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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矿产品市场变
化起伏较大，安庆铜矿紧盯市场变化，
采取灵活多变的销售策略，积极抓住薄
利空间，创造了较好的经营业绩，截至
10月底，累计销售铜量5728吨、铁精砂
25.95万吨、重介质7.32万吨，共实现销
售收入3.7亿元、账面利润4427万元，
预计全年销售收入4.4亿元，账面利润
力争达到4800万元以上。

自今年初开始，受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因素的影响，矿产品市场始终处在起
伏之中，给有色矿山企业带来很大压
力，为了把稳市场脉搏，安庆铜矿组织

销售人员多方出击，紧盯不断变化的市
场行情，抓住外部市场瞬间即逝的有利
因素取得利益，并根据市场需求，积极
调整产品品质，获取最大效益。自年初
开始，铁产品市场价格一直走低，进入5
月份后，市场出现了一丝转机，为了抓
住机会，安庆铜矿积极展开了铁精砂销
售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入六七月份，铁
精砂价格大幅上涨，这个矿抓准机会实
施高点销售，同时积极组织清理库存已
多年的铁精砂和再选铁精砂产品5000
余吨，大幅降低了成品库存，并获取了
较大的机会效益。

根据市场出现的新变化和客户需
求，这个矿对于再选铁精砂，实施铁精
砂含硫预报，根据预报结果实施分级堆
放，分级销售，截至10月底，共剥离出
含硫相对较低的产品10000余吨，通过
市场竞价销售，每吨增利达140元。与
此同时，调整生产工艺，并组织技术攻
关，提高铁产品品质，并对高品质铁精
砂及时调整销售价格，获取了更高收
益。尤其是这个矿脱硫系统改造的完
成，使铁精砂产品含硫指标大幅度降
低，给市场销售带来了更广阔的空间，
按照矿部要求，销售人员与各方客户展

开高品质铁精砂销售的谈判和协商，获
得一至认可，使销售价格价格基数大幅
提升，每吨增利达90元。

另外，这个矿还抓住今年以来基建
市场对石料产品需求量大的有利因素，
进一步规范石料销售管理，在实现了石
料产品通过上级集团公司平台招标的
基础上，可望实现全年石料销售12万
吨以上，既创造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又
降低了石料堆放造成的安全环保风险。
面对取得的机会效益，这个矿还积极抓
好货款的回笼管理，确保货款回笼率实
现了100%，减少了资金风险。杨勤华

安庆铜矿经营再创新佳绩
瞄准市场 抓住机遇

本报讯 今年以来，金泰化工公司
在竞争压力巨大、市场环境恶劣的情况
下，1 至 10 月份累计生产各类产品
128174吨，同比增长10.65%，完成年
度生产计划的99.01%。其中生产主产
品碳酸二甲酯66235吨，完成全年计划
任务的98.86%。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市场销售困
难重重情况下，这个公司1至10月份累
计销售各类产品127955吨，同比基本
持平，完成年度销售计划的101.15%。

其中主产品碳酸二甲酯销售65175吨，
完成全年计划任务的101%。

今年以来，金泰化工公司坚持以商
务为龙头，继续采用“对冲”模式指导销
售工作，采取直销与分销相结合、外贸
与内贸相结合的营销模式，不断加大市
场开发力度，巩固老客户、开发新客户，
提升终端客户占比。同时加大了小产
品销售，利用小产品价格高位优势，最
大限度提升这个企业的盈利水平。

生产能力上去了，销售是关键，在

强化销售策略上，这个公司主要加强
营销人员业务培训，利用销售员考核
办法，提升销售人员积极性，做好售
后服务工作。相对应的，是这个公司
的生产系统坚持以销定产，持续加强
生产系统各环节管控，加大操作人员
培训力度，优化工艺操作水平，保证
稳产高产，今年生产装置实现连续生
产228天，刷新了这个公司连续生产
历史记录。年度总产量也有望创历史
最好水平。

为了促进生产系统的正常运行，
今年这个公司把设备持续稳定运行作
为生产稳定的重要保障，执行重点设
备定期维护保养制度，加强设备点巡
检，定期切换备用设备，使备用设备
处于完好备用状态。还对部分隔膜泵
进行了更换，基本消除了碳酸丙烯酯
工段管道抖动的安全隐患。完成了生
产系统DCS系统升级和维护保养工
作。

江 君 高 敏

主产品碳酸二甲酯完成全年计划任务的 98.86%

金泰化工公司今年前十个月业绩斐然

“反井钻施工突破3000米大关，不
简单呀！”连日来，这一消息在铜冠矿建
公司竞相传告。

传统的矿山溜井施工采用人工吊
罐法下掘，空间小、风险高、效率低，一
直是矿山基建的硬骨头工程。2012
年，这个公司引进天井钻机械化设备，
优化和改进了天溜井施工工艺，发展成
为矿建施工系统工程中的一项关键施
工方法。

