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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整流，请准时在 22时将电流
从 31000 安培升至 34500 安培，节电
增效是大事别忘了。”“正准备联系你
如何调整，不敢忘。”这是铜冠池州公
司运转班汪磊与硅整流操作工的一段
电联，他们正在沟通电流避峰就谷操
作。

一直以来，该公司把有效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作为企业实施提质增效
发展战略，通过持续加强用电管理，
合理调整生产模式，大力实施节电技
术改造等措施，争取本年度与2018年
同口径相比，节约外购电量1600万千
瓦时以上。

“有的放矢”全面深化节电降耗
履职尽责效果。成立公司节电专
项活动领导小组，全面督导公司节
电专项活动管理工作。旨在通过
活动的开展，在全公司营造节电工

作氛围，提高全员节电工作意识，
通过厉行节约 ，降低生产成本支
出。五个新成立的节电管理小组
成员开枝散叶深入部门到基层，利
用巡检、督导、考核、评比等措施全
方位加强用电管理，切实提高员工
在电能利用效率上的执行力，杜绝
电能浪费现象。细化安环机动部、
生产管理部、动力保全中心、综合
部、分厂等五部门节电重要职责，
用统计、核算、检查和考核等方法
使节电工作向纵深处延伸，覆盖到
基层班组。大力运用绩效管理的
杠杆作用，使节电降耗工作成为常
态化制度化工作。以技术进步为
手段，通过优化工艺参数、精细操
作管理、提高产品产量和加大节能
技改工程实施力度等方法，推动节
电工作多样化开展，进一步促进公
司可持续性发展。

“量体裁衣”科学合理制定节电措
施及实施方案。针对各部门情况的不
同，该公司结合部门实际，制定科学合

理的节电措施及实施方案，加强生产、
办公和辅助等用电管理，明确责任，通
过节电任务层层分解和考核，调动全
员节电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们
生产管理部主要从生产工艺调整、设
备维修间隙等时段的用电控制度，最
大限度减少无效电量消耗。”该部门负
责人陈六新说道。他们持续将铅锌两
分厂的分时电价工作落到实处，合理
组织生产，严格控制可间断用电负荷
启停时间，避峰就谷增加效益。通过
工艺参数再提升，加大精细操作管理，
切实从生产源头封住“电老虎”的血盆
大口。

动力保全中心负责人章长寿说
道：“我们从用电负荷调度，通过调整
用电设备负荷分配和运行，控制用电
最大需量，把降低基本电费支出落到
实处。”该中心除在日常做好蒸汽调
度和蒸汽管网的巡查维护，避免跑冒
滴漏之外，着手对铅分厂底吹炉余热锅
炉蒸汽管网进行改造，将其并入该公司
蒸汽管网，提高余热发电量，用智慧和

气力争取较2018年增加发电量800万
千瓦时。力争主副产品电单耗在同期
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责成锌分厂在去
年同口径基础上节约用电量500万千
瓦时，铅分厂在2018年同口径基础上
节约用电量150万千瓦时，着力实现铅
锌两分厂节电降耗工作齐头并进的效
果。做好力率管理，通过无功补偿及谐
波治理，确保公司每月功率因数达到
0.95以上，力调电费奖励。在2018年
的降耗基础上，绘就折线图上升趋势增
加150万元。通过开展节能技改项目，
开展绿色照明改造、电机变频改造、永
磁直驱电机改造等，力争节约用电量
150万千瓦时。

“苦口婆心”广泛宣传营造厉行节
约的文化氛围。该公司充分利用生产
例会、班前会等形式，广泛宣传节电专
项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营造厉行节
约的文化氛围，引导和提高员工节电意
识，改正不良用电习惯，减少和杜绝无
效用电现象。

张 军

——铜冠池州公司节电增效专项活动侧记

一厘一度恒念物力维艰

本报讯 近日，在集团公司召开的设
备能源表彰会上，铜冠池州公司变电所
榜上有名，这是该变电所连续7年荣获
集团公司“优秀变电所”称号。

该公司下辖有110千伏总降变电
所、铅分厂35千伏变电所和锌分厂110
千伏硅整流所，负责对8座10千伏配电
站及余热发电的安全调度及技术管理。
该变电所积极探索班组建设管理模式，
确保供配电安全稳定运行。去年，该变
电所将重新制（修）订的15个供配电管

理制度、13个供配电技术规程、9个供配
电应急预案分别汇编印刷成书发放到班
组员工再学习、再熟悉，让管理制度、技
术规程和应急预案成为班组的“护身符”

