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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元月份，铜冠建安公司紧紧
围绕年度方针目标，保持了稳中有进的良
好势头，全月完成产值8291.2万元，同比
增长44.6%，超额完成了首月生产任务。

2019年，该公司坚持改革创新主
旋律，深入推进体制、机制和管理创新，
加大改革力度，坚持创新驱动，促进企
业改革改制与管理创新的有机融合；持

续做好专项审计监察工作，全面落实从
严管理，不断增强公司综合管理能力；
坚定不移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提质增效
为抓手，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不断延伸产业链，优化组织结构、产品
结构和产业结构，进一步提升企业参与
市场竞争综合实力，确保企业生产经营
稳步健康发展。 李海波

铜冠建安公司超额完成首月生产任务

本报讯 月山矿业公司三届一次
职代会召开以来，该公司选矿车间在职
代会精神鼓舞下，以饱满的热情，昂扬
的斗志，实现了2019年元月份开门红，
选矿回收率再创新高，为2019年工作

开了一个好头。
该车间以狠抓劳动纪律管理为主

抓手，制定了车间劳动纪律奖罚规定，
落实到各个班组、每个岗位并严格执
行，突出“严”；车间加强设备管理，提

高球磨开动率和台效，重在“实”；以规
范工艺纪律，磨矿细度、药剂添加、取
制样等工艺流程并严格按规范执行，
把握“细”；科学安排部署各项工作，保
证了各项工作平稳运行。通过车间员

工共同努力，元月份完成铜回收率
96.93%，超额完成月度计划任务，为该
公司完成全年技术指标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田 芳 王学海

月山矿业公司选矿车间选矿回收率再创新高

本报讯 今年，铜冠电工公司以“四
个到位”着力打造安全标准化班组。

安全思想到位。今年，该公司本着
“班前布控、预防为主”的原则，深抓现场
安全管理，将“持证”作为预防的关键，抓
好员工上岗培训教育及上岗合格率的考
核，杜绝无证上岗作业。加强现场安全
联保互保制度，班组长、各岗位负责人每
人“承包”一位员工进行安全联保互保，
要求每名联保人员每天参加现场隐患排
查、危险源辨识等工作，加强预防，严格
监督，从而实现班组全年安全事故零目
标。

学习培训到位。该公司将着力发挥
好班组长在安全管理中的作用。年初，
班组配合分厂制定出详细的培训计划，
并采取多种形式使员工在培训中长知
识、提能力。对于新工艺、新技术、新设
备的使用，班组及时对岗位人员进行有
针对性的安全操作技能培训。

信息沟通到位。该公司要求在班组
管理中，坚持上岗前班组之间严格执行
交接班制度，让班组员工全面了解当前
安全生产状况。在生产操作及检维修施
工期间，及时在班组工作微信群中发布
作业动态，让员工了解工作进度、作业范
围、注意事项等信息，在班组交热门班记
录中，做到详细真实，使班组安全管理日
趋规范化、制度化。

奖惩机制到位。该公司将考核积分
机制作为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手段。在
实施奖惩规定中，班组长严格执行各项
安全管理制度，把班组的安全生产目标
真正分解落实到每位成员，真正做到“有
功必奖”“违章必罚”。

江 君 华 伟

铜冠电工公司
“四个到位”打造安全标准化班组

腊月的池州，云淡，风清，水静
……1月20日早晨，铜冠有色池州公
司电解锌槽面上人声鼎沸，员工挥汗
如雨。不久前荣升为生产管理部部长
的陈六新像往常一样踱步在槽面上，
指着电解槽说：“2018年，我们从‘电老
虎’嘴里夺出了1300多万元，今年的
降耗管理更是如临深渊。”

“一个人的努力只是加法，团队的
努力才是乘法”，陈部长说道。为坚决
贯彻落实公司扭亏增盈目标的实现，
他们运用对标管理奖惩机制，采取分
级管理捆绑式考核，着力在挖潜降耗
工作中寻求突破。通过操作小组竞
赛，到班组之间相互PK,升级至三工
序技术主办降耗奖惩，形成从个人到

