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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铜冠冶化分公司硫酸车间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开展“奉献在周
末，我做先锋人”主题党日活动，来自该党支部的21名党员手拿扫把、铁锹等劳动
工具，对该车间硫酸电除雾区域进行了集中清理。 章 健 摄

11月21日3时，经过月山矿业公
司机动车间22名施工人员20个小时
的连续奋战，该公司龙门山主井提升
四条800米的提升钢丝绳顺利更换完
毕，并一次性试车成功。

该公司龙门山主井提升系统四条
首绳均长800米，直径19.5毫米。由
于钢丝绳达到了规定使用年限，该公
司机动车间决定利用月度小修时间进
行更换。

该公司高度重视此次换绳工作，
为保证换绳工作顺利进行，换绳期间，
该公司机关职能部门管理、技术人员
现场负责技术指导和安全监督。该公
司机动车间组织施工人员严格按照施
工方案进行施工，先将旧绳带新绳，用
两台20吨葫芦人工起吊11吨重的平
衡锤进行绳头切换，再用新绳带旧绳，
将旧绳回收。为避免在拖拽新绳过程
中与地面摩擦而受损，在新绳下面每

隔两米摆放旧枕木作为保护桩。
在作业现场，处处都是施工人员

忙碌的身影。他们发扬月山矿业人的
老“铜牛”精神，克服困难，团结协作，
在他们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保质、保
量、保安全完成换绳任务。该公司主
井提升钢丝绳的顺利更换，保证了提
升“大通道”的安全畅通，为生产正常
运行打下了基础。

张名胜

齐心协力更换主井提升钢丝绳

11月22日，矿产资源中心第二项目部在冬瓜山铜矿负670米、负713米、负
730米中段各施工硐室内，开展中毒事故现场处置方案应急演练，检验作业人员在
现场自救及处置后相关人员事故汇报能力。 萨百灵 高兴宇 摄

本报讯 近日，铜冠池州公司铅系
统为期4天的检修任务顺利完成，为年
末生产稳定夯实基础。

检修期间，该公司生产部、铅分厂、
动力保全精心谋划，积极抓住主线不
放松：每天8时的布置会，17时准时
召开由公司分管领导参加的检修任
务进展汇报和协调会。在各相关部
门及维保队伍的大力协作和支持下，
在不到 4天的时间里，完成了对铅余
热锅炉凝渣管束和制酸第一热交换
器的更换；两台制酸板式换热器及多
台酸冷器的拆除清洗和近 50米主烟
气管道等清理，实现了电收尘热风吹
扫技改安装等60多项工作。目前该公
司铅系统经过检修后，生产态势稳定，进
入年末生产大冲刺阶段。

曹跃文

铜冠池州公司
顺利完成铅系统月度检修任务

本报讯 11月 14日，矿产资源
中心举办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培训
班，就意识形态工作、党务知识、纪检
监察、党纪党规、综合治理等开展辅导
讲座，70余人参加培训。这是近年
来，矿产资源中心深化党员经常性教
育工作的一个缩影。

今年年初，矿产资源中心制定了
年度教育培训计划，为党员学习提高
创造了良好条件。

根据计划，一年来，该中心完善
学习形式，将集中培训、集体学习、

个人自学和组织生活、实践锻炼有
机结合，坚持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学习
形式，以集体带动个人，引导党员
根据自身实际和工作需要，利用业
余时间自学。

教学模式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
该中心灵活运用讲授、研讨、观摩等模
式，探索出了“课堂+现场”的教学方
式。今年，该中心多个基层党支部
组织党员前往渡江战役纪念馆等场
所延伸红色教育，在缅怀革命先烈

的同时，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
传统。

信息化手段在这里得到了创新运
用，该中心还以党员远程教育平台、

“学习强国”等平台为载体，实行
线上和线下的联动整合，扩大党
员经常性教育的覆盖面，强化学
习教育的精准性，提高碎片化学
习时间的利用，提高党员学习的
效率和实效。

萨百灵 李 浩

矿产资源中心深化党员经常性教育工作

在金隆铜业公司关键和进口的生
产设备检修现场，始终活跃着一支召
之即来、来之善战的维修队伍，他们
就是工程技术分公司金隆项目部

“内修”——机、电、仪设备维修班。
芬兰进口的单圆盘、双圆盘在

金隆铜业公司是A类设备，预防维
修、保证设备出铜时连续、可靠、安
全运行，直接关系到该公司的正常
生产。为尽心做好维修服务工作，

工程技术分公司金隆项目部坚持做
到在每次生产出铜前，派出维修保
养班组对机、电、仪设备进行检查调
试。每周，维修人员积极配合生产
操作人员做好如齿轮和机械传动件
加油、所有连接件螺栓紧固、电气自
动控制传感器和限位开关调整校
验、电机驱动和测速装置检查和紧
固调试等各项维保工作，所有检查
内容维修人员做到一丝不苟、精益

