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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截至 2018 年 1 月底的
统计数据显示，铜冠投资公司去年主
要产品钢球完成 54500 吨，同比增长
34%；硫化钠完成 41000 吨，同比减
少 7.1%；玻璃钢制品完成 762 吨，同
比增长 40.3%；这一丰硕成果得益于
该公司全力开拓市场产品，将产品销
售的触角及时延伸到全国各地这一战
略的前瞻性。

去年以来，铜冠投资公司始终
坚持市场优先原则，把主产品市场
开拓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该
公司特别将集团公司外部市场作

为公司经济增长的拓展重点，紧紧抓
住所属的几个“拳头”企业实施这一
战略。该公司的金神耐磨材料公司，
有着业界良好声誉，秉持这一声誉，
去年该公司持续做好钢球产品外部
市场的巩固和拓展工作，除了巩固安
徽周边的企业需求外，主要针对内蒙
古矿业、太原钢铁集团、伊春鹿鸣矿
业、金堆城钼业等大型客户，全力做
好招标前的沟通协调工作，通过热情
周到的售后服务和过硬的产品质量
赢得招标。新增的销售量取得了惊人
成绩：2017 年，伊春鹿鸣矿业市场新

增销量 3300 吨；太原钢铁集团市场
年新增销量 16000 吨，为全年完成钢
球 54000 吨销量打下坚实基础。

神虹化工公司是铜冠投资公司
下属的另一个化工类企业。去年，该
公司积极开拓硫化钠产品外部市场，
增加固碱的生产和外部客户的销量。
2017 年，在金昌冶炼厂停产的不利
因素下，该公司生产的硫化钠外部市
场的销售量已达到总销售量 60%以
上。同时，根据市场行情变化，适时调
整硫化钠产品销售价格，固体碱销售
全年累计每吨上调 500 元，液体碱销

售全年累计每吨上调 200 至 300 元，
对冲消化了原料涨价和环保治理所
增加的成本，稳定了效益;中广公司
努力拓宽销售思路，灰渣销售由过去
的分销方式为主转变为积极发展直
供客户，稳定销售市场，努力做到产
销平衡;五松山酒店管理公司积极开
展市场调查，大力开拓团膳业务，整
合了铜冠冶化和奥炉项目部职工食
堂，并对周边单位职工开展送餐服
务，团膳业务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
点。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王 强

铜冠投资公司挖掘市场潜能成果丰硕
全力开拓产品市场 触角延伸全国各地

本报讯 2018 年 1 月份，金隆
铜业公司闪速炉装入量比去年显著
提高。这是该公司着眼挖掘生产潜
能，不断提升企业效益链条中的重要
措施。

闪速炉作为该公司铜冶炼的首道
生产工序，担负着下道工序冰铜的供

应量。在冰铜品位一定的情况下，冰铜供
应量的多少，不仅关系到阳极铜的产量，
同时也决定了冷铜的处理量。根据公司
2017 年处理阳极板与处理冷铜的加工
费对比，二者每吨相差约 700 元人民
币，很明显处理冷铜的加工费远优于处
理阳极板。为此，公司要求 2018 年尽可

能增加冷铜加工，减少阳极板加工，为公
司谋取更大的经济效益。但要增加冷铜
的处理量，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冰铜供应
量。

进入新的一年后，基于公司提质增
效的内在需求，闪速炉作业借鉴 2017
年高品位、高装入量的实验数据，实施闪

速炉高装入量作业，争取多产冰铜。经过
一个月的运行，尽管闪速炉操作过程中
出现了炉内结渣波动、炉体温度波动、炉
内反应不完全等异常情况，但都得以及
时应对和处理，为下一步稳定和固化闪
速炉高投入量生产积累了经验。

朱超清

金隆铜业公司提质增效实施闪速炉高装入量作业

本报讯 2018 年开局之际，铜冠
池州公司电解锌车间缜密细致理清工
作思路，结合池州公司发展规划制定
详实的推进计划，明确新的奋斗目标，
努力推动车间在新的一年里再出亮
点，创出新特色，实现新突破。

