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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组能连续夺得析出锌产
量第一名，与重点排查短路操作分不
开……”日前，装出槽工朱小国在班委
总结会中说道：“我把操作经验与大家
一起分享，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提高产
量，大家好了才是真的好了。”

踏月而归显示范效应。身为铜冠
有色池州公司锌分厂装出槽班的小组

长，朱小国从不嫌“官帽”小，踏入装出
槽一班大门的四年来，他每天来的比人
早，走的比人晚，用他的话来说：“搞生
产的人，起早摸黑是常态。”“产量真是
汗水累积的。”他原先负责装出槽第四
跨的产量工作，当看见第一跨的产量始
终原地踏步时，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自告奋勇向班长提出去产量最低跨工
作。他坚持每天提前到岗，采取冲水、
铲泥、平整三步骤进行精细化操作。他
先期运用冲水法排除短路，接触不好的
立即处理。出槽中阴极板附带阳极泥

时，他身先士卒带头铲泥，着力把排查
短路工作做在前头，做在实处。严格平
整极板表面，有鼓包的坚决不放过，只
有平整了极板表面，才能平静他匠心的
急迫。

收获总是钟情于勤奋的人。第二
个月他所带领的小组产量从“差等生”
变为“优等生”，跃居班组第二名，其他
小组人员的眼神从疑惑变成了赞赏；第
三个月以6吨产量摘取班组产量冠军，
异军突起并一度实现该小组产量五连
冠。在他的言传身教带动下，装出槽一

班掀起了争当“排头兵”的热潮。
踏实做人赢得他人尊重。朱小国

通过自身努力，不断从实践中总结经验，
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管理水平，而且锤炼
了小组的操作技能。他还想班组之所
想，在召开班委会时，把自己取得的操作
经验与大家共享，从操作源头仔细讲解，
毫无保留地为大家“传经授道”，实现了
班组共享共赢局面，推动了班组整体产
量的提升。“小国同志不仅能吃苦，而且
做人踏实”，该班班长翟建军赞叹道。

张 军

——记铜冠有色池州公司生产标兵朱小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本报讯 2018年,金隆铜业公司

动力车间切实做好提质增效工作，通过
加强设备点检、难题攻关、量化管理，在
节气、节水、节电和发电方面取得了可
观的经济效益，去年全年增效两百万
元。

该车间通过多种措施提质增效，优
化燃气锅炉操作，减少燃气损失，提高
锅炉产汽率。制定《低压锅炉开炉运行
规定》，做到合理开停炉。强化对蓄热
器的管理，控制放空，合理蓄热，对蒸汽
管网进行全方位维护检查，发现漏汽点
及时修缮，减少蒸汽凝结率，在保障生

产的情况下，去年全年节省天然气消耗
22万立方米，节约支出68万元。该车
间两套纯水站为余热锅炉提供合格的
除盐水，为提高产水率和利用率，车间
想方设法优化操作，组织QC小组进行
课题攻关，提高给水水质，使合格率达
到100%。各类空压机、送风机是耗电
主要设备，车间通过完善储气罐、空压
机、干燥机疏水装置，减少排气量，做好
压力波动生产联络，减少无效运行时
间，多措施、多角度节约电能，2018年，
该车间节电300万千瓦时，增效174万
元。 张良强

金隆铜业公司动力车间
提质增效出成果

本报讯 春节将至，冬瓜山铜矿倡
导“健康、文明、欢乐、和谐”的节日理
念，以突出企业文化为主线，积极筹办
系列活动，让广大职工群众欢欢喜喜地
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年。

该矿首先想到的是困难职工的疾
苦，在春节前夕，矿领导将分别赶赴困
难职工家庭慰问，将党的温暖、企业的
关爱送至职工心坎，让他们开开心心地
过大年。该矿还将在矿区醒目位置悬
挂、张贴喜庆吉祥祝福及鼓舞斗志的横

幅标语，并组织书法爱好者为职工群众
书写春联，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此
外，该矿在抓好安全生产的同时，将分
二个层次组织开展系列文体活动，矿工
会将集中开展新春游园、“迎新春”文艺
演出、“齐心协力”拔河比赛、“团结协
作”扑克牌比赛等活动。基层单位结合
实际，因地制宜地自主开展一些小型多
样、职工参与面广的文娱活动，让广大
职工在欢声笑语中欢度佳节。

