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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铜冠有色池州公
司企管部在质检风险控制分析中，该
分管负责人连发三问，强调精益化管
理的重要性，达到问出迈向精益化的
底气、拿出精益化的举措、拥有精益化
的作风、实现精益化的目标。

“你所处的岗位有无隐患风险？
如何管控？”面对该公司分管负责人新
年首问，质检工作人员达成以问题为
导向，固化已有成绩为共识，积极谋划
2020年企管质检工作。质计风险控
制是该公司企管部的核心工作，也是
维系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开展的根本保
证，是企业风险关键控制点。以反问
加设问得出肯定的方式引导大家回答
问题，从制度管理、日常监督中发现短
板，持续完善管控体系，把牢风险控制
关口，辅以廉洁警示教育，着力形成高

压态势，刻意培养大家冷静思维，遵规
守纪，总结提高的能力，织密公司质检
防控网。

“2019年没有发生一起逾越质计
红线事情发生！”该公司惟一的女班长
徐昌娥很是自豪地答道。她提到质计
工作类似企业的“海关”，其人员素质、
职业操守直接关系企业利益。她表示
在新的一年里，要时刻教育员工依法
行事，依规做事，把规章制度的执行落
到实处，切实担当起“海关关长”责任，
不负企业嘱托与信任。

“工作中有无困扰你的事？具体
又是什么？”“要着力改变制度执行中

‘橡皮筋’现象。”质计责任人陈家旺
在谈到三标一体、IATFA16949等管
理体系时坦言道。针对公司存在对
引进实施的管理体系“水土不服”现

象，他提出排查梳理之前各项任务的
完成情况，已经完成的要巩固深化，
尚未完成的要以列表的形式落实责
任，追溯责任，深推先进体系在公司

“发芽见绿”，坚决把制度挺起来，变
“橡皮筋”为“钢丝绳”。

“新的一年里，你计划做哪些
事？所做的事情能否为企业增光添
彩？”面对新的一年工作，该公司在取
样化验方面将强化自我抽查力度，按
规范分析要求带标样分析，以实现全
年化验无质量事故为前提；建立金属
平衡联通互动机制，提高库存物料、
中间物料盘存准确性，提升金属平衡
准确性；做深做实统计分析，发挥统
计分析的引领作用，为公司决策提供
有力支撑。

唐卫国 张 军

虽然已过了不惑的年龄，但称呼她
为美女司机似乎一点也不为过。长相
大方的她，身材高挑、说话爽快，颇具北
方女子的特质，但工作起来却是细致入
微，尽显南方女子的匠心独具。她在驾
驶员岗位上一干就是18年，创下了安
全行车60多万公里无事故、无违章、无
投诉的最好纪录。她就是铜冠矿建公
司机械化工程分公司的客车驾驶员吉
小平，铜冠矿建公司2019年度安全管
理先进个人。

出勤早是吉小平工作岗位的特
点。她的主要职责是接送职工往返15
多公里和70多公里的冬瓜山铜矿和铜

冠（庐江）矿业公司项目部工地。为保
证车辆安全准点发车，她每天5时40分
就赶到车队，进入冬季雨雪天气常常都
是天没亮就开始出发。通往冬瓜山项
目部的道路复杂，人多、各类车辆混杂；
而铜冠（庐江）矿业公司项目部地处偏
远，雨雪天高速易滑，视线差。作为一
名老驾驶员，吉小平从未抱怨过。

行车过程中，车辆和驾驶安全是生
命的保障。吉小平从踏上客车驾驶室
的第一天起从未敢懈怠。每次出车前，
她都是提前半小时做好车况检查。每
次出车回来，她都会对车辆进行油路、
气路、电路、冷却水、轮胎气压的检查，
确保车辆处于最佳性能。左手一块擦
车布、右手一根撬胎棍的形象已经成为
职工们最深刻的记忆。有时会有急性
子的男同事经过：“你这有必要天天检

