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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上工作服，戴上矿帽，随着罐
笼缓缓落下。3 月 12 日上午九点，
在铜冠（庐江）矿业公司的井下负
770 米中段，一番别样的生产场景呈
现在记者眼前。

幽深的巷道里，一个个采场如
同一个个小山洞。一名员工驾驶着
一辆载着满满矿石的运矿车倒行到
溜井旁，发觉井口已满，又呼啸着向
另一边驶去。奔鸣的铲运车，忙碌的
身影，四周时而昏暗的井壁，一旁堆
满矿石的溜井……一切都昭示着，
这并非普通的施工现场。

“就是在这里，以及负 770 米中
段，我们上个月采出了 16 万多吨的
矿石。”该公司经理胡洪文说道。

随他来到负 800 米运输中段
的巷道内，只见长长的铁轨代替了
坑洼不平的道面。在矿车维修硐
室，用以起吊设备的行车仍未安
装。何时安装，需要提前做好哪些
工作？胡洪文一行在现场进行分析
和讨论。

在他眼里，要确保生产的正常运
行，必须提前谋划一切。也正是因为如
此，才在 2 月份，实现了采矿量
168616 吨，出矿量 152000 吨，超额完
成生产任务，交出了靓丽的月考成绩
单。

这一切并非易事，记者了解到，春
节期间，庐江县要求停产三天，部分物
资无法及时供应，外协队伍放假……
在这些影响产量的因素前，完成任务
已经很困难，更别提超额了。

“炸药雷管等物资春节期间已经
不供应了，我们提前增加了库存。”胡
洪文说，炸药雷管的及时供应，确保了
生产的延续性。

过年那几天，外协队伍不在现场，
缺少了副产部分，五个采场无法确保
每天采矿 1500 吨，该公司临时增加了
一个采场。正常情况下，4 个月时间才
能提供一个采场，一个月就可以采完
一个采场。为实现三级矿量的平衡，确
保生产的顺畅，该公司提前几个月进
行了策划。

一边听着胡洪文的介绍，一边回
到罐笼，向着更深的井下而去。在负
850 米中段，巨大的矿石电震漏斗正
在将矿石源源不断输进破碎机。破碎
的矿石被下运到负 910 米中段，沿着
皮带廊，输送至箕斗，再通过主井提
升，运往选矿车间。

步入负 910 米中段，中段口明黄
色的移门别具一格。“这可以申请专
利。”胡洪文一边走向巷道，一边跟记
者解释，此为风门，以前大部分矿山采
用的传统的两开门，在地下特殊环境
中极易夹手，这个移门，消除了这一隐
患，还省力，好用。

“我们矿山在设计时就是采众家
之长，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还需要去
完善和优化。”边说着，胡洪文带着记
者来到主井提升处，在一条长长的皮
带廊的尽头，一行人正打着手电，检查
着衬板。

“使用才几个月，就磨损的很严
重。”该公司动力运转中心主任方同贵
晃动着手中的电筒，光束射向衬板，他

说：“我们在衬板上制作了一个存矿
槽，原本处理三万吨矿石就要更换衬
板，现在已经处理矿石 20 万吨了，而
且还在使用。”

这正是该公司坚持创新、精益求
精的结果。记者了解到，2 月份，除了
采矿量、出矿量等几大指标，该公司选
矿车间的矿石回收率和精矿品位也分
别达到 88.8%和 20.26%，高于集团公
司要求的 88%和 20%。

“我们在井下的小改小革数不胜
数。”胡洪文表示，沙溪铜矿将坚持不
懈地创新，在创新中解决难题，提升
效益。

中午时分，记者一行离开巷道。
这个全公司最大的罐笼，在接到信号
后快速上升，负 830、负 800、负 770、
负 705……一束束亮光划过，罐笼缓
缓减速，最终在副井处稳稳停下。阳光
洒在屋里，记者一行重返地面，而一群
穿戴好劳保用品等待在井口的员工，
则整整衣帽，踏进罐笼，深入井下……

陈潇 汪海滨

千米井下的荣光与付出

本报讯 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
以“争创一流指标、打造绿色冶炼”
为目标，不断完善节能工作机制，强
化节能降耗管理考核，加大节能技
术改造，持续挖掘新老装置、新老系
统节能潜力，积极争取地方政府政
策支持，全厂综合能耗在同行业始
终处于领先水平，年节约用电成本
600 万元以上，成为该公司降本增
效的制胜法宝。