汤 菁

冬瓜山铜矿
节日活动丰富多彩

本报讯 日前，中启计量体系认证
中心安徽分中心审核组对合肥铜冠国
轩公司的测量管理体系（AAA级）进
行了年度监督审核。

审核中，审核组的三位专家对照
ISO10012：2003《测量管理体系、测量
过程和测量设备的要求》、国家计量法
律法规的要求以及该公司的程序文件、
计量手册等内容，通过面谈、现场观察、

提问、资料查阅及随机抽样等方法对各
部门进行了审核。

在末次会议上，审核组专家一致认
为，该公司具有良好的企业文化和计量
工作氛围、注重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管
理，测量管理体系运行规范且持续有
效，能够持续有效监督公司产品质量，
并同意通过AAA年度监督审核。

郑 敏

合肥铜冠国轩公司
通过测量管理体系审核

本报讯 为欢庆新年、喜迎佳节，
讴歌新金冠发展成就，颂扬员工团结奋
斗精神，营造积极向上、热烈祥和的节
日氛围，近日，金冠铜业分公司面向全
体职工开展了迎新春“新金冠,新发展”
有奖征集春联活动。

此次活动共征集作品近50幅，经
评委公开、公正评审，有6幅获奖作品
获得好评。被评出的佳作内容紧紧围

绕“欢乐、鼓劲、祥和”这一主题，充分展
现了金冠员工的文采和敏捷才思，字里
行间满溢对祖国、对企业的热爱，抒发
了对企业的美好祝愿及对新年的美好
期盼。

据悉，评选结束后，该公司工会将
开展送春联下基层活动，组织书法爱好
者现场书写，送与公司职工，为职工送
上新年的祝福。 封保敏

金冠铜业分公司
开展迎新春“新金冠，新发展”有奖征集春联活动

本报讯 1月18日，技术中心召
开职代会，在确立2019年方针目标的
同时，部署四项重点工作，确保新年方
针目标实现。

全力以赴抓重点。科技管理在做
好2018年集团公司科技项目验收、成
果转化、新产品研发等工作的基础上，
组织好2019年科技计划项目的申报、
立项、审批工作, 持续做好集团公司
技术难题征集与攻关推进工作，力争
在铜冠（庐江）铜尾矿资源利用、铼的
综合回收及高纯铼粉铼条产业化等方
面取得关键技术突破；争取获得省部
（行业）级以上科技奖5项以上，各类专
利50件以上。

坚持不懈练内功。通过加强内部

管理、信息化建设、资质管理、风险防
范、安全环保管理等工作，不断苦练内
功，为该中心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奠定
基础。

群策群力拓市场。树立“大质量”
观念，项目不分大小，全力做之；收费
不论多少，倾力为之；服务不论多烦，
竭力敬之。多渠道、多方位、多层次了
解市场需求，捕捉市场信息，并适时跟
进，适时启动招投标、竞争性谈判等程
序。紧密跟踪太和、自立等新兴产业
项目，发展设计院的核心技术优势。
积极利用政策变化，加强政府项目经
费补帖申请工作，继续积极申请大型
仪器设备共享共用补助，利用节能备
案资质，做好项目梳理，积极申报并争

取国家政策性资金支持。创造条件推
进合肥中心建设，成立设计院合肥分
院，2月底前完成挂牌工作，在合肥开
拓新市场，承接新业务。

持之以恒强党建。深入推进“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巩固
扩大“讲严立”专题警示教育成果，认
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持续巩固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
成果，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支部
工作条例（试行）》，扎实开展党支部建
设提升行动，制定落实党建工作“三个
清单”，履行党建工作责任制。进一步
筑牢廉洁从业教育、制度、监督、惩戒四
道防线，大力推进廉洁文化创建活动。

夏富青 黄巍巍

技术中心部署四项工作确保新年目标实现

本报讯 1月 18日，在仙人桥矿
业公司二届二次职代会上，该公司确立
新年方针目标：强抓管理促稳定，开拓
增效谋发展；铜保一一锌争六，持续实
现安全年。

过去的一年，该公司积极应对各种
困难和挑战，齐心协力，取得了较好的
成绩。主产品超额完成集团公司下达
的年度计划，全年累计完成销售收入
7069万元，超额完成集团公司下达的

利润指标。
今年，该公司将强化管理，保持员

工队伍稳定、生产能力稳定，技术经济指
标稳中有升，经营效果持续向好；强抓当
期生产衔接，促进后期持续衔接；增收节
支、降本增效，多思路谋划矿山发展；
持续做好安全环保工作，大力推进安
全生产、绿色生产。产品产量上实现
铜精矿含铜1100吨，铜精矿含金42
千克，含银 1800 千克；硫精砂 1.6 万

