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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铜冠铜箔公司五六工场
溶铜工段通过精细化班组建设，积极打
造创新型、学习型、效益型班组，在节能
降耗方面取得良好效果，该工段全年节
约能源270万余元。

打造创新型班组 不断加大技改力度
“我们积极鼓励班组员工创新，把开

展QC等创新活动作为班组建设的一项必
备内容。”五六工场溶铜工段长丛浩说道。

2018年，该工段经过不断总结与
分析高位槽溢流现象，提出利用超声波

液位计控制泵机频率来达到液位恒定
的效果，实现高位槽无溢流。同时，改
造后4台高位槽供给液泵机的工作频
率，由原先的40赫兹降低为25赫兹，大
大降低了泵机的用电量。针对传统方
法溶铜效率低、能耗大的问题，该工段
自加压力，组织人员对各项数据进行分
析，并不断实践总结，最终通过对喷淋
管进行创新式地改造，合理控制空气抽
送量，使系统溶铜效率大幅提升。不仅
如此，溶铜温度由原来的62摄氏度降
至53摄氏度，鼓风机、酸雾抽风频率以
及外循环冷却泵的频率大幅降低，蒸汽
和电单耗明显降低。

打造学习型班组 提高员工操作技能

“班组节能光靠技改技措是不够
的，跟员工的操作水平也密不可分。”丛
浩告诉笔者，“你看这些泵机和蒸汽阀
门，有些员工就知道何时该关掉一些泵
机和阀门而不影响生产，这一天下来就
能节约上千度电和好几吨蒸汽。”为尽
量减少设备空运转造成的能源浪费，丛
浩定期组织工段员工进行技能培训，让
他们学会如何甄别空运转的设备。

在平时工作中，丛浩还鼓励工段员
工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发现工段中的
能耗浪费点，及时反馈，对可以进行技
改的浪费点，大家共同探讨研究，群策
群力，不断挖掘工段节能潜力。

打造效益型班组 增强员工节能意识

“节能就是效益，丛工在早班会上
经常跟我们重复这句话。”该工段班长
何杰告诉笔者，“他还经常跟我们算节
能账。”多年来，该工段从增强员工的节
能意识入手，通过板报、班组会、宣传
画、标语牌等多种方式，深入持久地进
行节能宣传教育，让员工从心里认识到
节能的重要性。

“只有全员的节能意识提高，我们
通过管理的方法节能才能卓有成效。”
丛浩说道，“现在大家都很自觉地加强
设备点检维护，降低设备故障率。”2018
年，该工段近70台泵机，没有一台泵因
为故障而造成停产，避免停机后再开机
造成的大量能耗浪费。何 亮 李 超

——记集团公司节能先进集体铜冠铜箔公司五六工场溶铜工段

积极打造三型班组 努力挖掘节能潜力

本报讯 金隆铜业公司动力车间
长期致力于工业节能技术的探索与实
践，在余热回收和能源梯级利用领域不
断创新思路、引进新工艺，持续提升能
源利用效率，近日，动力车间主持开发

的“空压机余热回收机组”正式上线运
行。该项目利用空压机压缩产生的热
能与常温生活水进行间接热交换，产生
60摄氏度左右的热水，热水集中回收后
可供员工洗浴使用。

自3月中旬系统投入使用以来，该
公司生产准备中心洗浴用水全部使用
空压机余热回收系统产生的热水，平均
每天可节约15吨蒸汽的消耗。除节约
蒸汽以外，因余热回收装置吸收了部分

压缩空气以及循环水的热量，还具有降
低空气干燥机负荷以及循环水热负荷
的作用，可谓一举多得。该机组的投入
使用，全年可产生经济效益90万元。

王志华

金隆铜业公司动力车间节能增效有成果

本报讯 日前，冬瓜山铜矿掘
进一区自主修复了造价五六百万元
的无轨设备部件，仅此一项为矿山
节约费用近百万元。

掘进一区现有的四台进口无轨
设备MT2000运矿卡车，由于使用已
超过年限，加上超负荷运转，长期受
交变应力的作用，设备的结构件出现
不同程度的疲劳损伤。其中 1 号
MT2000 卡车前机架在中铰连接处
出现裂纹，急需更换，找厂家维修价
格预计最少七八十万。为了不影响