该公司结合生产系统升级改
造，进一步加强能源管控中心建
设，对能源输送、生产和应用等控
制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充分发挥能
源中心的电力、动力等专业调度台
作用，运用“大数据”功能，每月对
能耗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对出现异
常现象及时有针对性地解决。并通
过狠抓能源体系建设，制定和完善
能效对标实施办法，对主体运行设
备实施在线监测；以设备保全和
TPM 管理为重点，大力推行维修保

全制，逐渐形成“运维合一”生产运
维管理模式。

在加强用电管理的同时，积极争
取用电政策。2017 年，该公司通过基
本电费容量法改需量法、电力需求
侧响应、电力直接交易、提高谷时用
电量等用电政策降低企业用电成
本，年节约电力政策支持 400 余万
元，并积极采取空压机合同能源管
理、绿色照明、推广节能电机、合理
调整电解电流密度等措施节约企业
用电量，主产品阴极铜综合用电量
下降了 5%。

对传统生产工艺进行节能技术升
级改造是该公司节能降耗的又一制胜
法宝。通过对阳极炉炉体结构进行优
化，将原先的两台阳极炉合并为一台，
单炉和日产量较改造前都提升一倍以
上。同时，该公司与徐州燃控合作成功
开发出国内首家重油全氧燃烧工艺，
重油单耗由过去的每吨铜 77 千克左
右下降到目前的每吨铜 34 千克左右。

新投入运行的阳极炉燃烧阀组均全部
采用 DCS 控制系统，阳极炉烟气、氧
气均实现在线控制，提高了阳极炉工
艺技术和自动化控制水平，不仅现场
环境和环保效果大幅改善，劳动效率
也大大提高。

此外，该公司与节能设备公司合
作开发的蒸汽再压缩技术（MVR）替
代传统的真空蒸发技术，已于去年 11
月完成安装进入调试，目前已正式投
入生产。该项目达标投产后，将能够有
效地减少蒸气的消耗，综合能耗也将
下降，年节约能源成本将超过 300 万
元。此项技术在净液工序的硫酸铜生
产上的成功应用在铜冶炼行业尚属首
家。该公司在节能技术改造成果在同
行业已经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得到了
江苏省经信委的充分肯定，不仅成为
苏州市能效对标三星级企业，并已成
为国家工信部全国工业能效示范项目
八家企业之一。

杨学文

张家港铜业公司去年节约用电成本 600 万元

本报讯 2017 年 3 月，铜冠有
色池州公司顺利改制成集团公司
全资子公司。该公司面对国内外
严峻经济形势，在产权关系发生
重大变革的情况下，生产经营指
标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去年实现
销售收入 37.6 亿元，年度预算目
标稳定受控达成，十万吨锌工程
环保验收顺利通过，锌系统满负
荷快速开车达产，全年共生产锌
锭 103318 吨，自投产以来，首次
突破年设计产能 10 万吨锌，电解
锌上交所注册成功，在国内开创
性地解决了湿法炼锌两渣综合利
用课题，两渣综合利用工程建设
正如火如荼开展……企业正在进
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今年来，该公司为更好地融入
集团公司企业文化和管理，依据集
团公司套改方案，该公司按照业务
职能相近、工序关联紧密、岗位与
价值匹配的原则，最大限度发挥现
有人员的业务专长，彻底消除公司
部门内部之间、生产系统上下游工
序之间的障碍和壁垒，实行大部制
改革，为实现一人多岗创造条件，
形成指挥统一、流转顺畅、监督到
位、激励约束保障的工作机制。借
鉴国内外先进企业管理模式，结合
企业自身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对现
有的管理构架和组织流程进行调
整。将原 22 个车间、科室，按业务
职能相近、工序关联紧密、岗位与
价值匹配的原则，优化合并为六大
部门、两分厂、两中心，机构改革顺
利完成。

通过这次组织机构优化调整，
该公司建立起了一支讲政治、懂经

营、会管理的管理团队，达到了机构
精简、人才优化，职责清晰、定编合
理、岗能匹配、运行高效、责权清晰、
精干高效的管理效果，形成了管理人
员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收入能
增能减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选人用
人机制，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和管理
岗位的作用，努力调动各级管理人员
积极性。

该公司经过近几年艰苦努力运
行和探索，制约企业的生存问题和短
板已基本清晰。即通过继续改革改
制，以改革改制为统揽，推动重点项
目建设竣工投产，完善产业链；以创
新驱动为引领，加快构建 “企业主
体，市场导向，产学研联，政府扶持”
的科技创新体系，通过不断创新，实
现企业工艺技术和经营模式多重升
级，快速补齐自身短板，提升核心竞
争力；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为原则，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
使用为特征，在再生资源产生环节，
加大回收、循环利用各种废旧资源，
绿色高效组织生产经营。

