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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0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11时08分，随着重18.04吨、长15.65米
的预制排架柱精准落在铅阳极泥冶炼系
统主厂房杯口基础上，标志着这个项目
建设正式进入主厂房结构吊装阶段。

“从现在开始，项目部将以每天8
根预制柱的进度进行吊装，共44根，预
计在一周内完成。整个吊装工程以厂
房伸缩缝为界域屋盖系统吊装组织流
水作业，共分为两个阶段，一阶段吊1
至12线，二阶段吊13至22线，为保障
后续工程内容的正常进行，我们18日
就已经安排进场，预计一区在6月5日
至10日交土建工作面，6月30日完成

所有吊装工作。”铜冠建安公司项目部
负责人都剑介绍，铅阳极泥项目是铜冠
池州公司未来生产经营新的盈利增长
点，意义重大。目前这项工程已进入重
点攻关阶段，项目部配置了技术力量最
强、施工经验最丰富的队伍，按照施工
进度总网络计划，合理组织劳动力有序
进场。各参建部门通力合作，以标准化
管理为抓手，全力推进精细化管理，严
把工程安全关和质量关，相关项目建设
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记者在现场看到，70吨的液压起重
机，伸展着42米的长臂，犹如一个“绿
巨人”矗立在工地上。在现场吊装总指
挥陈国年的指挥下，施工人员采用两组
钢丝绳四点起吊的方法，指挥人员吹着
哨子，打着手势，起重机司机接收到指
令信号后，缓缓地将预制柱从胎模上

“拎”起。同时，工人们用缆风绳将预制

柱一端绑定，以防止预制柱大幅摆动，
随后，缓慢放置在已平整好的场地上，
用道木做垫点，将钢丝绳穿入吊环内起
吊翻身，一层、两层……

“翻身起模时，绳索与预制柱子水
平面的夹角要求大于45度，此操作精
度要求颇高，需要现场所有施工人员的
默契配合。”陈国年向记者介绍。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起重机落钩将
预制柱放到杯口后进行对线工作，以使
柱身中心线对准杯底中心线。在基础
杯口用16个钢楔子（每边四个）做临时
固定，楔子逐步打紧，防止柱脚走动。
预制柱垂直校正和临时固定后，便立即
进行杯口的灌浆工作，经最后固定，再
重新用经纬仪复查预制柱的垂直度，以
确保安装准确无误。

面对工程强度高、控制性节点工期
紧且地质情况复杂等因素，加之建设初

期阴雨时间特别长，给工程建设带来了
不小的难度。项目工作人员鼓足干劲、
科学谋划，每天19时召开例会，汇报当
天工程进度和难点，以第一时间提出方
案，解决实际问题，在充分确保工程质
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

“项目于今年2月28日开始建设，
为保障工期，把握关键时间节点，我们采
取交叉作业、加班加点的方式，借近期的
晴好天气，抢抓进度，自我加压，争取提
前10天完成所有吊装任务，力保工程能
在10月份投产试车，与大家如期见面。”
关于现场进度，都剑信心十足。

据悉，铅阳极泥冶炼系统主厂房工
程建筑面积约2705.58平方米，结构形
式为框排架结构，主跨为预制钢筋混凝
土排架结构，抗风柱抗震设防烈度7
度，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

陈幸欣 任俊堃

——铜冠池州公司铜铅锌冶炼二次资源回收与综合利用项目现场见闻

施工现场 他们用行动“告白”

近日，金冠铜业分公司保全车间点检人员在维修间对前期更换下的净液短路器的轴承及轴承夹板、灭弧套、弹簧
套和绝缘块等进行自主更换维修，并对此设备其他部件及软连接部分进行了清理维护。 肖华兵 摄

泾阳，位于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是中
国大地原点所在地，被誉为“原点之
城”。35岁的赵莹，就来自这个自豪的
小城。作为铜冠电工公司漆包线分厂主
持工作的副厂长，她携裹着关中人性情
中的利索与刚烈，兢兢业业践行着一个
基层管理者的职责。