今年以来，承担这项工程施工的机
械化工程分公司立足主业，自我加压，
先后承建冬瓜山铜矿老区、冬采区中段
的通风井、矿石溜井及废石溜井；铜冠
（庐江）矿业公司井下中段的主溜井、矿
石溜井及风井；安庆铜矿井下中段的管
子井、矿石溜井及回风井；铜山铜矿分
公司深部采矿工程；国外和省外工程的
溜井施工任务。截至目前，已完成天井
钻机施工成井3000多米，实现了历史
性的突破。

在冬瓜山铜矿工程施工中，负875
米至负980米中段64线泄水井施工温
度高，由于天井钻机施工位置在水仓
内，水仓与巷道临时坝体落差达到1.2
米。这个分公司选派现场工作能力强
和经验丰富的李忠年担任机长。他始
终坚守在第一线，查看现场，带头在水
仓顶部打悬吊眼，用6台5吨的葫芦吊
起11吨天井钻机，一步一步将钻机安
全移到水仓，280千克的钻杆一根一根
用葫芦吊到水仓。在施工过程中，他带
领一班人用啃骨头精神仅仅用了一个
月时间就完成了泄水井施工，为冬瓜山
铜矿负875米中段采矿解决了排水困
难。负960米至负980米中段17米的
泄水井工程，也只用7天时间就完成了
施工任务，提前为解决冬瓜山铜矿负
960米中段出矿排水困难创造了有利
条件。

反井钻机运输吊装就位是整个反
井钻机安装运输的关键工序，频繁的转
场又是钻机施工最困难的一道环节。
AT2000天井钻机，每台主机总重量约
为11吨，泵站重4吨。这个分公司承
担的冬瓜山铜矿17米的泄水井到150
米通风井，钻机需要来回转场，团山区
巷道窄，从团山区负565米中段到冬采
区负980米中段路线长，要经过长距离

斜坡道运输。从负1000米斜坡道运到
负565米中段施工，由于钻机底部是直
径350毫米轨道轮，加上斜坡道禁止拖
行，完全依靠冬采区进口的6立方米或
者4立方米铲运机装运，增加了施工难
度；铜山铜矿分公司钻机硐室施工主要
在老区，巷道窄、线路长，钻机转场要在
井口进行分解，经过罐笼下去后，用5
米的轨道来回接替才能到达作业面。

针对钻机转场过程中拖行阻力大、
转运时间长、稳定性不好、通过性差以
及对路面造成严重损坏等诸多缺陷，为
适应系列钻机在各种不同巷道内的运
输转场，改善天井钻机在无轨巷道的运
输 困 难 ，2019 年 分 公 司 与 生 产
AT2000天井钻机厂家、长沙矿山设计
院联系，多次到生产一线共同探讨，研
制开发一种能够满足转运要求的轮式
行走装置，完成对现有天井钻机行走能
力的升级改造，目前这个项目已经进入
实质性运作阶段。

在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工程施工
中，由于施工溜井岩石F系数高，对反
井施工钻机钻杆及零件损耗较大。其
中一台AT2000天井钻机施工结束需
返回基地大修，经与厂家联系返厂修理
费用高达百万元。这个分公司决定不
等不靠，内部挖潜降成本。他们组织职
工开展技术攻关，对钻机、钻杆进行全
面清锈、除垢以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同
时在维修中对设备关键部位进行预判，
联系专业探伤人员对内六角大螺钉进
行探伤，发现内六角大螺钉内部有结构
缺陷及时更换，杜绝因内六角大螺钉断
裂而造成工作中钻机、钻杆损坏，降低
损耗。对滚刀在使用过程中效率低、成
本大的问题，也积极联系滚刀生产厂
家，提出建议，督促厂家对其改进，提高
了滚刀使用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

在反井钻施工过程中，设备维护保
养直接关系到工程进展和生产效益。
这个分公司坚持做到重保养轻维修，减
少维修频次，将安全、设备点检纳入绩
效月度考核。分公司根据每个月各机
组的生产绩效实行考核预发工资，保留
一部分工资带入年终总考核，提高了施
工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推进了工程施工
进度。

曾红林 徐 斌

——铜冠矿建公司反井钻施工侧记

钻地三千

日前，冬瓜山铜矿对全矿一线职工下井所携带的呼吸自救器进行全面保养升
级，将新的呼吸自救器粘贴上每位职工的工号和姓名，方便下井人员领取（如图），
保证职工安全健康。 周文强 摄

孔子强调“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
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领导者
如果能够端正自身，那么对于办理政
治这件事，又有何难处呢？如果领导
者不能端正自身，又怎么能够去端正
别人呢？“打铁还需自身硬”这句话用
通俗的语言概括了为政之要，同时也
指出了当前道德教育之所以不得力的

