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13 日是全国低碳日，金泰化工公司在厂区门前设立多块展板，围绕“节
能降耗，保卫蓝天”、“提升气候变化意识，强化低碳行动力度”主题，向员工宣传
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积极倡导绿色办公和绿色出行，普及节能科技和常识，营造
节能降耗浓厚氛围。 高 敏 摄

新企业需不需要改革？这一肯定
的答案来自铜冠建材公司。改革，在
这个运行一年多的新企业里，激发了
潜在活力，也带来了更大的希望。

成立于 2016 年的铜冠建材公司
今年上半年顺利实现产销两旺的良好
态势。新企业，新模式，但也有亟待的
自我完善之处。“在企业开始走上正
轨的同时，一定要注重自身建设，未尽
完善之处，就得正视自己，做到随时完
善，力争企业管理更上台阶。”铜冠建
材公司经理丁成树如是说。

为建立完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
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这家新企
业年初根据建材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

《2018 年建材公司绩效考核办法》，该
公司所属的车间重点考核完成实物产品
产量和生产成本；机关首次实行 KPI 指
标考核，侧重管理绩效考核，同时重点考
核营销部门，将市场拓展和货款回收与
营销人员收入挂钩，逐月考核。这一模
式，促进了机关人员德能勤绩素质的提
升，也促进了所属车间的产量提升与成
本下降。

为优化、完善内控机制，这家新公司
于今年 3 月成立了配送服务部，将营销
部物流配送、运输管理、售后服务、托盘
回收职能划入配送服务部，一方面有利
于营销部集中精力拓展市场，另一方面
完善了销售配送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流程简化了，简单了，效率更提高了。”
该公司营销部人员说。

进一步加强发货控制，尤其是夜间
发货控制，新成立运行的铜冠建材公司
本着领导干实事这一原则，夜间凡是遇
到发货的，都由值班领导发货、开具出
门证，避免夜间发货不受控。“党员干
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在铜冠建材公司，
不是简单地喊喊口号，艰苦一点的环境
与工作时段，都由他们具体承担。运行
至今，没有出现丝毫埋怨情绪。”6 月
14 日，铜冠建材公司党支部书记如是
告诉记者。

上半年以来，因受建筑市场回暖及环
保督查等影响，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建

材市场波动较大，铜冠建材公司形成产品
定期调价机制，制定成本分析制度，及时
根据市场行情作出价格调整，确保利益最
大化。同时，该公司在原领导工作分工不
变的基础上，上半年成立生产指挥协调小
组，负责全公司生产指挥协调工作，调配
指挥全公司生产资源，确保生产不影响销
售；与此同时，因今年砂浆销量大幅度增
长，加之该公司的生产车间增加矿山充填
专用胶凝材料，工作任务重，上半年，该公
司还将机电维修班从砂浆车间划出，由该
公司统一管理，并设专人负责砂浆生产线
设备及砂浆罐等外部客户使用设备日常
巡视、维护、保养和检修。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高 明

“新企业也需要内部改革”
———铜冠建材公司强练内功自我完善工作小记

6月 14 日，铜冠投资金神耐磨材料公司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正在开展义务劳
动。该公司党支部利用“党员活动日”之际，组织党员、积极分子对开发区分厂、老
厂区车间排水沟以及卫生责任区绿化带的杂草进行了清理，既美化了厂区环境又
提高了广大职工的环保意识。 王红平 陈代进 摄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这次
检修前期准备工作，我们支部党员要
成为主力军，冲锋在检修第一线，做现
场安全环保监督和责任人，让党旗飘
扬在检修现场。”6 月 11 日上午，铜
冠铜箔公司三四工场检修动员大会
上，池州铜箔第一党支部宣传委员、三
四工场场长周杰对其所在支部的全体
党员提出了明确要求。

会后，该支部利用党员活动日，组
织全体党员和入党申请人开展义务劳
动清理溶铜工段尾液槽结晶，为即将
到来的检修做前期准备工作。据悉，G
列尾液槽是此次检修的一个重点项
目，而“日”字型走道里结晶清理工作