查吗？”“习惯了，要是不检查一遍，行车
不踏实！”这样的回答吉小平是有切身
体会的。

就在去年夏季的一天，吉小平像
平常一样在检查发动机时，发现正时
皮带中间有裂纹，就请修理工换了一
条。没过几天，她在出车前检查时发
现皮带又有裂纹，并且靠里边的磨得
更严重。她立即找来修理工，经过仔
细检查，发现确实是正时轮坏了，从而
避免了一次中途坏车现象。这样的例
子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已经数不清有多
少次了。

对车子如此，对自己亦如此。她给
自己约法三章：不开赌气车、不开英雄
车、不开病车上路；不抢点、不压点、不
违章，坚持规范驾驶。每次上车，吉小
平总是首先控制好情绪，将自己调整到

最佳工作状态。良好的驾驶习惯给了
生命以更多的保障。就在去年“五一”
节期间，吉小平按照排班指令驾驶客车
以时速40多公里正常行驶。突然，一
辆小轿车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急
速超车。危急关头，吉小平成功采取了
减速措施，避免了一场交通事故，保护
了车上员工的安全。

工作的事再小也是大，自家的事再
大也是小。作为单亲家庭，吉小平的日
常总是比别人多了一份艰辛。但不管
是年迈的父亲生病还是遇到其他任何
家庭生活困难，她没请过一天假、缺过
一个班、晚过一次点。如今，朝夕相伴
的女儿也已经上了大学，有了更好的前
程。她的牵挂少了，工作的劲头更足
了。

曾红林 徐 斌

安全行车18载
——记铜冠矿建公司安全管理先进个人吉小平

本报讯 刚刚过去的2019年，铜
冠投资公司克服环保治理、企业搬迁停
产等诸多不利因素，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0930万元，顺利实现安全年，完成年
度方针目标。

2019年以来，该公司以提高经济
效益为中心，积极开拓市场，推进管理
创新，加快环保治理，努力降本增效，
2019年全年生产锻球62810吨，完成
年计划的110.19%。去年,该公司紧紧
围绕全年方针目标，坚定不移抓好市场
拓展，始终坚持市场优先原则，根据市

场变化和用户需求，创新营销策略，强
化市场意识，做到了产销平衡。紧紧围
绕时间节点，坚定不移完成搬迁任务，
去年该公司全面完成金口岭区域整体
搬迁工作。去年，该公司着力加快新建
和技改项目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紧
紧围绕安全环保，坚定不移提高企业管
理水平。去年该公司积极开展安全环
保、5S精益管理等各项工作，安全环保
整体态势稳定，顺利实现了第六个安全
生产年。

江 君 方 珍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0930万元
铜冠投资公司顺利实现2019年方针目标

本报讯 2019年12月份，铜冠池
州物流公司10千伏高压电缆发生单相
接地故障，委托工程技术分公司进行
维修施工。该公司专业项目部接到检
修指令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勘查。
经过双方技术交流，采用局部处理的
方法解决故障的方案。

2019年12月26日，工程技术分公
司专业项目部马经理组织维修技术人员

经过几番探测找出故障点。2020年1月
2日，经过开挖，精准、快速找到电缆故障
点。由于连日阴雨阻碍施工，等到业主
方通知配件到齐、在天气容许的情况下，
1月14日专业项目部马经理带领6名维
修人员，克服天气寒冷、现场施工条件艰
苦等困难，于当天上午开始检修，到16
时顺利将电缆故障排除，经检测，符合送
电要求，完成检修任务。 王 斌

工程技术分公司

精准完成铜冠池州物流公司电缆检修项目

本报讯 1月11日下午，铜冠电
工公司组织销售岗位员工进行座
谈。会上，铜冠电工公司本部、线材
公司及芜湖公司有关负责人分别通
报了本单位2019年销售情况。2019

年，铜冠电工公司整体销售量同比实
现7.6%的增长，圆满完成了年度利润
目标任务。会议对2020年铜冠电工
公司的产品销售形势进行了剖析讨
论。会上，该公司明确了“做好风险