团队无法置身挖潜降耗事外的考核
氛围。着力把团队思想集中在“想干
事”上，不拘一格把优秀员工“敢干事”
的境界提升到“快干事”上。各种激
励方法的实施，该公司去年全年直流
电降耗工作晒出优异成绩单：平均直
流电单耗低于公司指标3050千瓦时
每吨，达3046.22 千瓦时每吨，比
2017年下降171.05千瓦时每吨，“虎
口夺食”节约电费1357万元。

“既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
地”，这是该公司电解工序技术主办
唐高的肺腑之语。他教导自己的员
工，挖潜降耗工作永无止境，只有仰
望目标才能有梦想和动力，务实笃行
才能取得降耗“真经”。他带领团队

用“厘”为单位日积月累，聚沙成塔成
千万元，不厌其烦采取调整分时用电
时段的办法，降低生产成本。根据生
产工艺和产量质量要求，在直流电解
过程中进行调整电流，在谷段加大电
流，适当增加平段时间，峰段降低电
流，使该公司2018年全年累积峰谷
比在 0.693，比考核指标 0.725 低
0.032，每度电节约了1分6厘。

进一步加强对难剥板的二次剥
离管理工作，严格控制难剥板的返
熔，仅此一项年节约电费43.7万元。
同时根据不同时间段的电流密度、气
温变化及时调整大功率风机变频档
位，从每一度、每一厘电流输出中挖
出降耗“金矿”。 张 军

——铜冠有色池州公司析出锌直流电单耗大幅下降侧记

“如临深渊”强管理“虎口夺食”降电耗

从事熔铸工作22年的吴健，从一
名普通熔铸工逐渐成长为如今一名技
术娴熟、管理先进的副班长，其间苦乐
自知。作为铜冠电工公司磷铜分厂熔
铸二班副班长，吴健还有一个更有含
金量的称谓：有色金属铸造技师。

“一名副班长，从没有在班组管理
事情上退缩过。每天协助班长搞好班
组各项管理工作，他是个有担当的
人。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敢为职工做表
率，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班组职工信
任他，领导对他一直也是好评······”
这是1月24日，该班组4位职工对他
综合评价的话。

铜冠电工公司在转炉改造平炉后，
由于炉体结构改变，传统的炉体砌筑工
艺不能适用，作为技师的吴健反复研
究，虚心18次请教厂方技术人员，终于
掌握了这种新结构炉体设计方式的炉
体砌筑核心技术。吴健从两年前开始，
负责组织班组2台连体磷铜炉大修炉
体砌筑工作，均按照大修时间节点顺利
开炉并做到达产达标，期间未出现任何
质量问题，保证了磷铜产品的正常生产

和销售。对于平炉，吴健带领一班人，
通过精心筑炉，严格按操作规程操作，
使熔炉使用寿命由正常的1年延长为
18个月，仅此年节约铸炉成本达20余
万元，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在国内
同行业中创下了新的纪录。

熔铸岗位是一个高温、灰尘重又
要求责任心强的岗位。熔铸生产是
磷铜分厂的龙头，产量与质量关系着
下道工序的进行及好坏。由于熔铸
工作是项复杂、艰辛、细致的工作，他
们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高温和随
时有被铜水、铜杆烫伤的危险，对产
品质量要求较高，特别是对无氧铜杆
质量，在生产过程中不论内在产品质
量、导电率、抗拉强度，还是表面产品
质量都要求苛刻，杜绝一次不合格。
在刚生产无氧铜杆时质量只达到
97%，对主要表面质量问题氧化发
红，吴健和班组人员一直积极寻求对
策。他们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了氧
化发红问题。并针对阴雨潮湿天气，
空气湿度大，铜杆表面易产生氧化斑
问题，采取涂抹抗氧化剂方法，有效

