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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冠池州公司制砖设备 HF-T90 制砖机及 FANUL A05B-1333-B205 机器
人，自 7 月 25 日设备进厂安装施工以来，他们严格按照施工要求，经过多方努力，
加班加点，于 8 月 6 日成功实现自动模式，投入试生产（如图）。 李明华 摄

本报讯 8 月 16 日上午，集团公
司团委在五松山宾馆三楼 A会议室，
举办了学习宣传贯彻团十八大精神第
二场宣讲报告会。本场报告会的报告
人是由团十八大代表———特警支队民
警童鑫、援疆民警王自强、省级青年文
明号集体交警支队民警田洪伟和全国
优秀团员———市看守所民警王哲组成
的铜陵市公安局团十八大宣讲团。

宣讲团成员用朴实的语言和真挚
的感情，为集团公司青年员工们宣讲了
团十八大主要精神以及公安民警爱岗
敬业、吃苦耐劳、真心爱民、真情为名、
顾大局讲奉献的典型事迹。集团公司团
委号召青年员工向他们学习、以他们为
榜样，在集团公司建设“一强五优”国
际化企业集团的伟大征程中贡献青春
智慧和力量。 徐文斐

集团公司团委举办学习宣传贯彻团十八大精神宣讲报告会

本报讯 近年来，凤凰山矿业公
司为激发企业新动力，通过优化人力
资源，深化内部变革，形成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在困境中谋取发展，在变革
中激发企业新活力。

2016年至今，凤凰山矿业公司共
对缅甸莱比塘项目部和沙溪矿项目部
劳务输出共计 100 余人。在做好“走
出去”的第一步后，凤凰山矿业公司
继续做好挖潜、清岗、定编、定员等相
关工作，优化人员组织结构和岗位人
员配置，提高组织运行效率和员工劳
动效率。今年 4 月底，该公司将原先
的再就业服务站更名为劳务管理站，
具体负责富裕人员竞争择岗、转岗培
训、竞争上岗、对外劳务输出等工作。
在健全对外劳务输出管理机构的同
时，该公司还制定并下发了《凤凰山
矿业公司人力资源优化暂行办法》
《凤凰山矿业公司人力资源优化实施
方案》《凤凰山矿业公司员工竞争上
岗暂行办法》《凤凰山矿业公司员工
转岗培训管理办法》 等一系列文件，
确保企业人力资源优化改革依法依规
实施。

针对此次的人力资源优化改革，

一些基层职工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存在
抵触情绪。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该
公司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广泛征
求意见和建议方式，制定出一系列切实
可行的办法及实施方案。为规范操作，保
证广大职工的知情权，由矿业公司工会
组织召开职工代表组长会议，对人力资
源优化工作出台的相关办法和实施方案
予以表决通过。通过一系列制度得到矿
业公司广大职工认可和各阶层员工广泛
参与。与此同时，该公司充分利用集团公
司 OA 网站、报纸等媒体渠道在全矿范
围内加大宣传力度，依托基层党支部、基
层单位、部门通过单位领导干部、普通党
员、职工学习、派班会等多层面多角度的
方式将矿业公司人力资源优化这一改革
举措向广大职工讲清、讲透，让全矿职工
充分认识企业改革的重大意义，做到全
矿上下“一条心”，确保人力资源优化工
作顺利进行。

通过不断地努力对内调整组织结
构、优化人力资源，对外以更精湛的技术
和一流的团队管理能力不断开拓国内外
劳务市场，确保实现凤凰山矿业公司新
发展。

黄志皓

凤凰山矿业公司优化人力资源激发企业新动力

“对安全环保要‘锱铢必较’，对
生产成本也要‘锱铢必较’。”这是集
团公司劳动模范章山成接受采访时说
的一句话。今年 36 周岁的章山成是
金泰化工公司碳酸二甲酯车间主任，
同事们都说他待人随和诚恳、不拘小
节，但是他对待工作却是个“锱铢必
较”的人。

每天一上班章山成就会到车间现
场，逐层检查塔器、中间罐以及各塔的
进料泵、出料泵等，他就像一名医生一
样，对车间内的每台设备和设施都做
到“望”“闻”“听”“测”，不放过一
处细微点。