吨；锌精矿含锌600吨。安全上实现
无轻伤、重伤事故，无较大未遂事故，
无设备、火灾、职业健康事故、无环境
污染事件。

围绕上述目标，该公司今年将落实
好重点工作，全面完成年度的生产经营
任务；落实责任，夯实基础，持续实现安
全年；以党建促矿建，保障矿业公司和
谐稳定发展。

江 君 周 钧

仙人桥矿业公司确立新年方针目标和主要任务

本报讯 日前，省环保督察组到铜
冠商品混凝土公司检查环境整治工作。
该公司主要负责人汇报了该公司在扬尘
整治、污水循环利用、固体废物处理及进
出运输车辆自动冲洗等方面的工作。

通过现场检查，省环保督察组对该
公司环境整治工作予以充分肯定。认为
铜冠商品混凝土公司安全措施得力，环
保基础工作扎实，环保意识浓厚，对安全
环保工作教育重视。该公司员工环保责
任意识较强，给本市同类企业在环保工
作上带了好头，起到有效的示范效应。

陪同检查的铜官区经信局、环保局
相关人员对该公司环保工作也做出了
较高评价。

江 君 花玲玲

省环保督察组到铜冠商品混凝土公司检查工作

近日，一则班中睡岗“三违”处罚通
知下发后，在铜冠池州公司锌分厂引起
了两位当事人的“争抢”。微信群中，两
人相互为了对方减轻责任进行申述，其

“仗义”行为在众多员工中引发热议。
梁朝琴是熔铸合金炉一名电控工，

在一次分厂领导夜班例行巡检中，被查
出班中睡岗，按照公司反“三违”分级管
理办法，分厂做出罚款100元，记2分，
班长范宏负连带管理责任处罚50元，记
1分的处罚决定。看着班长被自己牵
连，性格豪爽的梁朝琴心里着实过意不
去，内疚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她在微信
群中道：“睡岗是我的责任，罚多少我都
认了，罚班长的我不服，请领导考虑。”
看见梁朝琴的“仗言”，范班长立即回应
道：“罚我吧，我没有尽到巡查责任。”他
同时表态道：“今后一定加强巡检，杜绝
此类事情发生。”群管理员也回复说：

“我们反‘三违’的力度不减，你们接受
处罚的态度很端正。”至此，微信群恢复
了平静。

线上的交流结束后，线下的讨论却
激烈起来。有的员工觉得范班长“躺”
着也能“中枪”，“班长这么忙，事多人
少，哪有时间管睡岗的问题。”与之针锋
相对的意见是“睡岗就是班长没有加强
管理的结果……”和梁朝琴关系最铁的
刘小勇说到：“真是过意不去，发个红包
给范班长呗……”

针对员工的各种议论，锌分厂安环
员知悉后迅速出击，认真了解事情的始
末，当了解到睡岗员工是替别人带班，
连续作业疲劳后所致，该厂相应减免了
处罚额度，并耐心教育和说明反违章的
重要性，同时进一步规范了员工之间带
班制度，对范班长的处罚依旧，以此提高
班组长的反“三违”管理意识，一次“抢”
罚单事件迅速平息。高庆庆 张 军

争先恐后“抢”罚单

冬瓜山铜矿床续建工程历经8年建设，目前全面通过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成功投入生产。该工程在国内首次攻克了千米
井下1460米长胶带运输系统问题等技术难题，并创下国内有色金属矿山第三口深井的纪录，产量达到7000吨/天，确保了冬瓜
山产能稳定。图为这个矿一线职工正在维护冬瓜山铜矿床续建工程井下负1023米中段破碎机。 汤 菁 摄

1月16日，工程技术分公司历时12小时圆满完成金隆铜业公司今年首次月修
任务。此次月修，该公司承接了10项机械维修项目、30余项电仪维修项目，保证
了业主单位新年生产的无缝衔接。图为该公司金隆项目部员工对金隆铜业公司
转炉车间的转炉排风机进行检修的场景。 王 璐 摄

1月18日，铜山铜矿分公司对在2018年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奖励，以此号召全体员工在新的一年里以先进典型为榜样，认
真学习先进、赶超先进、争当先进，扎实工作，再创佳绩。