地解决了氧化问题，使得无氧铜杆质
量达到99%，年可节约用电4万千瓦
时以上。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是吴健
对自己工作的基本要求。去年初，班
长由于身体原因不能正常上班，他承
担起班组管理工作，克服班组人员少、
两台炉子产品不一样（一台生产磷铜
合金杆，另一台生产无氧铜杆）等不利
因素，合理调配人员，精心组织生产任
务。2018年前三个月完成产品产量
3336吨，其中磷铜合金杆1536吨，无
氧铜杆1800吨，产品质量合格率达到
99 %以上，为分厂全年的目标实现打
下坚实的基础。

“他常常不知疲倦地忙碌，不知道
他为什么就不知道累。基本上吧，平
均每天多加班2个多小时，有时甚至连
班干，他每周只休息1天，每月工作都
在27至28天·····”采访中，该班组两
位老师傅感慨。也正是这份投入与敬
业，吴健所在班组年负伤率为零，班组
无任何违纪行为。

江 君 华 伟

——记集团公司岗位之星吴健
一位首席熔铸技师的班组情怀

工程技术分公司金冠项目部铆
焊管道班，担负着金冠铜业分公司全
厂生产、生活供水、供汽管道、闸阀安
装、维修和铆焊件的制作、安装、维修
及突发故障抢修工作，点多面广战线
长，高空作业、危险源作业点多，任务
十分繁重。近日，该班 8 名员工在

“兵头将尾”的值班长汪根秀的带领
下，齐心合力，从1月10日起，经过十
天的连续奋战，安全高效完成电炉冲

渣水管铺设任务，班组“战斗”实力经
受住了考验。

2019年元月，金冠铜业分公司奥
炉厂区电炉直径500毫米的冲渣水管
因生产工艺的需要，需要重新铺设一
趟。值班长汪根秀和班长胡斌接到指
令后，立即和业主方联系，制定详细的
检修方案。由于施工项目管线不仅长
度长，还经过高空延伸至地面，需要制
作管道架子和龙门。汪班长合理分工，
安排三个小组分工作业，一组人员制作
管道架子和龙门，另两组人员进行管
道、弯头对接，对接好后用吊车吊装到
管道架子上。时间紧、任务重、精度要

求高、操作难度大，为了赶进度，8名师
傅每天都满负荷地工作在现场施工。
期间遇连续雨天，电焊工吴学峰为抢时
间，在室外气温零下的情况下，顾不上
地面潮湿未干，拿了雨布铺在身下，整
个人平躺着进行地面处管道下方的连
接处焊接，一焊就是几个小时，没有叫
苦叫累。年近5旬的管道工徐迎中干起
活来像个“小伙子”，爬高上低时还不忘
记叮嘱“兵友”们注意安全，确保施工质
量。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十天内共安
装直径500毫米的管道160米，保质保
量提前完成任务，并经试水一次性成
功。 方 盼 汪根秀

强“将”手下无弱“兵”

本报讯 近日，铜冠建安公司首批
出口厄瓜多尔的安装工程材料在芜湖海
关顺利出关，这也是该公司首次向海外
项目出口材料。

为保证该批材料按时到达米拉多铜
矿，支持该公司厄瓜多尔米拉多铜矿在
建工程建设，该公司物资供应部在毫无
经验可循的情况下，积极与集团公司进
出口公司、材料供应商以及厄瓜多尔清
关公司密切配合，严格按照出口程序要
求，准备了出关资料，克服重重困难，顺
利完成了工程材料的出关工作，为企业
海外项目建设提供了物资支持，同时也
为该公司向海外工程项目出口材料积累
了宝贵的经验。

李海波

铜冠建安公司首批出口材料顺利出关

本报讯 铜冠池州公司厂区道路交
叉路口多、弯道多，来往车辆的司机视线
有盲区，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近日，该
公司针对车流量比较大的回头弯、丁字
路口分别安装了12面道路反光镜，帮助
驾驶者在行车时扩大视野。道路反光镜
的设立安装，有效地解决了厂区交通隐
患。