是摆在检修前的一项重点工作，槽体
距离地平面有 3 米，过道内空间相对
狭小、潮湿闷热，工作环境较差，要保
证在 5 天之内完成清理工作，需要每
天有 10 人来清理结晶。为了能如期
地完成检修前期工作，该支部打破以
往党员活动日就是一天的传统观念，
将所有党员和入党申请人分成四个小
组，每个小组由工场领导任组长，制定
了为期 5 天的持续清理计划。

当天下午，周杰带领的第一小组
就开始清理工作。“下面虽然热，但大
家的安全帽必须戴好，还有口罩和防
护眼镜，千万不要磕着、碰着了，别让
结晶蹦到眼镜里去了”周杰为防止出

现事故，带头下去指挥和清理结晶。
“哎，你注意点，拿稳点，别把结晶撒

出来了，可不能给水处理的兄弟们增加
压力。”第一小组成员方剑对正在倒结晶
的员工说道。作为溶铜工段长方剑，清理
结晶是他们工段的日常任务，对结晶撒
落在地上的事尤为重视。

经过四天的共同努力，第一党支部
的党员克服温度高、无法机械作业等困
难，比原计划提前一天完成了清理工作，
大大减轻了一线员工的工作量。清理工
作有了党员的参与和监督，开展得有条
不紊，安全顺利，为即将开始的检修工作
开了一个好头。

何 亮 潘忠海

党旗在检修现场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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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13 日，在铜冠建安
检测中心，几名工作人员正在认真监
测铜冠商品混凝土公司水泥质量各项

指标。去年至今，铜冠商品混凝土公司生
产的水泥质量，连续多次被我市建材行
业评定为质量指标第一名。 花玲玲

铜冠商品混凝土水泥质量指标稳居我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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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截至6月中旬，铜冠矿建
公司所在的刚果（金）金森达项目部，
已经顺利完成了该项目部承担的 235
米中段到 260米中段服务井最后一架
梯子间的安装，圆满完成了该段服务井
的安装任务。 由铜冠矿建公司承建的
刚果（金）金森达工程中235米中段到
260米中段服务井开拓建设工程，具有
较高的技术难度与安全风险。据悉，该
项安装工程共分两段，一段是235米至
260米服务井，一段是260米至285米
服务井，包括梯子间及两路充填管、一
路水管。由于该工程属于标外工程，矿
方现场无专业安装人员，当矿方领导找
到铜冠矿建所在的项目部时，项目部在
人员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毅然决定接下
安装任务。建设中，铜冠矿建项目部在
保证现有生产设备正常运行的情况下，
安排机运区一名副区长，挤出人员和时
间，加紧制作和安装，圆满完成了第一
阶段任务，目前正在准备第二阶段的安
装。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吴 杰

铜冠矿建金森达项目部
顺利完成高难度服务井安装首期工程

金隆铜业公司
坚持生产过程精细
化、规范化，每道生
产工序都严格按照
标准操作，以确保安
全生产和各项工艺
技术指标在可控范
围之内，实现黄金白
银的稳产高产。

图为贵金属冶
炼一课加料工序中，
阳极泥加料完成后，
职工对进料口进行
冲洗，冲洗水直接进
入加料口，避免了金
属物料流失。

章 庆 摄

本报讯 端午佳节之际,为营造
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铜冠矿建公司
向国内外 290 多名党员干部发送提
示短信，提醒各级党员干部和管理人
员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公

司有关廉洁自律要求,不用公款相互走
访、送礼、宴请,不变相公款旅游、公车
私用、乱发钱物,清正廉洁过一个和谐
端午。

曾红林

铜冠矿建公司净化端午节廉洁风气

本报讯 6月 14日，铜冠建安公
司工会举办“安装杯”乒乓球比赛。比
赛分团体赛和个人单打赛，有 7支代表
队 38名职工参加了比赛。经过一天的

激烈角逐，机关代表队获团体赛冠军，蔡
照平获个人单打赛冠军。此次比赛丰富
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也为参加集团
公司乒乓球比赛选拔了人才。 汪锡铜