他告诉笔者，“望”就是有无物料
泄漏，“闻”就是有无特殊气味，“听”
就是无异常声响，“测”就是有无参数
异常，一一要做到“锱铢必较”。“我
们是危化企业，每一个生产环节、每一
处安全隐患，我们都要 ‘锱铢必
较’。”章山成说：“安全环保是企业
的生命，不认真、不细心不行啊！”

他对车间内的安全环保工作抓
得极严，不放过一处可能影响安全环
保工作的细微隐患，2017 年共收集
各类危险危害因素 3000 多条。他定

期组织员工学习安全环保知识，要求员
工应知应会，提高员工在日常工作中的
自我保护意识，使员工能够熟练掌握遇
到紧急情况时应该采取的正确处理方
法。

车间检修是章山成最忙、最紧张的
时候，因为检修时需要动火、动焊，这对
化工企业来说存在一些不安全因素。今
年 5月中旬，车间进行例行检修。在检修
的十多天里，章山成每天第一个到检修
现场，最后一个离开，没有休息一天。中
间罐空间狭小，内直径不足 2.5 米，人进
去清渣难度比较大，他首先自己第一个
钻进罐体，了解情况后，制定安全作业措
施，加强罐内通风，罐内罐外都有安全监
护，员工每隔十分钟就进行交替作业，圆
满地完成了此次检修任务。

金泰化工公司是国内首家利用脂
交换法生产碳酸二甲脂的企业，入选
中国低碳产业自主创新 50 强，这给章
山成的专业提供了很好的才能发挥舞
台。

采访中，章山成告诉笔者，他于
2005 年从江苏大学“化工工程与工艺”
专业毕业，本在江苏扬州某大企业工作，
但是家在安徽铜陵，父亲曾是铜陵有色

铜官山老庙区的一名维修工，获得许
多先进荣誉。父亲的敬业精神，对他影
响很大。他特别想念铜陵这方水土，于
是 2006 年 7 月他毅然加入有色金泰
化工公司。这也算子承父业，为铜陵有
色公司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章山成一进公司就参与无味丙二
醇和高醇碳酸酯等新产品的研发工
作，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2008年，他
担任碳酸二乙酯车间副主任，他参与
二乙酯精馏塔的改造，将月产能由
150 吨提升到了 250 吨；他不断优化
操作工艺，修订操作规程，使丙二醇成
品的优级品率由原来的不到 60%，提
高目前的 80%以上。2013 年开始，章
山成担任碳酸二甲酯车间主任，他又
创造了连续 30 天日产量超过 250 吨
和最大日产量 274 吨的历史记录，并
将产品单耗降到了公司制定的标准以
下。

碳酸二甲酯车间是金泰化工公
司的龙头车间，企业大部分效益所
在。章山成对车间内的蒸汽、电、水等
单耗和反应程度的物耗也是 “锱铢
必较”，大幅降低车间生产成本。“对
单耗和物耗多计较一点，成本就会下

降一点，企业效益就会增加一点。”章山
成跟笔者算起了他的成本账：“我们车间
单耗最大是蒸汽，蒸汽每吨 135 元，一年
要消耗五十多万吨蒸汽，每降一个点就能
节省六七十万元，你说不算成本行吗？”
现在，碳酸二甲酯车间通过不断改进优化
生产工艺，每吨二甲酯消耗蒸汽由以前 9
吨已降到现在的 7.2 吨了。

降低成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科技攻
关。章山成经常与生产员工和技术人员
进行探讨和钻研，多次提出技改方案和
创造性的建议。为了降低蒸汽能耗，他增
加丙二醇精馏塔卧式釡气相管管径，降
低气相流速，减少了碱渣夹带量，改变立
式釜物料性质，省去了丙二醇后处理塔
加工程序，大大节省蒸汽用量和电耗，同
时提高回收率 10%，年节省成本 100 多
万元。自 2011 年以来，章山成有 9 项合
理化建议受到铜陵有色集团公司的嘉
奖，其中有两项获得年度合理化建议一
等奖，为企业增效近千万元。他提出的
《增加碳酸二乙酯精馏塔塔高，提高碳
酸二乙酯产品产量和品质》等 3 项建议
还获得安徽省重大合理化建议项目和技
术改进成果奖。