罗静来

铜冠池州公司
安装道路反光镜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本报讯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1
月25日，动力厂举办了一场主题为“新
时代、新起点、新征程”的迎新春联欢
会。各单位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倾情上
演，节目内容涵盖了小品、舞蹈、工间操、
朗诵、架子鼓演奏等多种形式。此次联
欢会丰富了职工的精神生活，增强了企
业的凝聚力，弘扬企业文化，促进人企和
谐，为实现2019年的方针目标打下坚实
基础，激发崭新活力。

董 玲

动力厂举办迎新春联欢会

春节前夕，冬瓜山铜矿党委班子成员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和职工，送上慰问金
和党组织的关怀，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情况，鼓励他们要坚定战胜困难的信心，并
送上节日的祝福。 汤 菁 摄

1月28日，张家港铜业公司领导深入车间生产一线慰问困难党员，为他们送
去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战胜家庭生活
中遇到的困难。 夏富青 陈金龙 摄

1月30日，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开展对困难党员、职工慰问活动，让其倍感党
组织的温暖和关怀。该公司领导深入到基层一线，与困难职工交流，倾听他们的心
声，鼓励他们要坚定信心、战胜困难，并送上慰问金。 徐 敏 夏富青 摄

随着春节临近，金隆铜业公司各项文体活动开始登场。近日，该公司举办的
“迎新年”小桥牌比赛得到了职工的热烈响应，70多名职工踊跃参赛，营造了积极
健康向上的节日氛围。图为该公司职工正在进行小桥牌比赛。

章 庆 吴 群 摄

2019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铜冠池州公司领导班子深入生产一线慰问基层
员工，并送上新春的祝福和节日礼品。希望大家进一步坚定信心、主动作为，认真
落实安全环保责任，持之以恒抓好生产经营，并切实做好春节期间防火、防盗工
作，凝心聚力完成2019年方针目标。

樊 勇 摄

元月14日清晨，冬瓜山铜矿协力
公司党支部书记汪爱平刚走进办公
楼，看见一楼卫生间门口有一道细
细的水渍，他拿来拖把拖了起来。
同事小朱见了，抢过拖把，说：“书
记，你忙去，这点小事我来。”“可得
拖干净，不然会摔着人的。”汪书记
嘱咐道。

汪书记在矿上是个大忙人，忙的
也都是大事。除了份内的党务工作，
汪书记还担负着全矿工程招投标和
合同预算，现在手头又管理着两个具

体工程，精矿车间生化池设施改造和
老鸦岭尾矿库山背侧渗水治理，这两
个工程都是成百上千万的大工程。
每天脚不点地在办公室和工地之间
奔波的汪书记，脑子里有根弦一直紧
绷着，就拿办公楼地面来说，因为铺
的是地板砖，沾点水就滑得不行，下
雪啦，汪书记用草包垫一条通道，梅
雨天地板砖回潮，汪书记上班第一件
事就是把地板砖上的水珠拖掉。汪
书记拖地同事们已见怪不怪。

中午，从矿办公楼办事回来，汪
书记又看见卫生间地面有积水，干
技术出身的他啥事情都细心，他分
析这水不是泼洒出来的，顺着水迹
进了卫生间，汪书记又是擦，又是
敲，判断因为下水道年久失修，铁锈

在底部堆积，排水不畅，造成了下水
道底部渗漏。他喊来负责维修的工
程师，要他立即安排维修。负责维
修的人来看了，向汪书记汇报说：

“年底忙，实在抽不开人手，这点漏
水没什么，扫了就可以了。”性格内
向的汪书记这回较了真：“不行，再
忙也要马上处理。我们楼上是房地
产科和劳保科，年底了，来这里的送
申请拿补助人特别多，还都是些老
弱病残，摔倒了怎么办？”在汪书记
的督促下，负责维修的人赶紧喊施
工人员，迅速更换了锈蚀的下水
管。汪书记仔细检查接缝后，满意地
笑道：“安全没有小事，在我眼中，这和
我手头上的工程一样，都是‘大事’。”

沈成武

汪书记眼中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