防控”“进一步强化销售人员的管理
和培训，培养年轻人员”“加强销售人
员自我学习，提高员工工作能力”“以
营销为龙头，持续开拓市场”等重点
工作。 萨百灵 岳莹

铜冠电工公司召开销售岗位员工座谈会

本报讯 2019 年，月山矿业公
司抓好党建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
促进党员整体素质的提升，在素质
提升中，该公司党内轮训所有党员
均积极参与，参与率达到了100%。

该公司现下属基层党支部6个，党
员110人。去年以来，该公司扎实做
好基层党支部党建标准化建设的软件

和硬件配备，把党员日常教育管理的
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好。该公司下属的
各党支部同时大力加强党务公开、“三
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党建基础工作，
以同步抓好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培训，
开展党内轮训，党员参训率达到
100%。无论轮训效果还是参与程度，
都呈现新高。轮训效果如何深化，该

公司通过大力开展“七一”表彰、“党员
之星、党员责任区、示范岗、安全承诺”
等一系列主题活动，让党员干部职工
在岗位上践行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让
参加轮训的班组长或生产骨干学有榜
样，引导党员立足岗位充分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推动了公司创先争
优常态化、长效化。 江 君 田 芳

月山矿业公司党内轮训党员参训率达100%

“锅炉发现内漏。”1月14日10时
30分许，金隆铜业公司工场微信群收到
了该公司熔炼车间发出的闪速炉点检
信息，10分钟之内金隆工场领导、相关
职能部门负责人、维修单位人员相继赶
到现场。内漏点位于闪速炉锅炉辐射
部入口西侧第一个人孔门拐角处，人必
须探进身体才能看清楚漏点的位置，需
要立刻处理。

闪速炉作为整个公司生产的前沿工
序，锅炉又是闪速炉热平衡和系统收尘的

核心设施，如漏点不能及时修复，公司的
冶炼生产就会停滞。根据以往处理类似
的锅炉问题，需要停产24小时以上才能
恢复生产。时间就是效益，早一分钟解
决，就可以早一分钟恢复生产。经过与检
修单位共同协商，确定了对漏点进行焊补
修复的实施方案，一场抢修攻坚战就此拉
开序幕。

锅炉降压、换水、排水的同时，组织
打通烟气切换路线，打通水冷挡板隔离
通道，尽快降低锅炉温度，为锅炉焊补
争取时间。工场领导坐阵熔炼现场指
挥，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现场调度协调
维修单位，在抢修组织上争速度，在实
施过程中抢时间。

完成烟气路线切换，水冷挡板放
下，焊补作业需要的脚手架搭建完
毕。各项准备工作情况信息不断传
来，控制室仪表此时显示锅炉温度110
摄氏度。时间已到18时，抢修人员在
休息室等待锅炉温度再降低一点。焊
补作业所需的现场照明、焊补设施、焊
接电流已准备就位，只要没有流水和
温度条件基本具备就可以进行焊补。

时间到了20时，经现场确认漏点
已没有水流，温度满足焊补条件，可以
进行焊补作业。为保证焊补的质量，焊
补作业前，需要将漏点周围的附着物清
理干净，再对焊接点表面进行打磨后才可
焊补。由于焊补点位置的局限性，需要焊

补人员躺在脚手架上以仰视的姿势作业，
再加之环境复杂，给作业造成不小的难
度。经过1个多小时的作业，在现场人员
的共同配合下，通过对焊点处拍摄的焊补
照片分析，认为焊补符合要求，可以安排
水压试验。

汽包给水、分步提压、保持压力。
当锅炉压力达到20千克，对焊补处检
查确认没有泄漏。继续增压至40千
克，再确认，没有泄漏。闪速炉锅炉内
漏问题得以解决，一场紧张的抢修工作
结束，时间已到次日凌晨。

闪速炉经过升温等环节操作，于15
日6时恢复投料生产，历时18小时。

朱超清

一场争分夺秒的紧急抢修

本报讯 日前，面对冬瓜山矿段
60-23号采场60线附近的两个溜井都
处于检修阶段，可能造成该重点采场停
止出矿的现状，冬瓜山铜矿采矿工区积
极组织相关出矿班组商议讨论，集思广
益，最终确定采用“接力式”出矿。通过
两台电铲接力铲运，将相邻的58-21号
采场作为矿石“中转站”，成功将60-23
号重点采场的矿石铲运至58线下58-3
号溜井。

