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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针对矿产资源越来越
少、设备老化带来的维修费增加等不
利因素，凤凰山矿业公司通过开展一
系列挖潜降耗措施，去年实现成本节
约 465 万元，顺利完成年度经营目标
任务。

该公司积极应对严峻形势，打赢
降本增效这场攻坚战。该公司去年年
初详细制定了十三条降本增效举措，
认真分解，确定细化目标及措施，落实

责任，不断增强每一位员工的降本增效
意识，通过人人挖潜增效，形成万众一心
渡难关的合力。加强企业税务管理工作，
对公司涉税业务加强规范处理，合理降
低税负，提升企业效益。深入推进卓越绩
效、标准化、5S 管理模式。持续推进管理
创新，通过卓越绩效管理、两化融合、全
面预算管理等现代化手段促进管理精细
化。扎实开展节能降耗工作，大力推进节
能技改，以提高设备台效，管控节能细

节，用足分时电价及基本电费结算政策
等措施。

与此同时。该公司还大力依托集团
公司支持，进一步加速推进对外劳务输
出工作，不断降低企业人员成本。通过系
统优化整合，充分利用矿业公司人力资
源、修旧利废、节能降耗等措施，降低经
营成本。狠抓管理薄弱环节，重点加强预
算、成本、资金等管理，严控非生产性开
支，推进企业精细化管理。制定实之有效

的方案，合理安排生产，提高车载率，降
低贫化率，提高原矿品位，提高选矿回收
率、铜精矿品位等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加
强生产车间的成本核算，严控非定额材
料管理，降低资材、备件消耗，大力推进
修旧利废，加强设备 TPM 管理，提高设
备运转效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通过能
源网络管理平台，加强能源动态管理，落
实节能降耗措施，有效降低能源成本。

夏富青 黄志皓

众志成城渡难关 打赢降本攻坚战

凤凰山矿业公司去年节约成本 465 万元

2017 年初，在铜冠冶化分公司员
工食堂工作整整十年的陈怀国调到综
合车间从事现场管理工作。为尽快适
应岗位的变化，陈怀国勤跑现场，向先
来的工友学习，不懂就问，虚心求教，
逐渐掌握了各类物料采购发运的详细

流程，很快就能单独作业。
综合车间现场管理班承担着铜冠冶

化分公司原辅材料进厂、卸货、入库、产
品发运、倒运等管理和调度工作，作业面
积广，工作环境复杂。而现场管理工则需
要经常对库内不规则堆放的砂料重量进
行估算。为使估算准确，陈怀国一方面向
经验丰富的师傅请教，一方面自己查阅
书籍进行摸索。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
段时间的钻研，他总结出一套库存估算

的方法。经过验证，他算出来的库存量与
实际过磅数字十分接近。去年 8 月的一
天，公司购进的一批硫精砂正在卸货，陈
怀国如往常一样在货场巡视，他敏锐地
发现该批硫精砂含有一些碎石块，立即
向调度室和生产车间汇报，该批原料当
即停止了卸货，之后经过协商，对其进行
了部分退货和扣杂处理。

为了保障现场管理工作的顺利进
行，加班加点对陈怀国来说已经是家常

便饭。去年中秋节假期，陈怀国本应在家
与亲人享受天伦之乐，但却接到单位通
知要其马上处理相关事宜。原来是近期
硫酸原料品质不太稳定，公司需要及时
掌握预采购原料的品位情况。陈怀国二
话不说立刻前往供应商所在地了解生产
状况，查看剩余库存，对原料进行取样并
带回公司进行化验，同时将对方生产情
况第一时间向领导汇报。去年 10 月的
一个星期六，江边散料秤突然出现故障，
导致铁球团无法发运，在家休息的陈怀
国闻讯迅速赶来，与集团公司质检中心、
商务部等单位协调处理，对故障原因进
行排查，稳定并安抚客户情绪，经过连续
几天的奋战，终于使散料秤恢复了正常，
保障了铁球团正常发运。 方 超

尽心尽力干好本职工作
———记铜冠冶化分公司标兵陈怀国

1 月 28 日，下午五点多钟，铜冠
物流金运物流分公司业务员范春华接
到铜冠电工公司商务部业务信息，17
吨漆包线须当天晚上发往湖北黄石。
客户的要求就是命令，刚刚发完一笔
货，正在吃晚饭的范春华放下饭碗，披
挂整齐，急忙赶赴铜冠电工公司。

户外，寒风凛冽，滴水成冰。范春
华走在湿滑的道路上，不时地与承运
商联系。冰雪凝冻天气，途中安全、到
达时间是极为重要的要素，他必须以
最快的速度进行比对和抉择，以求得
安全、效率的最大化。

