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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金威铜业分公司在长
期亏损的困境中不气馁，不松懈，紧
盯市场，加快结构调整与产品转型
升级步伐，大力降本增效。正是通
过自强不息，这个公司今年成功实
现了厚积薄发，生产经营取得了历
史性突破。1至 10 月份累计生产铜
板带 40998 吨，实现营业收入 18.62
亿元，预计完成利润710万元。这不
仅提前完成了全年效益目标，公司也首
次摘掉了投产以来长期亏损的帽子，实

现了破茧成蝶。
金威铜业分公司自建成投产以来，

因生产设备及市场环境变化等诸多因
素，导致公司投产后一直陷入亏损的泥
潭。为摆脱困境，近年来，金威铜业分
公司在积极加强设备及工艺技术改造，
致力于补短板的同时，坚持中高端发展
方向，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并通过加大
产品质量、生产、设备等关键环节的管
控力度，确保生产高效运行，并取得了
积极成效。

在“量”上实现了突破。围绕市场
核心，将客户开发作为第一要务，发挥
营销龙头作用，不断开拓中高端市
场。特别是面对今年中美贸易摩擦升
级和铜板带产能过剩带来的残酷竞争，

制定了有效的营销策略，主动应对挑
战，重点加强了公司优势产品和加工费
较好的高端产品生产和销售，加大产销
结合，实现精细排产，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取得了施耐德、西门子、华鹏等重点
客户较高份额的订单。1至10月份累
计产量 40998 吨，较上年同期增加
1689吨；累计销量40702吨，较上年同
期增加1036吨，实现了产销平衡，产销
两旺。

在“质”上实现了跨越。公司通过
坚持质量为纲不动摇，今年多次开展
IATF16949 质量管理体系项目的培
训，不断完善和修订公司“三大标
准”。进一步加强了有效质量积分制
考核，严格执行工艺流程和操作规程

的标准化，重点提升产品品质，针对质
量工作难点和薄弱点，积极组织新产
品和工艺攻关活动。不断强化“5S”管
理、设备改造、工艺改进等，促进产品
质量的不断攀升，加工成品率得到进
一步提升。

在“降”上取得了成效。抓住成本
这一“牛鼻子”,实行严格全面预算管
理，深入开展降本增效，抓住产品的产
供销、物流仓储、动力单耗、材料单耗等
关键环节的节支降耗管理。严格成本
控制，加快现场在制品的流转，努力降
低库存量，严格控制金属占用量。加强
峰谷用电考核，奖谷罚峰。每吨加工成
本同比下降846元。

王红平 黄军平

金威铜业分公司扭亏为盈

本报讯 今年来，铜冠房地产公
司利用企业绿化产业优势，精准扶贫
枞阳县钱铺乡鹿狮村，在鹿狮村发展
花卉、苗木种植，建立合作社、形成产
业链，既扶贫，又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带动旅游业，形成一条种植与观光产
业相结合的脱贫致富之路。今年又
投资 13.67 万元，种植苗木 1000 余
株，服务40余户贫困户每年产生固定
收入。

铜冠房地产公司在充分调研村经
济特色、产业特点、土地实际以及贫困
村民需求基础上，充分考虑鹿狮村的
生态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实际需要，认
真研究推进产业扶贫方案。建设观
光价值的经济林木苗圃建设工程项
目已经实施完毕，通过租用贫困户闲
置土地、提供苗木、支付贫困户苗木
种植与管护费等，并积极推动当地苗
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成立，既增加贫
困户的收入，拓宽了贫困户脱贫思
路，提升了贫困户脱贫信心,又有力
地推动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得到了
当地村民的一致好评。

在精准扶贫中注重扶贫先扶智，
在落实好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通过领导班子和驻村干
部向村民、村委会以及扶贫对象传授
养殖、绿化等生产方面的知识。同时
做到“请进来”，组织扶贫对象到铜冠
房地产公司东湖养殖场、德先绿化公
司现场培训家禽、水产养殖和苗圃种
植、园林绿化等相关知识，提高扶贫
对象的致富技能。利用培训的成果，
鼓励自主养殖，发展种植、养殖合作
社。从而激发鹿狮村贫困人口自我
脱贫的内生动力，增强自我发展能
力，破除“等、靠、要”思想。