以“四稳定”为基础，只争朝夕抢
着干。新年新高度，该车间从工艺稳
定、生产稳定、产量稳定、指标稳定四
个方面入手，起好势，布好局，带领车
间全体员工闯关夺隘。

利用去年在生产过程中蓄积的动
能基础，进一步提纯技术经验，结合工
艺技术参数控制系统，强化责任监督
和管理效果，着重严控和排除钴、砷、
锑、锗等杂质危害元素。通过上下游工
序周例会、微信平台等形式全方位、多
措施加强主要责任人之间的信息沟
通，保障系统之间变化的衔接和联系，
改变单一的“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传
统管理模式，为有效组织起大规模生
产拓宽信息渠道，为工艺稳定创造有
利局面；加强阴阳极板管理，强化循环
泵、冷却塔等重要设备的运行效率以
及提升维保质量和速度，为生产的稳
定强本固基。面对年度 11 万吨的生
产任务，该车间视每月完成万吨锌锭
产量成常态化任务，在保证每槽 48
片阴极板的情况下，努力保持日产析
出锌稳定在 350 吨左右，为经济指标
的稳定和优化创造有利条件；依托以
上目标奠定的坚实基础，实现全年直
流单耗每吨 2970—2950 千瓦时析出

锌，同时保持成品锌锭 0 号锌占比的持
续稳定。

以“争进位”为突破口，精准发力比
着干。在同比 2017 年指标的基础上，着
力降低电耗 1500 万元生产成本。电解
锌车间的年生产用电量达 3.6 亿千瓦
时，占池州公司锌系统总用电量的 80%
左右，是名副其实的“电老虎”。因此，该
车间把提升锌片电流效率，争当同行先
进作为靶向性工作。车间主任陈六新介
绍：“力争 2018 年把吨析出锌直流电单
耗控制在 2950 千瓦时，争取直流电价
从 2015 至 2017 年 3 年的平均电价每
千瓦时 0.62 元降至 0.59 元，勇争同行
标杆位置，继而实现全年节约能耗成本
1500万元。”

该车间持续加大了节能降耗，提质
增效的推进工作，抓住直流单耗这个
“牛鼻子”，精准发力，以“比着干、巧着
干”的劲头，在降低直流电单耗、电价上
下功夫。通过开展两个装出槽之间的相
互效能比武，在对比中找标杆，挣进位，
在时不待我，只争朝夕的氛围中认真落
实降耗工作；创建降低直流单耗推进品
牌，制定周例会、月总结推进汇报制度，
监督每一步实施效果，抓好每一次操作，
在精和细两个方面想办法，强举措，扎扎
实实破除阻碍能耗降低的因素；抓好各
班组 QC工作的开展，将 QC工作做实、
做真，保持人、机、料、法、环各方面贴近
降耗整体工作的开展，争取实现节能降
耗，提质增效亮点工作的新突破。

张 军 吕福喜

新年新思维谋划新突破
铜冠池州公司电解锌车间

本报讯 春节临近，冬瓜山铜矿
为有效防范各类事故发生，营造一个
欢乐、祥和、安全的节日环境，日前，在
全矿开展以“四个一”为主要内容的
安全活动。

为保障节日各项活动的顺利进
行，矿山生产的安全有序，职工节日生
活的和谐稳定，这个矿积极主动、扎实
全面地做好安全工作，春节前组织一
次全矿防火专项检查。认真排查地表
井下车辆、油库、炸药库、电气设备与
线路等存在的安全隐患，并立即进行
整改。结合季度专项检查的要求，节日
期间对职责管理范围内的提升、通风、
供排水、供配电、特种设备、地压以及
重要危险源点进行一次系统排查。并
要求基层单位在节日前对所辖范围进
行一次全面安全自查。重点是作业区

域的顶帮板、通风情况，炸药库、爆破器
材临时存放点、油料发放点、维修场所以
及重要设备、设施，车辆等按照安全规程
细致检查。春节期间在正 52 米井口组
织开展一次“新春第一岗”安全活动,加
强劳动纪律检查，防止疲劳上岗、酒后下
井。

此外，这个矿认真做好对地表车间、
有限空间作业、办公场所、后勤服务场所
用电、用气设备、设施的检查确认以及防
冻、防滑、防火、防中毒窒息工作。同时，
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带班制度，重要
值守岗位必须 24 小时值班，严禁擅离
职守，并做好交接班。外协单位放假前必
须对作业地点的风、水、电管理进行安全
检查，让广大职工能够安心愉悦地欢度
新春佳节。