10年前，从长安大学环境科学与管
理学院应用化学系毕业的赵莹，懵懂地
来到铜陵有色的铜冠电工公司。相较于
落后的关中平原，“虽不甚好，亦可为
之”，成为她鼓励自己坚守下来的最大动
力。相对于曾经的迷茫，如今的赵莹，已
经“日久他乡作故乡”。

“不爱这个工作，不可能留到今天。”
这是如今的赵莹。然而“爱”，不是一个
空洞的字眼。那是因为她本身具有的勤
奋上进、积极阳光、责任与担当。

“一个善于思考、善于学习、善于借
鉴总结创新的青年管理者”，这是这个公
司政工部人员给她的综合印象评价。作
为这个公司漆包线生产负责人，她能拿

出关中汉子身先士卒的豪气：生产上出
现的问题，无论夜晚或休息日，她一定能
第一时间去现场解决，有担当，有责任，
遇到问题从不退缩，总是想各种办法解
决生产上的各种难题。而她的话则是：

“做个事情，要有个结果”。
2年前，赵莹曾做过产品的质量负

责人，在那三年的时间里，她通过自己扎
实的理论功底和实践结合，练就了过硬
的技术及独立工作的能力。她管理的漆
包线质量在她那青葱的年月里，就得到
了国内外客户的一致认可。

2017年10月，赵莹33岁那年，她被
调入位于铜陵经济开发区本部的公司漆
包线分厂，担任生产负责人。刚到漆包
线分厂担任负责人的她，就面临着老员
工退休人数增多，新聘员工持续增加，且
新聘员工因各种原因突然辞职较多的复
杂情况。在生产任务连续增加的情况
下，要提高产品产量，要稳定员工队伍，
她每天晚上会花一两个小时集中思考各
种办法。生产工作很忙，但她鼓励自己

拿出信心来和每一位想要辞职的员工交
谈，了解他们辞职的真正原因，并根据不
同人员的情况进行劝解，以最大的能力
来留住每一位新员工。用情，用理，用长
远观念帮助分析。在她的劝解下，多位
欲辞职的员工留了下来，现在这些留下
的，已经成为车间的班长或者“大梁”。

随着中国质量向全球化迈进，客户
对漆包线的产品质量也随之有了更严
苛的要求，客户要求几乎是零缺陷。且
客户对漆包线的尺寸、物理性能、化学
性能、电性能等标准均高于国家标准很
多倍的内控标准进行检验。赵莹就结
合漆包线分厂新进员工技能水平差，操
作员工待遇基本一致的实际现象，提出

“通过员工操作技能鉴定考试的方式，
以提高员工技能及质量意识”。通过实
践、理论考试相结合，将鉴定结果分为
A、B、C类，拉开绩效考核促进新进员
工学习技能，学习处理质量问题的方
法。2018年5月份，新进45名员工全
部进行了一次实践、理论方面的考试。

为了尽快完成这次鉴定，从方案讨论结
束后，赵莹自己独自完成方案撰写、员
工前期宣传、实践考试内容及标准制
定、理论考试相关要求、结果公布等，前
后仅用了一周多的时间；从技能鉴定到
2018年底，新进员工没有一个再辞职
的现象，而且老员工、新员工也愿意将
身边的朋友、同学介绍到分厂工作。自
此，企业之前的招工难、留人难问题得
到了很好的解决。

作为分厂负责人，赵莹深知样品线
对铜冠电工公司发展的重要性。对于
样品线的生产，从样品线计划的下达到
标准的制定，她都全程参与，生产过程
她更是全程跟踪，从铜杆、漆料、润滑剂
等原辅材料的选择到拉丝、漆包设备的
选择；从拉丝工艺到漆包工艺；从拉丝
过程控制到漆包过程控制；她都仔细研
究，认真记录，直到产品检验结束，她都
会跟踪记录，并形成跟踪记录档案。