生产，该区决定自主修复，周密制定
维修方案和焊接工艺。首先对裂纹
区进行校正修磨后按照焊接工艺要
求进行修补加工，再按设备原样自制
两块备件在上下两面进行加固，并且
要求设备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并
适时跟踪维修过程与结果，终于使价
值不菲的的大型无轨设备起死回
生。该区自主维修消除了设备劣化
趋势，提高了设备技术性能，而且也
保证了生产需要，节约了备件费用，
消除了安全隐患。 魏居杰

冬瓜山铜矿掘进一区修复设备节约成本近百万元

本报讯 日前，铜冠有色池州公司
党委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党支部书记和
党务工作人员到池州市烈士陵园举行
了缅怀革命先烈暨清明节扫墓活动。

全体人员在革命烈士塔前齐声歌唱《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并庄严宣誓，重温
入党誓词，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 樊 勇

铜冠有色池州公司党委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

本报讯 清明节来临之际，铜冠
铜箔公司合肥铜箔党支部组织党员
和入党积极分子20余人到合肥大蜀
山烈士陵园开展“缅怀忠魂、重温入
党誓词”主题党日活动。

在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的宣誓大
厅，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了入党誓
词。此次主题教育活动，让全体党员

接受了一次深刻的革命教育洗礼，进
一步激发了爱国主义情怀。大家纷纷
表示：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要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
光荣传统，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誓词，
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贡献自己的力
量。

吴云霞

合肥铜箔公司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4月2日，“安徽广播电视
大学铜陵分校土木工程专业实践基地”
正式落户铜冠建安建材公司。双方本
着发展良好关系的愿望和平等互惠原
则，签订了实践教学基地协议书。

当日上午，铜冠建安建材公司“安徽
广播电视大学铜陵分校土木工程专业实

践基地”挂牌仪式举行，安徽广播电视大
学铜陵分校校长姚跃进等与铜冠建安建
材公司主要领导出席揭牌仪式，双方签
署了实践教学基地合作协议。双方观看
了铜冠建安建材公司《企业宣传片》，并
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交流。从企业发展历
程、基本情况、科技发展等方面，铜冠建

安建材公司作了详细介绍。校方也介绍
了电大基本情况及办学特色，同时对建
材公司提供实习基地及对电大的支持表
示感谢。此次校企合作实行基地签约暨
揭牌仪式的成功举行，为校企资源的有
机结合和优化配置，实现共赢发展提供
了契机。 江 君 高 明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铜陵分校土木工程专业实践基地”
落户铜冠建安建材公司

本报讯 3月28日，铜冠建安钢
构公司举办了一场“阳光工程”建设知
识宣贯班，该公司全体管理人员共同学
习了如何筑牢纪律规矩意识，坚守廉洁
从业底线，进一步深化“阳光工程”建设
以及物资采购注意事项，对“阳光工程”
建设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一直以来，该公司高度重视“阳光
工程”建设，并成立了以党政主要负责
人为组长，分管经理为副组长，财务、
商务、经营、综合部为成员的“阳光工
程”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阳光工
程”的实施、监督、检查与考核工作。
该公司坚持以公开为常态，对党务工

作、物资设备采购、财务工作等实施
“阳光工程”，确保各项公开内容更加
透明、程序更加严密，进一步规范企业
生产经营行为，保障员工对生产经营
活动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高
员工的满意度。