铜冠建安公司工会举办“安装杯”乒乓球比赛

本报讯 铜陵有色铜冠建安电控
设备厂坚持产品技术创新，在加强产品
生产过程优化控制，追求产品质量和性
能同时，立求工艺标准化。该单位二次
线装配采用统一标准盘线，分层布线，

克服人为素质差异导致产品质量层次不
齐的问题。产品装配整体美观，整齐划一，
为客户维护保养带来便捷。1至5月，该
厂完成开关柜产品总产值 1639．2 万
元，同比增长164％。方咸达 张 维

铜冠建安电控设备厂技术创新产销旺

6 月 11 日上午，冬瓜山铜矿在 52 米井口开展安全知识有奖答题活动，吸引了上下井的一线职工踊跃参与（如图）。围
绕各类安全生产知识，通过寓教于乐的趣味答题，进一步提高了职工安全生产意识，为安全生产月营造了浓厚的宣教氛围。

徐文斐 摄

本报讯 端午节前夕，张家港市社
会（儿童）福利院里欢声笑语，热闹非
凡，原来是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工会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来到爱心之家，不仅送
来了衣服、食品和爱心款，还和福利院儿
童一起包粽子、做手工，场面温馨而感
人。

6月 15 日是张家港市社会 （儿
童）福利院的开放日，开放日当天，社
会各界爱心人士看望了福利院里的儿
童和残疾成人。

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公司在发展
经济建设的同时，积极、主动承担社会
责任，对福利院特殊群体进行慰问，对

公司困难员工结对帮扶。为做好献爱心
工作，该公司工会在一个多月前就向全
体员工发出“爱心助残”倡议，得到员工
积极响应和参与，募捐到 8 箱九成新儿
童、成人衣物和 8080 元现金，公司工会
还特地购买了 20 箱牛奶和 30 盒绿豆
糕，一并送往张家港市社会（儿童）福利

院，让福利院需要关爱的人感受到社会
大家庭的温暖，度过一个不一样的端午
节。

15 日下午，该公司还参加了张家港
市冶金工业园举办的“情暖锦丰”慈善
大会，自行出资 10 万元，设立了“关爱
优秀学子”联合铜业奖学金项目，为公
司所在地贫困学子和优秀学子提供关爱
资金，尽可能地对周边村镇提供更多的
关心和帮助，融洽并促进村企关系，推进
和谐社会发展进步。

夏富青 宋腊英

慰问关爱特殊群体 设立 10 万元奖学金
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本报讯 近日，铜冠（庐江）矿业
公司组织下属采矿工区、安环部和动
力运转中心在井下负 800 米中段开
展防汛应急演练。

演练开始后，采矿工区根据《公
司防汛预警应急响应措施工作要
求》，立即启动防汛应急预案，防汛工
作小组成员各负其责，模拟险情汇报

流程，多名抢险人员做好防护措施后进
入现场，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沙袋快
速封堵变电站大门、发电机运送到指定
位置、将临时排水泵放入电缆沟并接通
电源，并检查下水管、排水渠等设施通畅
情况，并及时观察变电站周围水位情况。
此次演习取得圆满成功，进一步提高了
职工应对汛情的应急处理能力。徐 敏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井下防洪演习取得圆满成功

“今天的安全学习会，谁来读信
啊？”凤凰山矿业公司缅甸莱比塘项
目部负责人话音刚落。“我先来说
吧”，运输车间主任王晓山抢着发言：
“这是我们家的安全寄语：对于世界，
你只是生命；对于咱家，你是整个世
界，你的平安，是全家共同的心愿！”

“我也来读一段咱家的安全寄语
吧”，布料车间的刘林接过话茬：“一
段寄语，承载的是我和女儿对你深深
的关爱。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我
们都已平安度过，让我们继续一手把
握安全，一手把握生命……”