方咸达 高 敏

“锱铢必较”成就事业
———记集团公司劳动模范章山成

本报讯 近日，在有色金属工业
优秀质量管理小组发布会上，金冠铜
业分公司电解车间运转班组被评为
“有色金属工业优秀质量信得过班
组”称号。

该公司电解车间采用“永久不锈
钢”阴极法电解精炼，双跨厂房布置，
是目前世界一次性建成、一次性投产
成功、单个系统产能最大的高纯阴极
铜生产车间。其电解运转岗位是该车
间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岗位，负责电解
槽面管理、阴极铜沉积、添加剂管理、
脱杂等相关工作，确保产出高纯阴极
铜，满足客户需求。

该班组从 2016 年确立争创 “全
国质量信得过班组”的建设目标并进
行建设策划，把“持续改进打造优质

产品，规范管理建设优秀团队”作为
班组创建活动主题，始终把质量放在
生产第一位，视产品质量为生命。该班
组在创建活动中，从提高班组员工技
能水平、安全环保应急管理、设备设施
和现场秩序管理、产品和服务质量管
理等方面入手，在经过不断的 PDCA
循环中，不断发现新问题和解决新问
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为使“创建”活动实现班组员工
全覆盖、生产活动全覆盖，让全体员工
的学习与工作密切相连，做到需求明
确、重点突出，该班组按照班组长、生
产骨干、操作人员三个层次及安全环
保、政治理论、标准制度、专业技术、精
细化操作五个方面，有针对性地进行
能力提升培训。并对原有三大标准进

行了增减修订，新增“运转班巡检制度”
“运转班班前会制度” 等 14 项适合本
班组的管理制度，班组分类管理制度高
达 50 项，使得班组各项管理工作有章
可循。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后，每月按计划
组织学习 2 小时以上，并适时组织进行
考核测试，全方位提升班组质量管理工
作能力。

自创建活动实施以来，该班组生产
出的阴极铜月均 A 级品率持续保持在
99.50%以上，月均 99.62%，最高达
99.94%，处于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该
班组多次荣获安徽省优秀质量管理小
组、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优秀质量管理小
组等荣誉，班组有 5 名员工荣获公司
“十佳员工”、2 名员工荣获集团公司
“优秀党员”等荣誉称号。 封保敏

金冠铜业分公司一班组获“有色金属工业优秀质量信得过班组”称号

8月 15 日，天
马山矿业公司副井
井架顺利实现一次
性吊装成功。井架
为 箱 式 结 构 ，高
31.8 米、重 120 吨，
采用大吨位吊车起
吊。此次副井井架
吊装成功，标志着
该公司副井工程建
设进入提升运输系
统安装攻坚阶段，
为实现矿山深部资
源接替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图为吊装现
场。

朱 艳
杨德群 摄

本报讯 8 月 8 日，安庆铜矿职
工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台大型安全环保
主题文艺汇演活动如期举行，100 余
名干部职工观看了演出，挤满了整个
演出大厅。

当日 13 时 30 分演出正式开
始，来自该矿动力车间、运输队、机
修厂、工程工区、重介质厂、采矿工
区 6 个基层单位和月山矿业安铜项
目部、铜矿矿建安铜项目部、安铜井
建牧岭公司、安铜井建马鞍公司 4
个外协单位推荐选送的 12 个精彩
节目粉墨登场。

首先登场的是月山矿业安铜项
目部选送的朗诵节目《安全，延续生
命的美丽》，表演者姚芬、姚艺是一
对矿山姐妹花，两人身穿一套红色
制服，出场十分靓丽、博人眼球。一
开口便把观众们带入了她们的声音
当中，她们用绘声绘色的语言艺术
诠释着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重要
内涵，她们时而抑扬顿挫、时而铿锵
有力、时而低沉委婉，她们的精彩朗
诵感动着现场的每一位观众与评
委。

蔡媛和裴怀梅是机修厂的两名
电机维修工，平日里都是穿着工作
服，头发盘在矿帽里，手里不是拿
着扳手就是拿螺丝刀，极少梳妆打
扮、扑粉描红，活脱脱的矿山女汉
子形象，没想到身材娇小的她们上
台说起了“相声”。“……那天不就
是没戴安全帽吗？领导居然要罚我
款……你说可气不可气！”“停停
停，你工作时候不戴安全帽？”“这
不是天热嘛！……”两人在台上你
一言我一语，俏皮的很，台下观众
们为她们精彩的表演不断地喝彩和
鼓掌。