深入农户送温暖，扶贫慰问暖民
心。根据贫困户的实际需求，铜冠房
地产公司班子成员多次深入到扶贫
对象家里，向贫困户宣传各项扶贫政
策，为他们送温暖送关爱。同时选派
一名科级干部担任驻村扶贫工作队
长，及时了解村情民意，及时走村串
户调查研究，在村委日常调研、决策、
管理、帮扶、思想政治等工作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坚持推进文化下乡、助
学活动，今年10月在鹿狮小学开展助
学捐赠活动，捐赠书籍200余册，学习
用品31套，惠及学生30余人。

周尚青

铜冠房地产公司
精准扶贫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铜冠电工公司铜材分公司生产团队
现有员工 170 多人，近几年来，他们
凭借”超越自我、敢为人先”的精神理
念，克服困难和不利因素，通过技木
攻关，严格标准化建设，推进技能培
训等手段强化管理，不论从现场操作
维护，还是技术条件保持始终走在铜
冠电工公司各分厂的前列，今年1至
10月份这个分公司生产铜杆163929吨，
生产铜丝45860吨，完成全年计划的
88.2%。其中，10月份铜杆产量19539
吨，创历史新高。

创新是提高产品质量的不竭动
力。今年，为提高产品质量，生产高
质量的低氧光亮铜杆，为漆包线生
产提供优质铜丝，铜材分公司主动
承担起生产漆包线用铜杆的任务，
并探索出在现有原材物料质量状
况下提升指标和铜杆质量，稳定生
产漆包线用铜杆的有效方法和措
施，为漆包线产品质量提升提供优质
铜杆。

严把质量关，在员工中树立“质量
就是饭碗“的理念，对每个工艺环节精
操作、严要求，严格执行岗位操作标准，
有效提升产品质量。为防止铜液过氧
化，保持竖炉、保温炉达到微还原性
气氛，通过对燃烧气体成分的测定，
自动调节燃烧空气和天然气混合比
例，使铜杆含氧量达到质量标准要
求。采用独立的交流变频电机驱
动，调节各机组轧辊的精度，降低
轧辊的单位消耗量，提高产品的表
面质量；通过控制保温炉倾动速度
和铜液流出量，保证连铸机、轧机
连续生产和运行的稳定性。从连
铸连轧线到探伤涂蜡等工作严把
过程控制，同时，由跟班值班长、组
长对重点部位进行重点处理，并做
好详细的铸轧记录，同时要求值班
长对铸轧过程中铸造组织完全转
化，凝固时铜液静压，无中心缩孔，产
品晶离细化及时处理，减少拉制过程线
材断头率，提高后道工序轧制和拉制产
品质量。

开展技术创新，鼓励员工在日常工
作中发挥聪明才智，积极探索新的生
产工艺，研发创新项目提高生产效率，
提升产品合格率。制订出台了漆包线
用优质低氧光亮铜杆生产实施方案及
相关操作标准。严格工艺技术条件保
持和细化连铸连轧线和炉面维护操
作、加强冷却系统监控等工作，实现降
低能耗和环境无污染运行。经过广大
员工们的不懈努力，铜杆生产的各项
指标稳步提升，铜杆含氧量达标率明
显增加，确保了漆包线用生产所需要
的优质铜杆。

努力掌握专业知识，提升业务技
能是员工提高自身素质的根本，也是
干好工作的基石。这个分公司注重员
工专业素质的提升，树立竞争上岗的
危机意识，培养员工“干一行、爱一行、
精一行”。除了经常组织员工参加公
司本部、分公司的各种培训，还通过开
展专业技术知识培训，在员工中营造
浓厚的比学赶帮超学习氛围。他们充
分利用各种工余时间，组织员工学习