去年，铜冠电工公司漆包线面临的
形势严峻，人员复杂多变，客户质量要求
近于苛刻，企业面临严峻挑战。但赵莹
带领的分厂，却累计生产漆包线23014
吨，创造历史新高，产品合格率提升
0.16%，客户退货率下降到0.08%，电单
耗、成本、设备故障率均创历史最好水
平。 江 君 华 伟

——记集团公司“十大杰出青年”赵莹

励志在青春

金隆铜业公司在搞好各项生产工作的同时，不忘回馈职工，服务职工，搞好职
工的文化娱乐生活，兴建的健身馆、羽毛球馆、篮球场、网球场等多种体育设施，免
费向职工开放，供职工健身娱乐。

图为职工正在健身房进行跑步锻炼。 章 庆 摄

本报讯 近日，铜冠铜箔公司池州
铜箔工场自主完成一台特种箔生箔机
阳极母板的维修工作，节省了45万元
的阳极母板制作费用，降低了停机率，
提高了产量。

2018年5月底，特种箔生产线P5
号生箔机阳极母板因出现漏液情况，存
在安全环保隐患，而日本厂家多次现场
维修仍无改善，被迫停机。“由于原阳极
母版是进口设备，原厂订做成本高、制
作周期长，我们只能考虑国内定做。”这
个工场党支部书记周杰告诉笔者。

但由于阳极母板制作难度大，国内
多数设备厂家都不愿意接单。多方协
调后，唯一一家愿意接单的厂家报价
45万制作一块，制作周期为3个月，价
格和周期都超出了接受范围。

“我们能不能自己尝试维修呢？”在
2018年6月的一次党员大会上，周杰
提出了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很快得到
了大家的认可，经过一番讨论以后，党
支部决定由党员维修骨干带头，调选了
经验丰富的维修工及电焊工组成阳极
母板维修攻关小组，尝试维修。

“阳极母板是钛合金构成，而我们
当时对钛材焊接的认知可以说是‘两眼
一摸黑’，能不能修好，大家心里都没

底。”维修攻关小组组长孙有旺说道。在
遭遇疑似漏点焊接初试失败以后，有些
员工出现了畏难情绪。“毕竟是几十万元
的设备，都怕给修坏了，不敢放开手脚去
干。”孙有旺说。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周杰积极给大家做思想工作，组织人员
到相关厂家学习，并协调各部门给予攻
关小组全力支持。经过近两个月的学
习、分析，攻关小组再次对疑似漏点进行
维修，多次尝试多点焊接，但焊点屡次开
裂，攻关小组再次遭遇失败。

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孙有旺通过翻
看学习记录时，意外发现厂家施工现场
在焊接后，会对焊点持续通氩气进行一
定时间的保护，便立马组织组员开始仿
制氩气保护装置。在完成仿制后，攻关
小组再次尝试焊接并最终找到合适的
契合点，钛焊接焊点开裂现象终于被克
服，成功解决了这一技术难题。经过一
个星期的修补攻关，所有疑似漏点全部
焊接完成，并且装机试机成功。经过5
个多月的试用验证，已完全满足现场生
产与需求。

P5号机母板的成功维修，既给其
他的生箔机槽体漏液维修打下良好的
基础，又实现了阳极母板自行维护保
养。 何 亮 潘忠海 陈 辉

进口设备出故障自己修

本报讯 今年以来，铜冠池州公
司把制定的《党建考核指标与评分标
准》作为各党支部工作开展的“指挥
棒”，以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
为出发点，把稳党建执行贯彻“方向
盘”。

一年接着一年抓，一锤接着一锤
敲。下发和组织学习2019年党建考核
指标与评分标准，把全年党建思想政
治工作分成9大类别，设定16个专项
考核指标，每个专项对应若干子项和
分值，以此明确工作目标，唤醒责任意
识，激发担当精神，把党建工作软任务
变为硬指标。这个公司把政治建设和
思想建设作为考核分值最高项，重点
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学懂弄通做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上强化考核。高度重视每年
的党建考核工作，坚持一年比一年严，
一年更比一年细的原则抓好党建考核

工作，不断规范完善基层支部考核方
式方法，在推动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提
高基层党建工作质量和水平等多方面
发挥了“指挥棒”的引领作用。