客户厂区，准备发运的漆包线已
经整整齐齐地堆码在库房门口，范春
华和上游客户的员工们在焦急地等待
车辆的到来。为了节省时间，叉车已经
早早发动，装车前的出库手续已经全
部办理完毕。厂区的路灯已渐次亮起，
寒风裹挟着雪粒砸在脸上，厚厚的工
作服也难以抵挡风雪的侵袭……

“车来啦，车来啦”，随着急切的
喊声，一辆大型货车碾冰轧雪，缓缓地
驶入厂区。自此，压在范春华心头的一
块石头才落了地。可能大家还不知道，
能在这样恶劣天气情况下接受任务的

承运商，非经过多年培育的核心承运商
所能担当的。铜冠物流金运物流分公司
长期以来对核心承运商遴选工作的成
效，在关键时刻得以彰显。

“再往里面挪一点……”“慢点，再
举高一点……” 范春华站在车厢里，不
停地向叉车司机发出指令，遇到叉车无
法操作的狭小区域和车厢底板凹凸不平
处，就完全依靠人力挪动，适时调整每一
盘漆包线的位置，保证货物码放平整，受
压均匀。脚下打滑，拿一只草包垫上，实
在冻得受不了，下车喝一口热水，稍事休
息后，他再一次爬上车厢作业。汗湿的头
发被冻成了冰溜，汗水浸透了衣服，经过
近 2 个小时的连续奋战，圆满地完成了
17吨漆包线的装车工作。

看着满载着货物的车辆顺利启程，
寒冷和劳累都烟消云散。范春华心里非
常清楚：顺利启运，才是开始，接下来还
要保持与承运商的实时联系，掌握货物
的在途安全状况，确保货物按时抵达。范
春华再一次用实际行动擦亮了“窗口”，
展现了铜冠物流员工的风采，铜冠物流
公司与铜冠电工公司员工共同携手，协
同作战，演绎了产运联手，精诚合作的篇
章。 汪开松

产运联手，谱写精诚合作篇章

本报讯 连日来的冰冻天气，让
冬瓜山铜矿选矿车间系统设备面临投
产以来最严重的考验。

由于选矿车间磨浮厂房四面通
风，设备气源管道极易结冰堵塞，1 月
29 日上午先后出现半自磨大齿轮喷
雾润滑系统和混合 130 浮选气动阀
门系统失灵以及精尾气源泄压等紧
急情况，车间值班领导现场指挥人员
一方面临时加装碘钨灯加热已结冰
堵塞的齿轮喷雾系统组件和混合浮
选气源管，一方面为防止产品流失影
响主系统设备运行，果断安排人员从
铜优浮选气源管道引出一路气源至

混合浮选系统，保证混合 5 槽浮选系统
正常走量，同时还要监测和控制压风机
房总气源压力防止泄压导致磨机跳停。
在处理过程中，由于浮选桶溢流过大导
致底层被矿浆淹没至膝盖，且由于厂房
背面通风，环境温度一直低下，值班领
导带领机电仪各工种冒着严寒饥饿从 9
时一直鏖战到 14 时，直至浮选系统正
常运行，选矿 13 个储气罐进出气源管
道畅通。此次抢修由于发现及时、处理
方法果断，在没有停止主作业线系统的
情况下，大家齐心协力共同鏖战最终赢
得了胜利。

高 明

冬瓜山铜矿选矿车间及时抢修设备故障

本报讯 1 月 31 日，雪后初晴。
铜冠有色池州公司九华港航分公司三
个泊位四处作业点“火力”全开，迎来
了生产“小高潮”，当日装卸各类货物

22000 余吨。
2018 年 1 月份，该公司装卸货物 32

万余吨，实现了首月“开门红”。
胡 淳 吴 军

雪后迎来生产“小高潮”
铜冠有色池州公司九华港航分公司

本报讯 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役，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 月 1
日，冬瓜山铜矿党委书记、联合党委书
记都静明率矿党委班子成员，前往帮
扶村———枞阳县钱铺镇虎栈村，积极
开展“冬日暖阳———扎实开展‘十个
一’真情帮扶助脱贫”活动，为贫困户
送上春节祝福。

冬瓜山铜矿此次活动共慰问 12
户贫困户，发放慰问金 3500 元，并送

上粮油等慰问品。每到一户，都静明书记
一行与帮扶贫困户亲切交谈，宣讲扶贫
政策，查看扶贫手册，详细了解身体健康
状况、家庭生产生活等情况，帮助他们整
理房间，打扫卫生，鼓励他们坚定脱贫致
富的信心。并代表矿山全体员工提前给
贫困户拜年，祝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撸
起袖子加油干，争取早日脱贫。