专业知识，提升
综合素质；在日
常工作过程中，
开展“传帮带”活
动，师傅们将成
功的经验、优秀
的习惯、过硬的
技术快速而有针
对性地传递给徒
弟，增强员工之
间的沟通能力与
团队协作意识；
每周的安全生产
例会，设立员工
谈自己一周遇到
的问题和收获环
节，在这个环节
提出来的问题，
经过全员讨论寻
求 最 佳 解 决 方
案，在全体员工
中开展”征集合
理化建议”“我为
安全建言献策”

“制作现场改善
提案”活动，引领
员工主动参与到
分 公 司 管 理 中
来，形成“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
使“的工作氛围。

此外，这个
分公司始终坚持
技术条件的合理
保 持 和 最 佳 匹
配，确保低氧光
亮铜杆生产的平
稳运行，管理人
勤查看铜杆溶解
运行的曲线，出现燃烧气体成分波动
及时处理。通过竖炉熔化在线控制多
图数据曲线图，综合评判各种数据，合
理组织绕杆任务，根据溶解分析数据，
有针对性地调整指标，保持铜杆的合
格率，为漆包线用铜杆的生产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良好的现场环境是保证生产指标
的基本条件。整洁是这个分公司的
最大特色，地面干净整洁，工器具码
放整齐、井然有序。专人负责设备保
养及卫生清洁，提高设备的利用率，
降低维修成本。从细节入手，加强
对熔炉的保养维护，杜绝设备跑、
冒、滴、漏，对现场散落的铜渣等零
容忍，要求广大职工对现场发现的
问题做到发现一处，处理一处，通过
现场 5S有效管理，现场环境得到明
显的改善，减少外部因素对铜杆质
量的污染，也提高了职工的工作积
极性和作业的环境安全。与此同
时，这个分公司严格班组建设的标
准，加强班组劳动竞赛活动，不断地
修订、补充和完善各种班组建设考评
标准、工作条例，以制度来约束、规范、
细化、量化班组工作，使班组建设工作
做到有章可依，有据可查，促进班组管
理标准化、规范化。

华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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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
任担当”是动力厂党委充分发挥国有企
业党组织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的
根本遵循。作为世界500强铜陵有色
集团公司所属唯一一家能源生产服务
单位，动力厂党委把保障有色集团公司
矿山、冶炼、机械、化工等企业正常生产
当成使命，把抓好安全生产环保视为

“天字号”工程。按照“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总要求，以
党建工作融入安全生产，让党员参与安
全管理为有力抓手，推行“党建＋安全”
实践，全力打造“红色先锋”品牌。

针对企业供水、供汽、供电生产点
多面广的运行特点，厂党委盯紧安全环
保薄弱环节不放松，成立了4支党员安

全环保先锋队。明确规定每个队10人
组成，不足10人的支部党员全部参加，
每个先锋队在党支部书记带领下进行
专项安全环保隐患排查和“反三违”整
治。通过举行先锋队授旗仪式，坚持开
展单位安全环保互查，落实党员安环先
锋队考核奖励办法，组织集中行动，实
施重点隐患攻关，全厂50多名党员先
锋队员统一工装，统一安全帽，统一配
戴袖章奋战在安全环保第一线，形成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营造了党建融入生产
的浓厚氛围，带动了广大职工安全环保
防范意识不断提升。

厂党委根据热电车间是环保类国
家控制企业监管对象，同时也是安全、
消防、特种设备等重点监管对象的实际

情况，将热电车间、维修车间以及新源
单位党员，组建成了联合“党员安环先
锋队”进行重点部位安全隐患排查行
动。按照月度有计划、活动有内容、行
动有效果的步骤，先后对锅炉、汽机、燃
运高空巡检，化水酸碱罐区顶棚瓦、钢
梯腐烂，消防器材维护保养等问题进行
检查并及时处置。特别是在热电干煤
棚棚顶施工现场，“党员安环先锋队”
咬住40多米高的棚顶维修安全隐患问
题，采取盯紧操作、盯紧时间、盯紧现
场、跟班监督等多项措施，克服高温带
来的种种困难，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打赢了这场安全施工攻坚战役，保障了
工程安全顺利完工，为热电车间供汽、
供电稳定生产提供了保障。