“导航仪”和“安全阀”。
为确保设备正常、可靠、安全运行，

该变电所实行定责管理，做到责任到人，
措施到位，绝不出现“责任”空挡。针对
各设备特性，制定了相应设备巡视要点，
并现场安装巡视牌置于现场，使巡视人
员能够有目的巡视。为确保巡视的真实

有效，制定了巡视定时翻牌制度。2018
年发现并整改设备缺陷和隐患3处，35
千伏电缆高分箱技术改造2处，硅整流
板式换热器清洗6次，无功补偿兼谐波
治理装置技术改造2套等，从而杜绝了
设备隐患，保障了全公司电力安全运行，
该变电所连续多年实现安全运行无事
故。该变电所所在的班组先后获得“全
国安康杯优胜班组”、安徽省池州市“青
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等殊荣。

夏富青 桂年友 陶有洪

铜冠池州公司变电所连续7年荣获“优秀变电所”称号

铜冠机械公
司设备装配分厂
职工日前正在装
配陶瓷过滤机。
3 月 份 以 来 ，该
分厂针对急需发
货的重点项目，
精心组织，合理
安排，并通过加
班加点抢时间、
争速度、保质量，
较好地保证了装
配进度。经过分
厂 上 下 共 同 努
力，到 3 月 20 日
为止，设备装配
分厂当月共发货
无轨、过滤机设
备 达 10 台 套 。

王红平
陈克彪 摄

本报讯 今年以来，月山矿业公司
财务部始终将税务筹划作为重点工作
来抓，围绕企业的经营目标，结合矿山
实际，仔细学习研读国家、各级政府部
门的税收优惠政策，合法进行税收筹
划，积极争取各项税收政策，助力企业

“降本增效，控亏节支”工作。
该财务部从提高报税人员的业务

知识能力、增强工作敏感性入手，将税
务管理和税收分析作为公司生产经营
决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与上级主管
部门和相关单位的沟通与研判。在公

司驻地市县出台土地使用税减半征收
政策时，第一时间与税务机关沟通，促
使本企业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落实到
位。该财务部还着力于资源税费减免
工作，积极主动与税务部门沟通、对接，
及时执行了资源税按照矿山衰竭期和
共伴生矿的减征政策。2018年，该公
司仅此两项税收政策的落实减免税收
就达150多万元。同时还积极与房产、
环保等部门联系，落实了房产过户减免
和免征环保税等相关优惠税收政策。

田 芳 李小燕

月山矿业公司积极利用税收政策助力企业减亏增效

本报讯 在金隆铜业公司熔炼车
间，几乎每天都会看到不同的维修、施
工单位人员拿着“现场安全确认书”要
求签署作业许可的场景，这一切源于
该公司推行的“三方安全确认制度”。

三方安全确认，就是指公司职能
管理方、属地管理方、属地工艺操作方
三方单位集体对安全施工进行确认。
对于各施工单位和施工人员进入生产
区域进行登高作业、动火作业、吊装作
业以及其他方面危险作业，必须签署

“现场安全确认书”，没有经过三方签
字确认，任何单位不得进行施工。施

工过程中，职能管理方随时检查维修
作业单位的挂牌情况，检查安全确认
书的内容是否齐全，不规范的给予“三
违”曝光处理；属地管理方告之危险注
意事项、现场存在的危险源、安排维修
作业时间；属地工艺操作方负责实际
生产环节与维修单位的对接，了解维
修人员作业部位，确认维修效果。

“三方安全确认制度”的推行，杜
绝了盲目施工行为，现场不安全因素
明显减少，安全系数大幅度提升，有力
促进了企业安全和谐生产。

朱超清

金隆铜业公司推行三方安全确认制度

本报讯 日前，天马山矿业公司党
委结合实际，精心部署，扎实推进，领导
班子成员主动深入基层党支部，2018年
党（总）支部组织生活会和党员民主评
议工作有效开展。

该公司严格按照规范组织程序、方
法步骤、时间节点召开组织生活会和民
主评议党员。各党支部以严肃认真的
态度，紧密联系各自实际，收集职工群
众的意见与建议，以职工群众提出的问
题为参照，以履职尽责为核心，着力从
发挥政治引领作用、贯彻落实上级党组

织工作部署、定期开展党的组织生活、
严格党员日常教育管理监督、联系服务
群众、改进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
问题，各党支部实事求是地回顾总结了
自身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的情况。
支部班子成员逐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对批评意见进行了回应表态，达到
了相互提高、相互帮助的目的，同时就
今后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创新意识、强
化自身素质拟定了整改措施和努力方
向，力求组织生活会取得实效。