汤 菁

冬瓜山铜矿“四个一”活动确保节日安全生产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都会使用到一
定的设备、设施。其中的部分设备设施
可能较少甚至一年难得一次有员工涉
足。正因为人员极少的涉足，因此此类
场所发生人员机械伤害、物体打击及
高坠等事故的概率便相对小很多。在
难以发生事故概率较小的场所发生安
全事故，即为安全生产管理中的“小
概率事件”。

应该说，小概率事件在绝大多数
企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随着现
代化工业生产自动化程度的越来越
高，生产现场的机械化换人、减人甚
至无人作业，致使所有事故的发生已
呈一定比例下降趋势，其中也包括小
概率事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事

故发生概率降低的同时，企业整体的
生产安全风险也会随之降低。

但安全风险小了，人们的安全
防范思想意识也随之发生潜移默化
式的淡化，久而久之又反过来加大
了事故尤其是小概率隐患带来的风
险。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动态地存
在隐患和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对于
隐患和风险的关注和重视，人们大
多习惯或局限于时常涉及或耳闻目
睹的作业区域和环境中的隐患，相
反，不常涉足的作业区域和环境如
厂房屋面或梯台上遗留的杂物，多
年不用且已腐蚀的直爬梯和钢平
台，以及使用多年的老化带电线缆
等等，则由于长时间的无人问津，容
易成为安全管理环节中的“死角”。
因此，小概率隐患酿造事端的风险，
反而比日常生产管理区域的安全风
险要大得多。因为小概率隐患发生

人身伤害事故的概率虽说相对较小，
但其造成伤害的后果不是因此而减
小。相反，由于人们对不常涉足区域安
全管理的淡化，其中存在的隐患和问
题不及时消除，小概率极有可能转化
为大概率，其伤害的风险就反而因此
提高了。

安全生产，预防为主。这其中的要
义是要求人们在安全管理中，必须以
责任落实为基础，以隐患排查为核心，
通过一系列的群防群治措施最终实现
安全生产。如何做好隐患排查和治理，
不留死角？这需要我们除认真排查生
产环节中存留的安全隐患外，还要时
时重视小概率事件中存在的隐患和风
险；要对所有隐患或问题 “一视同
仁”，切不可 “抓大放小”、 等闲视
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须警惕“小概
率隐患”亦能酿祸端啊。

盛叶彬

警惕小概率隐患酿祸端

本报讯 针对我省出现大范围
持续雨雪冰冻天气，给企业生产增
添了很多困难，也给安全生产带来
诸多不利因素的现状，为确保安全
生产稳定，铜冠池州公司焙烧车间
多措并举积极做好低温严寒天气的
安全生产工作。

该车间认真落实各项防寒防冻
措施，提前做好水管、酸管、消防栓
等防寒防冻保温工作。该车间要求
对已停运工业锅炉设备、管道等积
水排放干净，设备底部无积水、无积
油；充油设备的油位符合标准；仪
表、管件、阀门等定期巡检，要求能
正常使用，并落实专人管理。该车间
还要求各检修单位做好户外检修人
员防寒防冻防滑安全保护工作，督
促防寒防冻防滑的劳保用品要发放
到位，加大冬季安全生产宣传力度，
确保万无一失。

对本车间重点消防部位、压力
容器、乙炔使用存放等区域进行仔
细排查，逐一梳理，积极做好落实防
火、防爆工作，确保万无一失。工业
锅炉煤库、余热锅炉、乙炔爆破存放
区域重点加以防范。该车间对重点
消防部位要求消防器材配备充足，
并定期检验，落实责任人制度。对易
发电气火灾的主控室、高压室、配电
室、户外电缆槽沟等生产场所定期检
查，配备挡鼠板，封堵电缆孔洞，对破
损的门窗玻璃及时更换，以防小动物
对电缆、电器元件等破坏，切实做到
各项安全生产防范措施到位。

焙烧车间还积极制定冬季预发
事故应急预案，切实做好冬季安全
生产工作。该车间主任彭幼林说得
好：“细微之处隐藏大患，隐患险于
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
山。” 夏立道

多措并举做好低温
严寒天气安全生产工作

铜冠池州公司焙烧车间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内部治安
防范工作，保障各项工作安全有序
进行，维护好春节期间内部平安和
企业形象，铜冠物流公司采取多项
措施强化春节内部治安。