今年以来，动力厂基层党支部抓安
全环保与抓党建双轮驱动，齐头并进，
相得益彰。通过打造“红色先锋”品牌，
党组织“围绕安全做工作、进入管理起
作用”的优势逐步强化。党员安环先锋
队队员每天佩戴袖章，坚持日常巡查已
形成制度。广大党员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树立了“党员身边无事故无违章”
标杆形象，达到树起一面旗，带动一大
片的效果。截至目前，这个厂党员安环
先锋队组织活动累计11次，共发现安
全环保隐患问题16个，先后采用“闭环
销号”方法均得到处置。“红色先锋队”
助推了企业安全、和谐、稳定、健康发
展。

罗 鹏

动力厂党委推行“党建＋安全”全力打造“红色先锋”品牌

王晋平的履历里，填满了许多数
字，它们记录着一个检测分析研究员
工作中的众多闪光时刻。

进入铜陵有色技术中心化验室，
王晋平一直从事原料、中间产品、定量
分析等检测分析工作。从1997年到
2000 年，她的个人产值逐年上升，
2001年更是在分析战线上取得了骄
人的业绩：她所负责的班组全年实现
产值34.3万元，创利10.2万元，人均创
利2.55万元，完成各类样品总量3710

只，实现产值18.78万元，创利6.28万
元，工效超过部颁标准的80%以上，五
年来累计奉献工作日达300个以上，
创造了所在化验室成立五十年来个人
实现产值、利润的最好水平。

王晋平是开拓的，是创新的。她
负责的铜陵有色及技术中心科研项目
7项，其中《高纯阴极铜中18个杂质元
素分析》荣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QC成
果优秀奖。她率先完成的1号、2号电
金、电银分析，填补了铜陵市这项金属

分析的空白，极大地方便了客户，仅此
一项5年间创效60万元。1997年至
2001年期间，她新开展分析项目15
项，当中的选矿系列药剂丁铵黑药、新
型黄药成份分析及铅、钙、锡等新型材
料的成份分析，填补了铜陵有色此类
产品化验项目的空白。

2001年，王晋平获得铜陵有色劳
动模范；2002年，王晋平荣获安徽省
劳动模范。

萨百灵

安徽省劳动模范王晋平安徽省劳动模范王晋平

11月25日，冬瓜山铜矿技术人员正在井下负1000米监控调度站进行监控调
试机车运行情况。

这个矿井下负1000米运输有轨双机牵引无人驾驶运输及智能调度系统目前
已基本调试完毕，进入试运行阶段。项目建成投运后，这个矿井下负1000米运输
作业现场将实现无人驾驶操作。漏斗放矿、运输、卸矿等操作环节将全部实现人
员远程控制，达到“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提效、生产安全性”的良好效果。

左 勇 摄

冬瓜山铜矿井下负1000米运输智能调度系统试运行

国家统计局11月27日发布数据，1
至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利润总额50151亿元，同比下降2.9%，
降幅比1至9月份扩大0.8个百分点。

1至10月份，在41个工业大类行
业中，30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11
个行业减少。其中，电力、热力生产和
供应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2%，电气
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15%，有色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5.4%，农副

食品加工业增长5.1%，石油、煤炭及其
他燃料加工业下降51.2%，黑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44.2%。

值得关注的是，高技术制造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利润增长
加快。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
朱虹介绍，1至10月份，高技术制造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利
润同比分别增长7.5%、5.3%和2%，增
速比1至9月份分别加快1.2、0.7和1.1

个百分点。其中，汽车制造业利润虽
同比下降14.7%，但降幅比1至9月份
收窄1.9个百分点；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6%，
增速比1至9月份加快2.4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资产负债率下降。数
据显示，10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
产负债率为56.8%，同比降低0.5个百
分点。其中，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负债率
为58.3%，降低0.7个百分点。 新华社

前10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