陈幸欣 张 霞 摄

（上接第一版）

平衡、替代、协同，生产系统
稳定运行

“以时间换空间。”文燕说，金隆与
稀贵的整合历经了不断的尝试与探
索。水循环系统完善后，新金隆向环保
主管单位申报取消稀贵工场废水排口，
综合回收课废水处理系统也已停用并
纳入拆除计划，在减少每年80万元的
人工成本的同时，空出的场地将作为渣
缓冷扩建使用。

不择细流，河海终就其深。合二为
一的生产系统融合过程得益于每一条
涓流的汇聚。新金隆的技术人员算了
这样一笔账：电炉与渣选每吨的成本分
别为 120元和 130元，取消中间环节
后，渣选成本不会上升，而电炉成本却
相应下降，综合起来每吨的总成本将有
望降低70多元。正因如此，电炉拆除
也被列入2021年大修计划。

数字之中有乾坤，从2018年的各
项数据中不难看出，新金隆的生产系统
实现稳定运行：设备故障率同比下降
43.70%，闪速炉作业率高出预算 0.5个
百分点，全厂回收率高出预算0.25 个
百分点，铜冶炼综合能耗、硫酸综合能

耗均创历史最好水平。
这其中，渣选尾矿含铜0.21%的数

字格外引人注目。技术人员告诉记者，
这是投产历史上最好的年份。0.21%意
味着什么？以新金隆年产46万吨铜的
产量计算，指标每降低0.01%将产生
400万元的效益，而这项指标国内平均
水平在0.25%左右，新的铜冶炼系统在
今年甚至创下了单月0.19%的纪录。

积流成河，过程自是艰辛。由于原
料品质下降，硫铜比逐年升高，加之投
料量的不断攀升，稀贵工场每月提供的
渣选矿远无法满足闪速炉冷料需求，

“闪速炉热负荷过重”成了烫手山芋。
为避免炉体寿命缩短，降低投料量的无
奈之举必不能长远。

系统融合后，技术人员尝试了包括
渣尾矿、转炉渣、渣包壳、固铍在内的各
种冷料的搭配组合，再经稀贵磨碎后形
成直磨矿投入炉体进行试验。试错、容
错、再探索……结合理论研究和效益测
算，新金隆最终确定了“将部分固铍与
渣包壳直磨作为冷料”的方案，问题迎
刃而解。同时，精矿处理量也得到提
高，转炉日吹炼炉数和外购冷铜处理量
增加，一年下来增加的综合效益达
3000万元。

精细、智能、超越，再赴创新
发展征程

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畅想未
来的新金隆将会是什么样的？文燕说：

——“它将有更好的原料适应性。”
相对于抢手的好矿，品质较差的矿加工
费高、处理难度大。“吃”下这样的原料
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竞争优势是巨
大的。

2018年，“闪速炉处理低品质氧化
矿机理研究及生产实践”课题研究结题
评审，曾经扎在生产中的难点、痛点，在
整合以后的今天，都成为了新金隆的强
项。

——“它将朝着智能工厂的方向迈
进。”瞄准人工智能的产业化运用，新金
隆制定了五年发展规划。在规划中，智
能工厂的设想是一步一级台阶走出来
的。降本增效、科学的决策程序、开拓
更深入的产业链条……智能化所释放
出的红利将为新金隆的高质量发展提
供依据。

——“多金属回收能力将成为它新
的经济增长点。”整合以后，一条崭新的
发展航道愈加宽广。经过磨合构筑起
来的大生产系统，使在整体环境下考虑

多金属回收成为可能。
把舵定向，“高铼砷滤饼与含铜废

液联合提铼工艺方法”“一种利用闪速
熔炼系统处理复杂铜原料的方法”等多
项国家专利的获得，预示着新金隆的发
展重心所在。

——“更精细化的管理，更充足的
科研投入，将是打造新金隆持续竞争力
的关键。”从1997年金隆铜业有限公司
建成投产，到2009年稀贵金属分公司
正式生产，再到2018年新金隆的开启，
高效管理所带来的成本优势一直在延
续。

然而，中国在变，世界在变，这样的
优势差距逐渐缩小，竞争力雷同则预示
着力量的消解和减褪。2019年，新金
隆全面铺开“成本进课室”，所要达成
的，便是俗话说的：“别人能挣钱，我们
挣大钱；别人不挣钱，我们挣小钱；别人
会亏损，我们要持平。”

对标找差距，对标也是在自我省
视。与辉煌曾经相对、与行业标杆相
对，纵横交错的视野亦体现在了新金隆
对现场环境整治和自主科研能力提升
的规划上：“绿色”“清洁”“创新”，是不
断变化之中的永恒不变。

萨百灵 章 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