陈 潇 谢玉玲

铜冠建安钢构公司积极打造阳光企业

本报讯 为增强炉体突发故障失
控倾转应变应急处置能力，金冠铜业
分公司奥炉精炼车间近日结合车间带
负荷试车以来生产实际情况，制定出
台《吹炼炉炉体失控倾转应急处置方
案》和《阳极炉炉体失控倾转应急处置
方案》，以增强员工安全防范意识，提
高员工面对突发事故的现场应急处置
能力，保障安全环保生产。

两炉炉体失控倾转应急处置方案
明确了车间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及在岗

所有员工等成员职责与分工，并分别
对吹炼炉在放渣、出铜、开风及阳极炉
出铜、进料等炉体转动操作时，可能出
现的因炉体转动失控造成突发事故
时，应采取的处置步骤做出了详细的
规定，以及应急物资准备等方面的要
求。要求一旦炉体出现失控立即启动
应急处置方案，按规定时限和程序进
行现场处置，同时同步向车间、安全环
保部门、公司信息中心报告事故及抢
险救援工作进展情况，目标是将损失

降到最低限度。
凡事预则立。该车间早在去年奥

炉工程项目带负荷试车期间，即开展
了吹炼炉和阳极炉炉体失控倾转突发
事故相关演练活动，并在主厂房内长
期预备两只冰铜包壳，以备不时之
需。同时组织吹炼炉和阳极炉两工序
操作员工反复学习和笔试考核两炉操
作要领和安全注意事项以及应急处置
措施。

姚代臣

未雨绸缪谋安全

4月4日3时30分左右，铜冠（庐
江）矿业公司选矿车间灯火通明，该公
司精矿班班长宋海涛如往常一样对生
产情况进行实时巡查。在走到精矿车
间陶瓷过滤机二层平台处的时候，他
无意间向窗外望去，隐隐约约看到在
铜浓密机精矿管道旁有三个黑影在晃
动。保持着高度警惕的宋海涛马上就
觉得这个情况不对劲，判断可能是一
伙人在实施铜精砂偷盗行动。

为不打草惊蛇，宋海涛关掉了对
讲机用手机向中控室的值班员报告了
这一情况，随即值班员就从监控中锁
定了铜浓密机精矿管道旁的疑似偷盗
现场。与此同时，宋海涛一边打着电
话一边往现场跑去，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并确认了这一伙人的偷盗行为。此
时，偷盗者看到有人过来并没有慌乱，
很镇定地从口袋中掏出200元递给了
宋班长，希望通过金钱买通宋班长，让
他不要声张。宋班长一边假装接受一
边将偷盗者向旁边的深井泵房拉去，
希望通过此举拖延时间等待同事的赶
来。偷盗者觉得是宋班长觉得200元
太少，又从口袋中掏出200元递给了
他。而就在这时，当班的另一名精矿
班同事倪爱民听到中控室呼叫也到达
了现场，偷盗的另外一名同伙见又有
人赶来，连忙又掏出了200元，遭到了
倪爱民的当场拒绝。这一举动彻底惹
火了偷盗者，他们拿起随身携带的螺
纹钢条向宋、倪二人逼近，一场徒手搏

斗一触即发。千钧一发之间，磨浮班
班长杨坤等4人携带器具及时赶到，与
犯罪嫌疑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3名犯
罪嫌疑人见势不妙立马向西南角围墙
逃窜，迅速翻过围墙逃脱。

经现场勘查和监控录像表明，这
三人正是使用电钻、毛毯、铁丝等作
案工具在精矿管道旁实施铜精砂偷盗
活动。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他们，
万万没想到刚用电钻打了个洞就被值
班的宋海涛和倪爱民发现并给予了制
止，他们的行为有效延缓了犯罪嫌疑
人的作业，为后续人员的增援提供了
时间，直接挽回经济损失约数万余
元。

王树辰 孔艳珍

深夜智勇斗小偷 弘扬庐矿正能量

本报讯 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电
解车间日前采纳职工建议，对电解专用
行车接液盘放液阀进行改造，采用直径
20毫米的316L材质螺丝加装皮垫做成
堵头，替代原价格较高的放液阀使用，即
解决了此处阀门受电解液腐蚀渗漏问
题，又节省了备件材料及维修费用。