求精。近日，在维保过程中，电仪
维修人员在水槽上检查位置开关时
发现自动顶起位置传感器底脚松动
且紧固无效，检修人员立即下到流
水沟内，在狭小的空间里，用最短
的时间更换了位置传感器，确保了
圆盘阳极板在水槽内顶起控制自动
运行准确无误，以实际行动做好精细
化维修服务。

陈定发

精细维修服务保生产

本报讯 日前，铜冠（庐江）矿业公
司对中层管理人员进行2019年民主测
评。本次测评由职工代表测评、中层管
理人员互评、矿业公司领导测评综合形
成，分别对中层管理人员的德行能力、

领导能力、谋划能力、廉洁情况、学习创
新能力五个方面表现进行民主打分。
最终测评情况将运用于年底管理人员
综合考核中，并做出优秀、称职、基本称
职以及不称职的综合评价。 王树辰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开展中层管理人员民主测评

本报讯 近年来，铜冠铜箔公司以
服务企业生产经营为出发点，全面提升
档案管理能力，提高档案管理水平。

一是严格档案管理制度，进一步明
确各方的职责分工，使档案的收集、整
理、归档、借阅等工作日常化、规范化、
制度化，使归档验收、阅档审批、借档催
收等制度得到全面规范的落实。二是

对所有档案信息皆采用“实体化＋信息
化”的管理方式，做到实体与虚拟的同
步，对所有档案进行分类编号，使档案
的再次查询时间大大缩减，提高了工作
效率。三是加强档案管理人员学习，增
强业务素质，对档案资料随时进行收集
整理归档，不积压，不在限定归档日期
前突击整理。 何 亮 郑 萍

铜冠铜箔公司强化档案管理工作

本报讯 冬瓜山铜矿采矿工区认
真做好“三保证”，持续推进5S管理工
作，使5S管理逐步进入制度化、标准化、
常态化管理的轨道。

该区将5S管理融入日常生产管理
之中，同时注重结合，做好“三保证”。
一是保证安全生产与管理标准化相结
合，加大现场环境整治力度，保持现场
干净、整洁、安全、有序。二是保证与
标准化班组建设相结合，重点抓好各
班组5S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促进标
准化班组建设工作全面达标。三是保
证与降本增效工作相结合，重点查找
跑、冒、滴、漏现象，杜绝各种浪费。并
不断优化操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降
低生产成本。同时，培养员工良好的
行为习惯，不断提高员工素养，形成

“自主管理、持续改善”机制，全面提高
全区5S管理水平。

周文强

冬瓜山铜矿采矿工区
5S管理做好“三保证”

本报讯 金隆铜业公司精炼车间
认真落实车间管理人员值班跟班“三
到位”制度，即时间到位、人员到位、
责任到位，让员工现场听到风险提
示，看到规范操作，感到践行安全的
具体行动。

该车间严格执行管理人员值班跟
班制度，旨在达到严格要求、严格管理、
严格监督、严格执行的目的。要求车
间管理人员在跟班值班时，必须要
与职工同时上下班；要深入现场，
做好全车间属地范围内的巡回检
查工作，查出问题和隐患要及时汇
报、纠正或予以解决。同时管理人
员要做好自检、自查和生产管理工
作，做到细致检查记录、参与交接
班，处理解决生产运行中存在的问
题，充分发挥值班管理人员的监督检
查、协调处理等职能，保证实时生产安
全平稳运行。

刘 胜

金隆铜业公司精炼车间
管理人员值班跟班“三到位”

11月20日，冬瓜山铜矿大团山工区出矿主力设备的进口电动铲运机电机轴
承损坏，如不及时更换，将严重影响正常出矿。该区维修人员在作业空间狭小，没
有此类电机更换经验的情况下，大家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采取应对措施，钳工、起
重工、焊工多工种合作，拴钢丝绳，挂葫芦，割螺栓（如图），历时两个班的时间，圆
满完成电机更换工作，有力地保证了矿山生产正常衔接。 刘志刚 摄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强化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近日,技术中心对
本单位廉洁风险防控进行全面安排部
署，廉洁风险防控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技术中心结合所处行业及组织机
构设置特点，将权力行使的重点领域、
内部管理的重要岗位、与外部市场联系
密切的关键环节作为此次风险防控工
作的重点，岗位覆盖率达90%以上。
活动实施按照“一岗双责”制度，确立各
党支部书记为风险防控工作第一责任
人。在风险等级评估环节中，同岗位以