慰问活动结束后，都静明主持召开
了一季度扶贫座谈会，广泛听取乡镇干

部、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贫困户、村民
代表的意见建议后，就 2018 年度的精
准脱贫重点工作进行了强调和初步安
排。一方面冬瓜山铜矿将继续大力支持
帮扶虎栈村，落实好相关政策和规划，对
虎栈村的扶贫工作做实、做细；另一方面
继续做好鸡禽养殖示范基地建设工作，
利用项目增加贫困户就业机会，带动贫
困户自主脱贫。

徐文斐

节前慰问送温暖 扶贫帮困暖人心

冬瓜山铜矿党委班子成员开展“冬日暖阳—帮扶脱贫”活动

本报讯 为确保三月份奥炉项目
正式投入生产，工程技术分公司精心
策划、明确责任，全面部署重点工作，
全体员工步调一致、齐心协力共同保
障奥炉项目施工顺利。

为做好此项工作，该公司金昌项
目部专门成立一支“精锐部队”———
奥炉对接组，该对接组机械班主要负
责钳工工作，综合班负责铆焊，管道，
电仪，起重等工作。此外，该对接组成
员们积极参加奥炉 SO2、KKK 风机
厂家培训，进一步提升自身岗位技
能。为提高全队职工安全意识、自我
保护能力，安全宣誓成为了各班组派

班会上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细节决
定成败，安全高于一切。”奥炉对接组
副组长吴义龙说道。项目部领导更是时
刻进行现场指导，重点监督检查，以保
证现场作业有方案、有措施、有落实，并
积极协调现场安全管理中需要解决的
问题。

为按时按质完成任务，该公司部分
员工放弃了节假日休息时间，以业主指
令按期完成为己任，齐心合力为业主服
务。20 日，该公司金昌项目部综合班改
造电炉铜水套进出水管、更换硫酸管网
上 300 碟，同时配合专业项目部砌炉班
在阳极炉炉体内焊接。21 日，奥炉项目

保障组安装电炉铜水套循环水管、改造
奥炉 10 楼喷枪楼梯和 2# 胶带机头部
下料斗……

同时，该公司其他项目部也积极加
入到奥炉保障施工队伍中，金隆项目部
积极承接并完成了电磁流量计信号电
缆、仪表电源电缆共约 3400 米的铺设
任务，完成了奥炉消防水、玻璃水储罐、
给料仓等项目，防腐保温组协调承接了
奥炉项目部两台阳极炉脚手架搭设项
目，筑炉专业组正参加奥炉熔炼车间安
全教育培训、签订安全协议及承诺书，为
正式进驻奥炉做最后准备。

方 盼

工程技术分公司齐心协力保障奥炉项目施工

本报讯 铜山铜矿分公司加大反
“三违”治理力度，把安全监管延伸到
生产工作具体的点和面，对各种违章
行为和习惯性违章采取高压态势，力
争安全管理无盲区。据统计，该公司
2017 年进行“三违”曝光达 299 批
次，查处各类违章人员 306 人。

安全管理无捷径可走，靠的是严
格的管理和细致的工作。该公司坚持
反“三违”新常态，从严、从细、从重
入手，提高员工“安全意识”。该公司
给每名员工都印发了《个人“三违”
行为管理实施细则》手册，在井口全
面实行出入井封闭管理，即：指纹考
勤、安全答题和井下作业人员定位识
别卡的“三位一体”制度，进一步提
升全体从业人员的安全环保意识、增
强岗位风险辨识能力，确保每位操作

工通过提醒预知本岗位风险的能力；该
公司大力开展“安全环保，意识先行”
活动，加强班前安全教育及安全交底工
作，对“三违”人员进行心理疏导，深挖
根源，对症下药，消除思想隐患；定期不
定期开展检查，对员工操作中习惯性违
章进行纠正，狠抓“三违”行为整改、反
“三违”落实等问题，杜绝违章作业和
“三违”现象的发生，增强职工的安全
责任心。

该公司通过开展违章曝光、谈话和告
知制度，对违章人员进行严格处罚并考
核；按照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要求，把安
全生产落实到工作的每个环节、每个岗
位和每位员工；为强化责任落实，该公司
制定了严格的隐患整改销账制度，规定
凡是在检查中发现的隐患问题，必须全
部逐条进行整改清零，对于因管理问题