据了解，该车间自带负荷试车以
来，已多次采纳生产班组建议，对电解
专用行车以及其他生产设备设施进行
了局部优化改进，以最大程度地提高新
上设备与生产实际的实用性，同时有效
降低设备故障率和节约成本。王学军

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电解车间
小改革解决大问题

本报讯 近年来，金隆铜业公司
每年都有职工离开岗位而退休。而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退休人数越来越
多。针对这一问题，该公司人力资源
课积极应对，早部署早落实，将相关
工作做在前头，以确保到龄退休职工
能顺畅办理各项手续。

本月初，该公司就启动了2020年
退休人员筛查及人事档案整理工作。
为消除个别员工因身份证上的出生日
期与档案记载不一致而可能给其退休
带来的障碍，人力资源部门扩大筛查
范围，查阅了200余名职工档案，通过
核实年龄、查阅工作履历等方式，筛查
出了数十名基本满足2020年退休条
件的员工。日前，该公司人力资源工
作人员正在对这些职工的人事档案进
行规范整理，并对档案记载不全或缺
失的材料设法补齐，力求做到既确保
退休审核一次性通过，又保障退休员
工个人利益不受损失。 钱红志

金隆铜业公司
将职工退休审核工作做在前

本报讯 清明节临近，正值春季森
林防火关键期。日前，铜冠铜箔公司铜
箔一二工场多举措加强防火宣传教
育。该工场通过例会、早班会向员工进
行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并积极倡导员工
在清明祭祀时实施绿色祭扫、低碳祭
扫。该工场还利用电子屏、微信群等渠
道，发布文明祭祀和防火宣传的信息，
努力营造文明祭扫的氛围。对因清明
祭祀调休的员工，该工场通过短信和电
话进行提醒，确保防火宣传教育宣传到
每一名员工。 何 亮 吴云霞

铜冠铜箔公司
铜箔一二工场加强防火宣传

本报讯 日前，铜冠机械公司加
工分厂对新入职的外聘职工组织开
展安全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加工制
造分厂的工作环境、危险因素，分厂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设备设施
等。培训过程中，还对新入职外聘职
工组织了一次安全知识考试。随后，
该分厂各工段或班组也对新入职职
工组织了一次安全教育。

王征社

铜冠机械加工分厂
对新入职职工开展安全培训

日前，池州市贵
池区应急救援大队
在铜冠有色池州公
司开展火灾消防预
演，并实地察看了重
点防火部位及消防
设施布置情况，对该
公司消防安全工作
给予指导，为今年八
月份该公司和贵池
区应急救援大队联
合消防演练打下坚
实基础。

余 锋 摄

铜冠建安装饰公司职工日前在更新“安全一家亲”活动的上墙照片（如图）。
该公司深入开展“强化意识，防控风险”活动，逐级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将安全责
任和指标逐级分解落实到岗位，并积极开展“安全一家亲”等活动，进一步加强职
工安全环保意识，确保实现安全年。

王红平 汪锡铜 摄

日前，铜冠（庐江）矿业公司组织员工对作业场所按要求标色。该公司以单位
为平台，在内部各个作业现场推进5S管理工作，推行整理、整顿、清扫，统一标识、
地标、色标，全面创建标杆作业现场。

夏富青 包 民 摄

清明节前夕，铜冠建安钢构公司党支部到枞阳旗山烈士陵园开展了以“瞻仰
烈士陵园，弘扬革命精神，重温入党誓词”为主题的党日活动。全体党员瞻仰了人
民英雄纪念碑及烈士墓区，并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通
过缅怀烈士、激励自身的方式，让党员们重温了党的艰苦战斗历程，引导党员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为企业发展做贡献。

谢玉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