及单位（部门）风险等级经单位（部门）
自评、所属党支部初评、领导小组办公
室综合评定后由领导小组最终审核评
定，层层分级管理确保风险岗位查找无
遗漏、风险防控工作有重点，为后期技
术中心廉洁风险的分析、预测、防控提
供强有力依据，切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
制约和监督，提升技术中心广大干部员
工的廉洁风险意识和自律意识，加强对
廉洁风险的预警和管控能力，有效预防
和降低廉洁风险的发生。

陈梦秋

技术中心廉洁风险防控工作有序开展

本报讯 今年1至10月份，金泰化
工公司累计生产各类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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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主产品丙二醇59007吨，
完成全年计划任务的102.62%。在这
一系列数据的背后，是该公司实施技术

创新的显著成效。
今年以来，该公司首先大力组织开

展课题研究活动，为生产的持续推进作
保障。年初，该公司拟定10个课题，成
立课题小组，制订课题研究进度计划，
定期组织召开技术交流会，确保课题按
进度进行。

其次，该公司针对生产需要，大力

开展QC攻关活动。该公司先后成立
11个QC小组课题组；建立了微生物操
作室，安排技术人员就尾气处理和污水
处理开展相关工作研究。

针对生产的技术改造，该公司今
年完成了高纯碳酸二乙酯系统增加塔
技改工作，高纯碳酸二乙酯产品提质
达到预期效果。SIS系统已完成安装

调试工作，预计今年年末完成验收投
入运行。

此外，该公司不断加强质量计量工
作。完成了计量器具检定任务，同时开
展检测工岗位技能及安全培训工作，通
过专业技能培训和现场示范不断强化
员工岗位技能。

江 君 高 敏

金泰化工公司技术创新成为生产的“助推器”

本报讯 走进铜冠房地产公司观
山名筑项目施工现场，呈现在眼前的
是热火朝天、一派繁忙的景象：外墙石
材铺贴、电机切割轰鸣、装土车辆来来
往往……

“趁现在天气晴好，项目施工要加
班抓紧干，等到天冷后，再赶工期不切
实际。”该项目经理程国兴说，观山名
筑项目工程已经进展到后期，多种分
包作业同时施工，协调做好各分包之
间工序衔接非常重要，协调不好，就
会耽误工期。

为确保施工有序进行，该项目经理
程国兴带领项目各方精细策划，从内部

管理到外部维稳，从工程技术到施工质
量，确保做到策划到位、劳动力到位、材
料到位、管理到位。

笔者在现场了解到，前段时间，由
于该工程外墙石材供应缓慢，给工程进
展带来一些困难。“石材供给一个星期
才来2车，按那时石材供货速度，最少要
到12月份石材才能全部供货到齐。石
材供应厂家来自山东，北方冬季雾霾严
重，为减少雾霾影响，12月过后很可能
那边矿山明令禁止开采石材，若这情况
真的发生，那还不知道要耽误多少工
期。”现场一位技术人员道出了那时工
期的紧张感。

面对石材供应困难，该项目部及时
组织总包单位与幕墙分包单位沟通协
商，最终定出让分包商由原先向一家石
材厂家采购改变成同时向两家厂家采
购，并安排专人到采购地点跟进，以此
满足工程石材需求，优先供给，确保在
11月底之前幕墙工程石材全部供应到
位。通过这种策划，最终在11月中旬，
幕墙工程所有石材全部采购完毕。

项目工作人员坚持每周召开工程
例会，汇报本周工程进度和难点，以第
一时间提出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的
态度，来加快工程建设。

目前，观山名筑项目幕墙工程还剩

下住宅8号楼、商业5、6号楼部分未完
成，计划12月10日之前完工；地下室耐
磨地坪施工计划11月底前施工完；电
梯安装工程目前8台住宅电梯已安装完
毕，还剩7台商业电梯正在加快安装，计
划12月15日之前完工；下一步待景观
招标完成，开始景观建设施工。

观山名筑项目位于铜陵市人民医
院东侧，建筑总面积86912.41平方米，
包括商业1-6号楼、住宅8、9号楼及二
层地下室，其中地上面积60036.71平方
米，地下面积26875.70平方米，住宅8、
9号楼共352户，预计明年5月份交付
使用。 王月中

铜冠房地产公司加快观山名筑项目建设

11月22日，时值北方寒冬，远在内蒙赤峰的金剑铜业项目电解车间内仍是一片繁忙景象。为确保12月份电解机组
的安装顺利实施，铜冠建安内蒙金剑项目部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机组设备基础和平台的土建施工。业主、监理和施工三方
经过讨论确定了“暖棚法”专项冬期施工方案，为保证冬季混凝土施工质量，现场采取搭设暖棚、铺搭棉被、架设暖风机等
升温保温措施，并采取施工管理人员24小时现场值班模式确保施工质量和安全。

夏富青 李晓铃 摄

铜冠建安内蒙金剑项目部开展冬期“暖棚法”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