该公司针对铁路、公路、水路运
输及港口码头货场装卸、汽贸旅游、
仓储装卸等工作点多、面广、线长及
内部治安管理难度大的状况，采取
多项措施强化春节内部治安。加强
单位门卫管理，认真做好外来人员
询问登记工作，警惕以推销商品等
各种名义进入办公场所伺机进行盗
窃等违法活动的行为，严防盗窃事
件发生；对来单位收购废旧物品、维
修服务、送办公设备等人员派人监
督，防止泄密和财产损失；严格遵守
现金和物资保管制度，贵重物品要
集中保管、责任到人；禁止违章使用
明火、违章使用电器，严禁乱扔烟
蒂；认真执行值班制度，严格执行值
班巡查、巡护和登记制度，发现隐患
或遇有紧急情况，按照有关要求及
时报告；加强车辆管理，不得随意乱
停乱放，并做好相关信息登记。

王树强

铜冠物流公司多项措施
强化春节内部治安

佳节将至、新春送福，为增添节日喜庆氛围，丰富广大员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新春佳节期间，金冠铜业分公司将举办
拔河、跳绳、羽毛球及乒乓球等四个大项九个小项系列文体活动。2 月 3 日下午，首先开展了乒乓球男、女单打比赛（如图），
比赛吸引了来自各基层单位近 40 名员工参加，经过激烈角逐，“双闪厂区”保全车间的杨琳、计财部的罗懿萍分获男、女组
单打冠军。 王红平 汪秀志 摄

金冠铜业分公司“庆新年、迎新春”系列文体活动拉开战幕

冬瓜山铜矿在安全生产管理中，紧紧围绕矿安全生产方针，全面建设三维预防
安全管理体系，推进安全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加强职工安全知识教育，提高职工安
全意识与防护技能，落实安全风险管控目标，不断提高矿山本质安全水平。在日前
召开的安全工作会上，这个矿与 25 个基层单位部门及 6 个外协单位签订了《安
全生产责任书》（如图）。 汤 菁 摄

为充分调动大学毕业生的积极性，发挥其专业技能和管理才能，营造与企业
“同舟共济、携手并进”的氛围，日前，铜冠物流公司召开大学生座谈会。参加座谈
会的历届大学生们各抒己见（如图），针对企业经营状况和自己在企业中的工作
情况作了发言，并对企业今后的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王树强 摄

过去的一年，金冠铜业分公司精心组织生产经营活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创
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发展效益，企业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涌现
出了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日前，该公司对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封保敏 摄

今年 2 月 1 日早上，刚刚走进办
公室，工程师朱迎秋的手机响了一下，
他打开一看，“在吗？”是老同事姜泰
顺发的。朱迎秋很是疑惑：姜工调出冬
瓜山铜矿协力公司已经快三个月了，
这会儿正在太平洋西岸的厄瓜多尔米
拉多铜矿修筑尾矿库。
“在。”朱迎秋回了一条。
“你们那里降了几天的大雪？”
“雪很大，你们那里呢？”
“我们这里正旱季，别说雪了，雨都

难得一见。”

“这么早，不，这么晚，你越过太平
洋微信我，不会就聊聊天气吧？” 朱
工了解姜工，他不是爱闲聊的人。
一个笑脸的表情。“当然不是。”
“啥事？”
“刚才我在工地上检查防洪沟砌

筑，突然想到了新辅助井工地。”
“新辅助井地表工程已经结束了，

有什么问题？”
“我走的时候，作为施工便道的东

部道路有一条电缆沟，大约 650 多
米。其中三处是在回填土上修砌的，我
担心大雪过后上冻再化冻，会不会对
软基造成损害。”
“入冬前已经压了两遍，应该没有

问题。”

“最好你抽空去看看，看电缆沟周围
的积雪清除了没有，同时在这几个地方
立上警示牌，防止车辆走边或侧滑压坏
电缆沟，要把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消除
干净。”
“好的！”朱工换上工作服准备出发，

又一条微信来了。
“拜托！”后面一个抱拳的表情。
“你说哪里话？你远在太平洋对岸还

惦记着这里，我们更不能掉以轻心了。”
“走得再远，冬瓜山铜矿永远是我的

家；走得再久，安全永远不能忘啊！”
朱工心头一热，由衷地感叹道：“好一

个越洋微信啊！”
沈成武

越 洋 微 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