和个人原因造成的隐患，一律实行责任
追究。2017 年，该公司已陆续对安全检
查中查出的 301 条问题，逐条进行了自
纠自查和责任分析，对查摆出的问题，全
部整改；确定因管理和个人原因造成的
隐患，全部落实责任到人头，保证责任落
实到位。为加强现场安全生产管理，该公
司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值班干部走动管
理，狠抓“三违”，着重盯防薄弱节点的
现场安全，针对不同岗位开展突发事故
实练预案演习，以增强岗位人员对突发
事件的应急反应和处理能力；同时，该公
司要求基层进一步深化 “标准化班组、
标准化现场和标准化岗位”建设，规范
班组安全活动日、岗位安全检查等工作，
从基础工作抓起，做好现场管理，确保安
全生产工作稳步推进。

铜 宣

铜山铜矿分公司反“三违”成高压态势

本报讯 春节将至，日前，天马
山矿业公司领导来到部分优抚困难
对象家中开展春节期间“双拥”慰
问活动。

该公司现有军属、伤残军人、烈
属、退休军转干、在职军转干、在职
退伍军人和退休退伍军人 500 余
人。为了确保慰问工作无偏差、无遗
漏，该公司武保部门认真做好“双
拥”登记造册工作，积极筹集慰问
金近两万元、年画 500 余本进行走
访慰问，为大家送去新春的祝福和
组织的关怀。在走访慰问过程中，及
时了解并解决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
实际困难，感谢他们为国家军队建
设和地方企业经济发展建设所做出
的贡献。该公司通过多年来的“双
拥”工作建设，营造了军爱民、民拥
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朱 艳 杨志全

天马山矿业公司开展
春节“双拥”慰问活动

2 月 2
日，集团公司
重点建设工程
奥 炉 施 工 现
场，铜冠建安
安装公司经理
助理丁诚组织
人力奋力抢抓
时机安装，将
因大雪耽误的
工作时间争分
夺秒抢回。该
公司日前正按
照计划追赶时
间，力争提前
完 成 节 点 任
务。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黄世群 摄

为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引导员工形成上岗前进行安全答题的良好习惯，铜冠
黄铜公司于 1 月 31 日开展“安全答题送春联”活动，吸引了广大职工踊跃参与。

图为该公司安全答题现场。 王红平 汪 勇 摄

近日，安徽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动力运转中心组织人员对井下排水系统的
设备和设施进行排查，及时对造成管道压力泄漏的阀门，磨损严重的盘根轴套等
零配件进行更换。同时加强设备的润滑保养，确保井下排水正常。

夏富青 方同贵 摄

1 月 10 日，铜山铜矿分公司维修人员正在对铲运机铲斗进行切割，运用耐磨
钢板重新拼装焊接，一周内已有 2 台报废的铲斗恢复了“活力”，节约成本 5 万余
元。该公司新年伊始大力倡导“挖潜增效、节能降耗”过紧日子的思想，动员全体
员工点点滴滴算成本，时时处处搞节约，为提质增效尽心尽责。 余 飞 摄

新年伊始，全国不少主流媒体
都报道了老年人热衷于 “领保健
品”、“听健康讲座”的新闻。在我
们身边，经常可以看到有的老年人
一天要跑三四个“讲座”现场，散场
后拎回了大米、面条、护肤品等赠送
礼品，有的感叹道：“我这两年花掉
好几万元买保健品，人家免费送东
西，不买不好意思。”由此，我想到
以前光明网报道的我省黄山市 80
岁高龄的汪大爷听了广告宣传，在
参加一次所谓的“健康讲座”后，非
要花 4 万多元购买 6 个疗程的药
品，家人再三劝阻无果，只能报警。
在警方和工商部门的介入下，汪大
爷终于搞清楚这所谓的“免费领保
健品”原来是骗局，讲座上吹得天
花乱坠的“神药”竟是“三无”产
品。

环顾四周，像汪大爷这样的老人
不在少数。很多老人退休之后，圈子
越来越小，获得的信息渠道也越来
越窄。一些人利用老人渴望健康、贪
图便宜等心理，用所谓的“专家讲
座”、“赠品”免费使用，甚至“免费
旅游”等手段，吸引老人购买各种
“保健品”。还有些人打起 “亲情
牌”，对老年人嘘寒问暖，借机向老
人推销价格昂贵的“保健品”。

尽管老年人的 “保健品陷阱”
频频曝光，但每天仍有许多老人奔
波于各“讲座”现场，为领回的赠品
心花怒放。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禁
要问，我们能为老人做些什么？有关
监管部门，有没有下真功夫净化医
药市场？社区是否该多办一些宣传
讲座，帮老人学习如何理性健康用
药，避免受骗上当？作为子女，除了
给父母提供舒适的物质生活，有没
有定期听听父母的想法和诉求？

老人幸福身体健康是儿女的福
气。让老人健康幸福地生活，是社会
文明的体现。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
远离“保健品陷阱”，家庭、社会需
下一番苦功夫！ 竹直

老年人要注意“保健品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