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我们把道德教
育变成了“说教”，认为需要教育的是
下属、是普通百姓。事实上，“身教者
从，言教者讼。”用空话教育别人，只能
导致争吵，用行动教育人，别人才会跟
着做。如果领导者本身行得不正，虽
然屡次下命令，民众也不会服从。

党员领导干部只有作风正派、为
人正直、充满正气，才能真正发挥好带
头、带领、带动作用。正人先正己，风
正好扬帆。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无论自

己从事什么工作、担当什么职务，都要
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一切都要以党
和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以群众需要为

“第一信号”,以群众满意为“第一标
准”，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计较个人
得失；要克服华而不实，飘浮虚荣的工
作作风，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对工作
勤勤恳恳，求真务实；要坚持“两个务
必”，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形象。

李 浩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本 报 讯 日前，铜冠房地产
公司党委按照“发挥特色优势、
培育党建品牌、服务生产经营”
工作理念，“党建+”特色品牌助
推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发挥党建
品牌示范带动效应，针对生产经
营重点难点，以支部党建特色工
作为抓手，使党建工作融入生产
经营，形成党政合力，使党建工
作与生产经营同频共振、同步合
拍，共同推动各项措施落实，实
现“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
促发展”的目标。

助推实体转型发展。物业党
支部以“红色金牌管家”为抓手，
创物业优质服务，努力打造一支
爱岗敬业、业务精良、锐意进取、
勇于创新的党员队伍；绿化党支
部以“播种绿色、传递健康”为引
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为绿化养殖各产业发展提供组织
保障和不竭动力；商场党支部以

“服务招商，保障平安”为核心内
容，在服务招商工作、维修保障工
作中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

助推开发主业升级。置业党支
部以推进工程项目建设为抓手，深
入开展“党旗在现场”，充分调动党
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推动各项工程顺利推进；池州党支
部坚持“以人为本”，把握“驻外工
作”特点，建立“堡垒引路、先锋树
旗”的党建理念，打造出“人心齐泰
山移”党建特色；合肥党支部围绕

“红心向党、倾情铜冠”的特色理念，
推动发展、服务客户、凝聚人心、促
进和谐；工程党支部围绕“降本增
效、服务工程”这一核心，着力增强
成本意识、提高初审水平、发挥模范
作用、提升公司效益。

助推机关转变作风。机关党支
部围绕“五型党支部”创建，即学习
型、服务型、创新型、管理型和廉洁
型党支部创建，创新工作思路、提升
服务水平，提高机关员工的服务意
识和办事效率，建设务实、高效、清
廉的机关,为推动公司转型升级持
续稳步发展，充分发挥机关党支部
战斗堡垒作用。

周尚青

铜冠房地产公司
“党建+”特色品牌助推

企业转型升级发展

安徽省劳动模范叶尚初安徽省劳动模范叶尚初

叶尚初，汉族，中共党员，1929年
12月出生，新中国铜官山铜矿的第一
代矿工。他为了多掘进、多出矿，一到
井下，就像是“上紧了发条的闹钟”，一
刻不停地干活。

不管是凿岩，还是扒矿、推车，别
人一天打1.1米，叶尚初一天打1.3至
1.7米；别人一班一茬炮，他一班打两
茬炮。利用“班前挤一点，班后占一
点，脑子动一点”的“三点”方法争时
间、抢进度，工班效率比其他凿岩工

高出50%。叶尚初身体好，能吃苦，
从出矿工改为打眼工，每天扛着几十
斤重的钻机，面对岩石层，一开钻便
机抖人颤，眼前火花四溅，粉尘弥漫，
不一会儿就迷了眼，塞了鼻。机子渐
渐发烫，仅隔着一层工作服的肩背开
始火烧火燎，溅出的火星烫破了脸
皮，烧焦了头发，一整天下来气喘如
牛，汗湿后襟。他还主动参加松树山

“火区夺铜”突击队，始终走在最前
列，站在最前线。

叶尚初作为一代矿工的典范，赢
得了“矿山铁人”的美誉，“远学王进
喜，近学叶尚初”成为激励铜陵人的响
亮口号。他成为矿山的一面旗帜，是
几代矿工艰苦创业的动力和楷模。叶
尚初先后被评为安徽省“五好”职工、
社会主义新人和安徽省劳动模范。
1964年，赴北京参加全国“群英会”，受
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
见。

陈幸欣

11月24日，2019铜陵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在铜文化园举行，来自世界各地1万 l
千余名选手齐聚古铜都参加比赛。最后，夺得半程马拉松男子冠军为埃塞俄比亚
的Gerba Beyata Dibaba，女子冠军为埃塞俄比亚的Melkam Alemayehu Tassew。

黄春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