在即将到来的端午佳节之际，为
有效缓解远在海外工作凤矿员工的思

乡之情，进一步提升员工的安全意识，
凤凰山矿业公司缅甸莱比塘项目部结
合安全生产月和万宝公司的安全管理
理念，组织开展了“安全签名、安全寄
语和亲情一封信”等一系列安全宣传
活动。自活动开展以来，每天班会的安
全学习会上，都会有员工宣读安全寄
语和亲情一封信。

“亲人的一句句肺腑之言、父母
的一声声叮嘱、妻子的温柔眼神、孩子
的稚气话语，无形地给职工们上了一
堂生动的安全课，职工们看了亲人饱
含深情的嘱托和叮咛，非常感动，也深
深地感受到自己在企业、家庭中的重
要责任。”该项目部负责人感动地说。

自从 2016 年缅甸莱比塘项目部
进驻工地后，一直以来都以“安全、稳
定、和谐”为发展目标，高度重视和弘
扬“家园”文化，通过“家园”文化这

张亲情牌，让每位员工都自觉担当起维
护安全的重任，严格安全措施落实，彻底
将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为切实增强全员安全责任意识，提
高项目部安全水平，该项目部在安全生
产月活动中，致力把安全文化的触角延
伸至每个职工家庭。活动以“生命至上，
安全发展”为主题，向广大员工及家属征
集安全亲情一封信、安全寄语 （语音电
话），动员广大职工家属对亲人进行安全
呼吁，把安全活动延伸到每个家庭，以安
全知识的宣传促使父母、妻子、子女对职
工进行安全叮嘱，不断增强职工的安全
意识，使大家明白安全是和谐企业的根
基，从而自觉把安全生产与家庭幸福、企
业发展联系起来，增强遵章守纪的自觉
性和干好本职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形
成职工、家属共保安全的良好局面。

夏富青 马德亮 何 娇

别样的安全生产活动月

本报讯 6月 15日，铜冠物流公
司电工业务技术比武在该公司金铁分
公司工务段三楼会议室举行，来自金铁
物流分公司、金园港埠分公司等基层单
位共12名选手参加了角逐。此次电工
技术比武内容为安装按钮，接触器双重
联锁、正反转控制电路等。此次比武旨
在全面提升维修电工和信号电工的业
务技能和实践操作水平。 邹卫东

铜冠物流公司开展电工业务技术比武

说起冬瓜山铜矿综合楼服务班班
长的老孙，熟知的工友们都交口称赞他
为人忠厚，待人热情。老孙本名叫孙晓
明，今年58岁，个子不高，但很精干，因
在服务班待久了，工友们都非常喜欢和
尊敬这位既细心又充满爱心的好班长。

老孙从 2006 年就担任综合楼服
务班班长，负责着职工浴室和洗衣房
等管理工作。十多年来，他坚持每天早
早来到班中，换上工装后便开始对工
作地点进行巡查，每一处都清理得干
干净净。洗衣房每天承担近千套职工
工作服洗涤任务，面对洗衣房的机械
设备，老孙那叫一个了如指掌，十几年
如一日的工作，锻炼出他一双能巡诊
号脉的耳朵。就在这个月的一天中班，
洗衣房的烘干机声音异常，正在叠工
作服的老孙听到后，快速关掉电源，打
开仓门查找原因。那几天，天气正是闷
热，坐着不动都是满身汗的日子，老孙
不顾 60 多摄氏度的烘干机仓内温
度，一头扎进仓内查找原因。发现是因
下井工人把螺丝刀和管卡子遗忘在送
洗的衣兜内，由于洗衣过程的缠绕和
拉扯，导致螺丝刀别着管卡子，缠绕着
衣服牢牢地卡在转筒壁上导致声音异
常。找到原因后，老孙找来工具，先一
点点地解开缠绕的衣物，再小心地去
除管卡子和螺丝刀，等故障排除后，老
孙全身已被汗水湿透。 胡敦华

老孙———好班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