据此，该公司管理班子成员经过
充分论证，制定出长期发展规划：
2018 年 -2019 年解决关键问题和加
快补短板走出困境的多期叠加关键
期（刮骨疗伤阵痛期、爬坡过坎关键
期、提质增效攻坚期、市场的寒冬期、
最佳的机遇期）。第一个五年规划
（2015-2019 年），必须实现本质盈
利；第二个五年规划（从 2020-2024
年），少量投入、适度规模，加快发展
步伐，延伸产业链，完善综合回收系
统，增加更多利润增长点，实现高质
量、高效益健康发展。

汪新利

铜冠有色池州公司
在不断改革中推进企业健康发展

本报讯 3 月 13 日下午，副省长
何树山到铜冠铜箔公司调研。集团公
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龚华东，股份公
司副总经理方文生陪同调研。

调研中, 何树山参观了高精度电
子铜箔生产线,仔细询问了生产工艺、
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何树山对

铜箔公司的发展给予了积极肯定,勉励
企业持续解放思想，依靠科技创新,提
升产品附加值、品牌含金量,带动和促
进地方经济特色发展、错位发展、高端
发展。

图为何树山（前排右二）正在听取
铜箔公司的情况介绍。 何 亮

副省长何树山到铜冠铜箔公司调研

3 月 12 日下午，集团公司女职工趣味运动“财源滚滚”比赛在安工学院运动场举行，来自集团公司内部的 27 个单位近
350名女职工参加了比赛活动。此项比赛是一个团体竞赛活动，各参赛队女职工在比赛中充分发挥团结拼搏的精神，展现了良
好的女工风采。经过一个下午的激烈角逐，最终铜冠铜箔公司、金冠铜业分公司和铜山铜矿分公司分获一二三名。集团公司党
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明勇到场观看了比赛，并为获得一二名的代表队颁奖。

图为女职工们正在进行“财源滚滚”比赛。 王红平 摄

集团公司举办女职工趣味运动比赛

正在召开的全国
两会上，再次掀 起
“质量”热词：从高速
度向高质量发展，建
设质量强国等等。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 大 报 告 中 指 出 ：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髙质量
发展阶段。”

以前，每到“3·
15”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有关“毒”的话题
一直不绝于耳，从毒
大米到毒火腿，从劣
质奶粉到 “红心鸭
蛋”。这些“毒物”之
所以能够堂而皇之地
走上饭桌，都离不开
在背后操纵的那只
“利益黑手”。

为什么利益黑手
屡禁不止？归根结底
是利益在作怪。经过
国家这么多年严打，
现如今，这种乱象已远离我们，但一些
假冒伪劣行为仍将存在。

据有关媒体报道，今年春节期间，
茅台等高端白酒需求量增大，“飞天
茅台”甚至出现了断货的情况，而假
冒茅台酒则乘虚而入。一瓶市场价
1000 多元的飞天茅台，而假冒的不到
200 元便能买到。

黑色产业链，大量涉嫌侵权或假
冒的产品屡屡成为“山寨”作坊的代
名词。深恶痛绝的黑产品如同老鼠过
街，人人喊打。

假食品，会危及百姓“舌尖上”的
安全，一些企业的违规违法行为同样
会侵犯特定对象的利益，也需要高度
警惕和打假。

在今年召开的两会上，一些代表
和委员针对防范企业各种风险时指
出，不要让“黑天鹅”飞起来，也不让
要“灰犀牛”冲出来。有些机构经营过
程中出现了一些异化，把保险公司做
成了资产投资公司；有的企业为了成
功上市，对财务实行造假……这些所
谓的瞒天过海的手法，不仅损害了社
会公众投资者和股民的合法权益，更
是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要想有效遏制造假源头，政府有关
部门要积极作为，在监管上敢动真格，
要像打击酒驾一样打击假货假行为，做
到零容忍，让那些“浑水摸鱼”的“李
鬼”及时现形，不留给半点生存的土壤
和喘息机会。同时企业也要把质量意识
作为企业生命的灵魂来看待，要追求一
流品质，抓好细节，打造精品。

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
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我们不仅需要
像华为、格力等知名企业，也需要像老
干妈这样的“小产品、大企业”。他们
卖的不仅仅是产品，更多是中国民族
品牌。

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已经来临
了，我们还在等什么？

走
进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春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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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2 日上午，矿产资源中心团总支组织青年志愿者前往义安区天门镇金
塔村，参加团市委举办的“同在蓝天下，皖美青春行”2018 年全市青少年植树活
动，来自全市各机关、学校、企业的 120 余名青年共同参与活动，栽植樱桃树苗近
千株。 萨百灵 蒋涵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