该区60-23号采场作为60线以北
首采矿柱采场，整个采场因地制宜地采
用了挤压爆破回采方案。目前，60-23
号采场爆破基本接近尾声，如何有效快
速出矿显得尤为重要。该区“接力式”出
矿举措有效确保了该重点采场在溜井检
修期间供矿不间断，提高了采场回采效
率，也奏响了挤压爆破成功应用于60线
以北盘区矿柱采场回采的凯歌。

周文强

冬瓜山铜矿采矿工区
“接力式”出矿确保采场持续供矿

本报讯 1月10日，铜山铜矿分公
司邀请具有工程项目实践管理经验丰
富的专家来公司，对从事工程项目的管
理人员进行业务辅导。培训中，授课专
家结合集团公司“阳光工程”管理规定，
以《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及现场签证管
理》为主题，围绕工程全过程管理，从招
投标管理标准、集团公司建设工程招标
流程、招标文件的负面清单以及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现场签证管理暂行办法等
给参培人员做了详细讲解，培训取得良
好效果。 张 霞 施洪宾

铜山铜矿分公司举办工程管理专项培训

本报讯 笔者日前在我市几家车
行采访时了解到，春节临近，新车市场
持续升温，多款新车接连上市，其中
SUV占比超过六成。

据悉，今年元旦刚过，车市就开始
升温，新上市的车型达到20多款，其中
SUV占比超过六成。在这些新上市的
车型中，多数都是瞄准满足家用需求为
主打卖点，并且具有突出的性价比优
势。以一款自主品牌紧凑型SUV新车
为例，其配备有1.5升四缸涡轮增压发
动机和7速双离合变速器，在动力组合
上与合资品牌的主流车型对标，并且具
有自动启停、LED大灯、全景天窗、18寸
轮毂等高端配置。据一位销售经理介
绍，即使是顶配车型，价格也只在12万
元以下。再如一款主打经济型需求的
自主品牌SUV新车，提供了1.5升自然
吸气发动机和CVT自动挡变速箱，起售
价不到8万元。

合资品牌车方面，近期上市的新车
也颇具亮点，多款紧凑型SUV和两厢轿
车都在原有旧款车型的基础上实现了

“加量不加价”。 殷修武

春节前多款新车上市 1月15日，金威铜业分公司正在表彰2019年度先进个人（如图）。2019年，金
威铜业分公司紧紧围绕年度方针目标，团结一致、攻坚克难，生产经营等各项工作
取得新的成绩，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弘扬先进，充分调动广大员
工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202q项工作再上新台阶，该公司对评选出的2019年
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王红平 黄军平 摄

1月13日，月山矿业公司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到困难党员工作岗位，
详细询问了他们的生活、工作情况，并送上慰问金，祝福他们过一个愉快祥和的春
节。 田 芳 摄

连日来，仙人桥矿业公司领导带领党群工作部和基层车间支部书记来到困难
员工家中进行走访慰问，询问了他们目前的工作、生活情况，对他们的思想动态和
诉求进行了了解，鼓励他们坚定信心、战胜困难，同时送上慰问金。

江 君 周 钧 摄

春节临近，金隆铜业公司工会和往年一样，又开展了向职工送春联活动。元月15日，该公司书法爱好者现场泼墨，
义务为职工书写春联，免费赠送给职工。近年来，该公司每年都会开展送春联活动，弘扬企业文化，烘托过年氛围，方便
职工群众。图为写春联、送春联活动现场。 章 庆 摄

1月13日，在铜山铜矿分公司新副井井口，跟罐工正在向信号工发出入井信
号指令（如图）。进入2020年，铜山铜矿分公司通过规范各项制度的落实，细化管
控环节，以强化现场管理为切入点，严抓安全生产过程中每一道环节，全力确保新
的一年安全零目标。 夏富青 张 霞 摄

铜冠有色池州公司新年三问迈步质检精益化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