为加强对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的领导

组织，该公司党委要求每名党员自觉与
“四优”共产党员具体要求和“五带头”的
标准对标，对照“四讲四有”合格党员基本
标准，实事求是总结自己，认真查找存在
的差距和纠正作风问题，深刻分析原因并
明确今后改进完善措施。按照个人自评、
党员互评、民主测评的程序,依照“优秀”

“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种等次进
行组织评定。与此同时，按照分工，党委
班子成员分赴有关基层党组织，全程参
与、现场指导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
工作，并对开展情况进行点评。 朱 艳

天马山矿业公司扎实开展组织生活会和党员民主评议工作

“原本计划17日开始的卡尔多炉
检修提前到明天。王绪家、魏斌，你们
两个带领机械班和电仪班，明天一大早
去稀贵课检修卡尔多炉，现场这边暂时
交给王璐。”“王璐，你先赶紧将检修所
需的各种作业证办好，联系明天的检修
人员，备好各种工器具……”3月14日9
时，一阵来自业主方急促的电话铃声拉
开了工程技术分公司金隆项目部稀贵
区域卡尔多炉检修的序幕。

此时，这个公司稀贵区域的检修人
员全都在渣选矿小修现场。正在进行
中的渣选矿小修，即将开始的卡尔多
炉炉修，两边都不能耽误，都必须按时
完成检修任务。怎么办？原本的检修
计划势必需要重新调整。这个公司金
隆项目部副经理章功爱决定临时改变
作战计划，根据检修人员的工作能力

及工作经验，紧急部署，立马抽调人
手，将两边的检修任务落实到班组、落
实到每个人，确保每个节点可控。

3月15日一大早，卡尔多炉冷却降
温后，检修人员第一时间进入作业现
场，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检修工作。现
场作业空间狭小，又受粉尘影响，同时
又是交叉作业、高空吊装，这些都给检
修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高空中身系安
全带的他们为了配合每一个部件的拆
除，不断小心地变换他们的动作，灵活
地使用身边工具袋里的各种型号的工
器具有条不紊地进行拆除。行车换
钩、烘箱检修、接触器更换、炉罩吊离、
旧喇叭口烟道附件拆除……在旧炉体
全部拆除完成后，检修师傅们齐心协
力将新炉体重新安装起来。炉体重达
三十六吨、炉帽又重达十四吨，五十几
吨的重量使得每一个起吊都要小心翼
翼，每一个动作都要规范有序。

与此同时，近一半检修力量的调离
丝毫没有影响渣选矿小修的进程。浮

选机检修小组的施工人员马不停蹄地
拆除3台浮选机。吊运至安全地带后，
他们又跳进深4米的浮选槽里拆除定
子。槽底光线暗，混着黑沙的积水时不
时散发出怪味，但他们全然不顾，蹲着
继续拆除，一干就是一个多小时。清废
渣，换新定子、叶轮，经过一轮又一轮的
交替作业，浮选机焕然一新，而施工人
员的工作服却泥污满身。接着，500破
碎机、100破碎机、还有那几十米的皮带
更换……

18日晚，在金隆铜业公司稀贵卡
尔多炉现场，只见业主单位生产人员
小心翼翼地将火种送入卡尔多炉内，
随着炉内火苗腾起，标志着今年由这
个公司金隆项目部承接卡尔多炉的检
修圆满成功。检修人员们看着这一
幕，疲惫的脸庞露出欣慰的笑容。连
续一个星期的奋战，没有停下休息片
刻，也没有抱怨，第二天，他们又跟往
常一样，奔赴渣选矿小修现场，继续进
行检修…… 方 盼 王 璐

兵分两路 打赢突击战

“遵守安全法规，提高安全技能，
消除‘三违’现象，关爱生命，誓做企业
安全人！”铿锵有力的声音响彻整个院
落。

3月24日一大早，矿产资源中心
第一项目部所有作业人员齐刷刷地站
在安全誓词牌前进行班前宣誓，黄益
胜也在其中，这是他38年工作生涯中
的最后一次安全宣誓。

黄益胜是1981年参加工作的，
今年3月份正式退休了。38年来，
他在钻探岗位上处处谨小慎微，事
事一丝不苟，从未发生过安全事
故。2002年，他开始从事项目部管
理工作，安全宣誓就成了必修课。
他常说，自控、互控、他控，安全才不
会失控！对“三违”现象他深恶痛
绝。记得有一次在安庆铜矿负900
米中段作业中，由于现场闷热难当，
作业人员汗流如注，一名班长无意
间松开了安全帽带，黄益胜发现后
厉声喝止，这名班长也知道黄益胜
对安全“零容忍”，赶忙纠正，但黄益
胜仍不依不饶，不仅罚了款，还通报
批评，搞得这名班长一直无法释
怀。直到2017年11月6日发生的
一件事才让他恹恹的情绪烟消云
散。那天，在井下施工国家项目孔
过程中，这名班长检查发现片帮处
重达两吨的大块有松动现象，黄益
胜得知后，立即责令停产，邀请专业
技术人员进行了处置，避免了事故
的发生，并给予这名班长表彰奖
励。松是害，严是爱，严中自有真情
在。尽管黄益胜在抓安全的过程中
得罪了不少人，但多数人都能理解
他的良苦用心。他深有感触地说：

