。
厂区车辆规范行驶得到有效控制，各类
超速违章等现象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30 %。该公司各清污分流项目建设严
格按计划推进，实行环保设备（设施）
运行情况周报告制度，严格规范环保在
线监测管理，环保预警系统建成运用，
从硬件设施上确保环保受控；将政府环
保监测数据接入公司内网和现场操作
控制室进行实时监控，生产系统对环保
管控能力及快速反应能力加强。

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年度大修提
前 2 天结束，完成闪速炉炉体改造及环
集烟气治理等技改及大修项目 370 余
项，解决了制约主工艺生产的瓶颈、高效
生产与环境集烟达标难题。

陈潇 陈书文

主产品产量超产 铜冶炼回收率达 98.56%

金隆铜业公司上半年生产形势持续上扬

本报讯 今年上半年，金冠铜业分
公司合理组织生产，不断优化和完善
生产工艺，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持续改
善，生产经营指标全面超额完成年中
计划。其中，完成电解铜 18.45 万吨、
硫酸 62.77 万吨，分别超额完成计划
的 8.16% 和 12.96%，企业继续保持
良好发展势头。

该公司以提升系统作业率为主
线，在今年 2 月份实施设备大修和吹
炼炉冷修，历时 40 天完成了 662 项
检修项目，有效实施了排烟收尘系统、

精矿喷嘴等改造，解决了浓相输送、蒸
汽干燥盘管业已存在的瓶颈问题，清
除工艺障碍，为 FSF 高负荷生产创造
条件，保持生产系统持续高效。同时，
该公司强化对生产趋势的判断，全过
程关注电铜质量控制、烟气平衡等重
点薄弱环节，提前化解可能出现的各
类问题，确保生产稳定有序。坚持预配
料机制，对杂质高的物料“削峰”处
理，保持熔炼炉投料量的稳定。每日通
过对生产计划实际完成情况进行跟踪
比对，及时纠偏调正，不断提高计划完

成率。并不断加强对生产现场的掌控，及
时对出现的各类问题进行协调解决，化
解生产难题。坚持以冰铜和阳极板库存
为中心，全面协调各系统生产负荷，保持
生产高效。

在坚持均衡高效组织生产的同时，
该公司还进一步优化管理结构，不断加
强管理体系建设，积极开展标准化 4A
级良好行为企业创建工作，修改补充 10
个工作标准文件，确保管理制度的有效
性和适宜性。大力导入卓越绩效模式管
理，完成了年度推进方案和工作计划，从
建章立制和培养员工意识入手，进一步
完善绩效考核体系，将关键绩效分解成
两级考核指标，将所有考核指标都落实
到人，进一步调动职工挖潜增效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卓越绩效模式管理成效初
步显现。 夏富青 封保敏

金冠铜业分公司上半年年报“亮眼”
电解铜、硫酸产量均超额完成计划

桂祖辉是安庆铜矿选矿车间的一
名维修电工，同时兼任着车间团支部
书记的职务。2004 年从安工学院毕业
分配到矿山工作，一干就是 13 年，从
一个刚出学校的毛头小伙，成长为现
在车间的青年骨干。

电工是对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要
求较高的特殊工种，为了更好的解决
生产中出现的各类故障，桂祖辉在工
作之余注重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通
过在工作中不断实践、积累经验，逐渐
的掌握了电气设备维护、维修的技术
要领，成为了车间电气方面的行家里

手。他先后参与了车间碎矿工段低压
电气 PLC 控制及美卓 PH 系列破碎
机改造、磨浮工段球磨机励磁开关柜
的升级改造、稀油站和球磨机连锁改
造等项目。

该车间选铁工段返砂泵开关柜与
操作室距离较远，发生电气故障时，如
果操作人员未能及时发现，容易发生
漫溢造成设备损坏和环境污染。他发
现这个问题后，开动脑筋，设计出砂泵
变频报警系统，当变频器非正常停机
时，装设在操作室的报警器就会发出
报警信号，操作人员就能及时发现故

障，此项发明得到了车间职工的肯定。
2014 年，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入党后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
入党时的誓言，处处体现着共产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和甘于奉献的优良传统。
今年三月的一个下午，当他已经换好衣
服准备下班，电话突然响起，原来是精
矿东 45米浓密机滑触线冒烟，设备停
止了运转。接到电话后，他第一个站出
来，迅速换好工作服赶到现场，经过两个
多小时的努力，终于让浓密机运转起来。

作为一名基层团干，他用自己的辛
勤工作为青年职工做好表率，树立榜样。
同时他也能够关心、帮助青年职工的成
长，对于大家提出的意见及时做好沟通
解决。正是由于他细致认真的工作，多年
来所属支部团员青年未发生一起违法违
纪行为，他本人也先后获得集团公司优
秀团干、矿先进个人等荣誉。 乔二锋

用辛勤工作为青年职工做表率
———记安庆铜矿优秀共产党员桂祖辉

本报讯 7 月 6 日上午，市立医
院举行三级甲等医院揭牌仪式，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昌红梅，集团公司党委
副书记、工会主席陈明勇出席仪式并
为市立医院揭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市人社局局长王振华，市卫计委党委
书记、主任李业群及市有关单位领导
参加仪式。

铜陵市立医院始建于 1966 年
10 月。51 年来，秉承着“大医精诚，
大爱致远”的院训，市立医院从成
立之初不满 50 张床位的简易医疗
卫生机构，逐步成长至今。1994 年，
成为全省首批跨入二级甲等医院的
8 所医院之一，1998 年，根据集团公
司统一规划，整合了 18 个基层院、
所和门诊部后，实行 “总院制”管
理，成立“铜陵有色职工总医院”，
2012 年划归铜陵市政府管理，更名
为铜陵市市立医院。2014 年 8 月，

市立医院顺利通过省等级医院专家组
评审验收，正式确定为国家三级综合
医院。

今年 1 月 25 日，经省卫计委批
复，市立医院跨入国家三级甲等医院
行列。据悉，三级甲等医院是依照中国
现行《医院分级管理办法》等规定划
分的医疗机构级别，是中国内地对医
院实行“三级六等”的划分等级中的
最高级别。

市立医院现有职工 1323 人，其中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1100 人，副高级以
上专业技术人员 132 人、中级 438 人；
高等医药院校兼职教授、副教授 15 人。
省市临床医学重点学科、重点培育学
科、重点专科（专病）7 个，医联体单位
30 个，拥有各类医疗设备 800 余台
（件），其中大型医疗设备 200 余台
（件）。

萨百灵

市立医院三级甲等医院
正式揭牌

李素萍为获奖代表队颁奖。集体跳绳比赛。

昌红梅、陈明勇为市立医院揭牌。

争创新业绩 献礼十九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