继续推动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工
作深度融合考核，围绕生产经营中心
任务，激发基层党支部发挥组织力
量。充分运用好党建品牌创建这个载
体，组织开展“党员示范岗”“四强四
优”争创等活动，握紧执行贯彻“方向
盘”，促进生产、经营、项目上的业绩突
破，为实现池州公司年度方针目标和
改革发展重点工作导航定位。

开展党建季度检查，对照考核标
准抓落实。定期对6个党支部党建开
展情况深度“体检”，把问题导向、目标
导向、效果导向贯穿始终，促进各党支
部及时发现工作短板，大力在执行力
度和整改落实上下功夫，以更强的政
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发挥党支
部战斗堡垒作用。 张 军

铜冠池州公司
亮出党建考核“指挥棒” 握紧执行贯彻“方向盘”

本报讯 日前，铜山铜矿分公司着重强
调落实峰谷用电制度，错峰开球、开泵、开
车，在成本控制上想实策出实招。

“我们运转区是用电大户，节能降耗有
潜力可挖。”

“我们在新副井罐笼实行整点走钩。”铜
山铜矿运转区区长黄立贵一路走一路给笔
者算他的节能账。

“整点走钩，每天少走5到8钩，走一钩
需要50千瓦时，1千瓦时7毛钱算，少走5
钩省了 175元，一个月就 5250元，1年就
60000多元。”黄区长打开手机，向笔者解说
峰谷分时用电费率示意图，“我们尽量避开
红色9时到12时，17时到22时的峰时用
电。”

“峰电0.8971元，平电0.6047元，谷电
0.3785元……”黄区长盘算着他的小九九，
和笔者来到了压风机房,“我们现在杜绝峰
电试机、试泵和大型设备。”

“对于空压机节能我们是从2个方面落
实的，第一以回收空压机的余热通过循环水
为员工浴室提供热水，空气能加热为辅；第
二是采用削峰填谷，调节供风量，调整作业
班次，三班制均衡生产，以前开机是750千
瓦时，现在峰电时只开500千瓦时,增大早
班和晚班的工作量和用风量，在用电量同等
的条件下，每天可节约300元的电费，一年
下来我们可节约近11万元的费用。”

“对于主井提升，我们采取低谷备矿，以
夜班提升为主；负658米中段泵房早班低谷
开泵排水……”黄区长如数家珍一般介绍自
己单位在用电节能方面的措施和办法，真是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就如同居家过日
子，勤俭节约方能长兴不衰。树立“点点滴滴
降成本，分分秒秒增效益”的节能意识，不仅
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能汇聚企业
员工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余 飞

铜山铜矿分公司强化落实峰谷用电制度

日前，铜冠
（庐江）矿业公
司矸石项目最
后一批皮带输
送机设备到货，
标志着这个项
目机械设备供
货全部完成，为
在规定时间节
点完成设备安
装及实现重负
荷联动试车提
供保障。

占 生
邢应甜 摄

本报讯 今年来，铜冠冶化分公
司以加快落实沿江一公里范围内化
工企业整改措施为机遇，开展全面提
升行动，全力夯实基础和苦练内功，
全面提升公司发展综合实力，力争达
到同行业领先水平，促进高质量发
展。

这个分公司围绕今年年度方针

目标，以效益为中心，把全面提升工
作行动作为主攻方向，围绕公司实
际，咬定安全、环保全年无事故目标，
实现环保超低排放防控风险，要求全
年确保硫酸70万吨、球团110万吨、
发电14000万千瓦时。通过开展沿
江一公里化工企业整改提升、安全环
保提升、5S管理提升、生产管理提

升、设备管理提升、产品质量提升、理
论研究及运用水平的提升、盈利能力
提升、发展能力提升、全员素质提升
等“十个”提升。真正做到对症实治、
标本兼治、注重长效，稳步实施全面
提升计划，争做行业标杆，领跑同行
业。

夏富青 朱长华

铜冠冶化分公司开展全面提升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