“安全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我宁
愿听骂声也不愿听哭声！”

抚今追昔，38年的风雨历程历历
在目，黄益胜感慨万千，他与大家建立
了深厚的感情，深知以后相处的日子
少了，心里很是舍不得。当天是矿产
资源中心第一项目部的“安全警示
日”，他特意赶来参加活动。他动情地
说：“用安全宣誓的方式向曾经钟爱的
岗位告别，将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
的一瞬！”

周 成 汪 峰

最后一次安全宣誓

近日，张家港铜业公司利用横幅、展板、宣传画以及发放宣传手册、接受咨询
等方式，邀请地方民警向职工宣传讲解综治、禁毒、防邪、防传销、防诈骗、消防等
相关知识，提高职工群众防御能力，为打造“平安铜业”创造良好内部治安环
境。 夏富青 陈正笔 摄

本报讯 截至3月22日，铜冠建安安
装公司一季度完成施工产值2562.5万元，
营业收入1770.8万元，超额完成任务目
标，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今年以来，该公司紧紧围绕生产经营
目标，实现各项工作平稳有序开展。1至
3月份该公司先后出色完成了黄狮涝金矿
尾矿库废水处理、金威春节大修及四川叙
永液氧低温常压储罐等大型项目。在接
到黄狮涝金矿尾矿库废水处理紧急抢修
工程后，该公司科学组织、精心安排，将原
本需要1周的安装工期压缩到了24小时
的极限时间内，圆满完成了黄狮涝金矿尾

矿库1套排水系统、2台泵及500米159
毫米管道的安装、调试与铺设工作。金威
大修项目时值春节，该公司组织80多名
干部职工和技术人员克服各种困难，经过
16个昼夜努力，超额完成29个子项检修
工作，获得业主单位一致好评。

与此同时，该公司积极外拓市场，克
服时间、空间、施工属地阴雨绵绵等山区
复杂的施工环境，顺利完成四川叙永县
4700立方米液氧低温常压储罐外罐的制
安工序，得到业主单位的认可，为后续合
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李 欣

铜冠建安安装公司一季度实现开门红

本报讯 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引导团员青年学习雷锋无私
奉献的精神，近日，金威铜业分公司
团总支以“弘扬雷锋精神，志愿绿色
生态”为主题，组织志愿者们前往铜

陵西湖湿地公园，开展清理白色垃
圾、劝导不文明行为等生态环保活
动，增强了团员青年的绿色文明理
念，引导他们积极传承雷锋精神。

方 铭

金威铜业分公司团总支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

本报讯 今年来，金冠铜业
分公司奥炉熔炼车间每月定期
组织党员开展反“三违”专项督
查活动，同时动员各生产班组同
步开展反“三违”自查，并将班组
反“三违”自查情况纳入车间每
月对班组的绩效考核中予以奖
罚，从而有效提升了安全生产保
障。

为切实抓好反“三违”，保障安
全生产，该车间在持续广泛宣传教
育的基础上，明确要求全体员工遵
章守纪，并对无视制度的违章违纪
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
息。截至目前，该车间共查处各类

“三违”27起，并依据分公司“三违”
行为分级处罚标准予以处罚，车间
负责人同时还分别对当事人进行约
谈。

柯兆军

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熔炼车间
严查“三违”动真格

3 月 23 日，
铜陵市老新协组
织 36 名离退休
老记者赴义安区
胥坝乡中洲村、
群心村采访美好
乡村建设中的新
人新事新气象。
老记们表示要为
我市美好乡村建
设做出贡献。图
为老记们参观
“群心村乡贤文
化馆”。

殷修武 摄

为 了 进 一
步 提 高 尾 气 净
化效果，近日，
铜 冠 铜 箔 公 司
换 位 线 工 场 对
漆 包 工 段 生 产
的 尾 气 排 放 系
统 进 行 升 级 改
造。图为调试
人员正在进行
设备安装调试。

谢厚群
郑 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