在整场演出中，最出彩的是工程
工区选送的小品节目《安全重于山》。
表演者陈文革、丁德胜、裴全军分别饰
演老实的操作工人、不遵守安全规章
的工人老丁以及铁面无私、一丝不苟
查安全违章的安全员小裴。老丁饰演
一个性格张扬、酒后上岗的工人，他操
着一口安庆地方特色的方言，一登台
便逗得全场笑声不断，把整场演出推
向了最高潮。

文艺汇演进行了两个半小时才结
束，全场座无虚席，节目中间还设置了
观众答题互动环节，整场文艺演出节
目精彩纷呈、回味无穷，为该矿广大职
工奉上了一顿视觉盛宴，也把“强化
意识，防控风险”系列活动推向最高
潮。

胡耀军

安庆铜矿安环文艺汇演
提高员工安环意识

本报讯 8 月 15 日下午,冬瓜山
铜矿党委对见义勇为的佘能平、周林
生两名好员工进行了嘉奖，号召全矿
员工向他们学习。

佘能平、周林生分别是冬瓜山铜矿
选矿车间药剂制备工和采矿工区中深
孔班台车操作工，他们救人不留名的
事迹现在成为矿区美谈。今年 5 月 3
日上午，一位 70 多岁老人在野外湖
边下水钓鱼时突然晕倒在水中，佘能

平听见呼救声后，立即跳入水中对老人
进行了急救措施，使老人脱离危险；7
月 27 日下午，铜陵市义安区人民医院
一名医生在天井湖游泳，由于体力消耗
过大发生危险,周林生听到呼救后，快速
游到遇险者身边，将其救上岸。

佘能平、周林生见义勇为的先进事
迹近期通过媒体报道后, 在该矿广为传
颂，在员工中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引领作
用。 方咸达 汤 菁

冬瓜山铜矿党委嘉奖两名见义勇为好员工

铜冠机械公司无轨分厂职工正在装配作业。铜冠机械公司无轨分厂装配作业
不仅是一项技术活，而且是一份体力活，尽管在装配厂房里，职工一动手忙活起
来，很开就被汗水湿透了前心后背。 王红平 廖肇迪 摄

本报讯 近日，铜冠池州资源公
司废石销售终于签订了购销合同，并
报集团公司商务部审批通过。

池州资源公司针对上半年以来矿
山废石价格处在较高位的市场判断，
不及时出售，很有可能面临错失市场
机遇或价格回落的风险。为此，该公司
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废石销售事
项，并迅速成立由该公司纪委参加监
督的废石销售工作小组。废石销售小
组根据集团公司废石销售处置专项规
定的要求，委托金城招标公司招标。

该公司废石销售首次于 5 月 17
日开标，由于未达到最低限价而溜标；
一“波”之后，该公司仔细审视市场情
况。然而，5 月 29 日该公司废石销售
的第二轮招标再次因同样原因而溜
标。二次溜标后，该公司意识到，废石

的销售市场价格走势正在呈现明显下
滑趋势，若不及时出售，因市场价格波
动会给企业带来损失。

从市场手里“抢饭碗”，给企业的
效益争取最大化，成为近几个月以来
该公司共识。在这一理念下，该公司迅
速向集团公司纪委、商务部汇报各方
情况及其市场趋势预测。另一方面，该
公司组织力量，进行详细市场分析研
判。通过咨询，该公司了解到第三次招
标价格必须高于第二轮招标最高价，
在这一理念下，集团公司有关部门与
该公司同时认为，即便实施第三轮招
标，溜标的可能性仍然很大。若不走招
标程序，是否考虑走商务谈判程序，按
照商务部流程规定操作。金城招标公
司可出具“溜标”证明，该公司废石销
售可走商务谈判程序。

在集团公司商务部配合下，得到的
答复是该公司废石销售招投标情况符合
要求。这一重要情况也为该公司随后实
施的商务谈判打下良好基础，集团公司
商务部建议尽快销售废石。接到集团公
司商务部这一准确批准后，7 月 25 日，
池州资源公司以电话方式邀约了第二次
参加竞标的 6 家单位，最终只有 1 家单
位接受邀约。8 月 1 日该公司与铜陵市
超捷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废石
购销合同。

该公司废石销售虽然“一波三折”，
最终使得企业获得了效益最大化。同时，
该公司废石的销售自始自终在纪委组织
的监查组全程跟踪下，严格按照“阳光
工程”要求开展工作，程序规范，也为购
买方吃了一颗“定心丸”。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程 虹

铜冠池州资源公司变“石”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