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铜冠有色池州公司多措
并举扎实开展管理提升年活动，促进企
业精益管理深挖潜，抢抓机遇控风险，
不断改进短板、捕捉机遇，增强高质量
发展能力。

“借智”强管理。该公司不仅要求
全体中层以上干部开展“每周二问”，即
每周查找工作中面临的差距、存在的风
险、应注意的事项，并切实采取措施，而
且还鼓励青年大学生积极参与。对于
提出的问题，公司进行定期梳理，每月

评比，月度给予奖励，并且作为晋升、评
优评先的依据。通过“借智”开展管理
提升活动，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发现
问题，分析原因。此举加强了领导和员
工之间的沟通，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挖潜增效益。能否实现年度目标
是管理提升年活动能否取得成效的关
键。为此该公司紧扣年度目标，采取各
种措施，全面挖潜，制订并实施公司
《2020年降本增效措施》。对技术指标
提升，则强化过程管控，并纳入绩效考
核。

技术指标方面对标先进。要求各
部门以作业效率和技术指标提升为直
接目标，提出行业标杆值，通过对标发

掘有效的操作程序、控制方法、业务流
程，促进业绩效果提升和年度指标任务
完成。

商务操作上开拓创新。当前如何
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市场异常变化，抓
好原辅料供应、主副产品销售，降低物
资采购成本，确保产供销平衡,商务部
门及时改进商务运作模式，加强市场开
拓，在确保本公司原料供给的同时，还
开展贸易等，积极创效。

政策利用上用好用活。疫情爆发
以来，该公司努力做好复工复产形势下
的政策争取利用，努力将政策利用作为
对实现年度目标的重要补充。截至目
前，利用政策资金500余万元。

为确保管理提升效果，该公司完善
了风险防控体系。结合大部制改革，对
部门职能进行再梳理；结合合同管理体
系，对会签审批流程进行再优化。通过
系列管理体系建设，及时有效防范化解
各类风险，将各类风险控制到最小程
度。

经过全面推进、扎实开展，管理提
升年活动效果显著。第一季度关键经
济技术指标较2019年同期有了较大改
善：锌锭优质品率（锌锭Zn99.995 占
比）提升了10%以上，锌系统锌综合回
收率、铅系统铅综合回收率提升了近
0.2%，析出锌直流电耗降低了约 80
千瓦时每吨。 唐卫国 陈 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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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 12日，铜山铜矿分
公司经过5个小时的努力，安全高效
地完成了新副井旧天轮的拆卸和新
天轮安装工作，确保新副井提升系统
安全，为矿山下一阶段安全生产赢得
了宝贵时间。

该公司新副井天轮是保证矿山
提升系统安全的关键部位，因长时间
运行，导致天轮铜套磨损严重，给提
升安全带来隐患，为保障矿山生产安
全，该公司利用系统备矿间隙，及时
组织人员对其进行更换。此次更换
工作属于高空作业且天气较为炎热，
为保证将直径2.8米、重约10吨，更换
施工的天轮平台距离地面高度接近
60多米的天轮安全顺利更换，该公司
制定了严密的施工方案、安全防护和
防暑降温措施。更换期间，该公司纪
委书记、工会主席吴春松率工会相关
人员带着防暑降温物品及高温慰问
金，来到新副井施工现场，看望慰问
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干部职工，并详细
了解天轮更换进展情况，嘱咐大家要
加强自身安全防护同时，保证施工安
全和质量。更换过程中，该公司从施
工准备到施工步骤均做了精心安排，
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大家都严
格按照施工方案操作，确保精准无
误，经全体人员通力协作，安全高效
地完成此次天轮的更换。 张 霞

铜山铜矿分公司
安全高效完成新副井天轮更换

“郑玉贵，你昨夜上的大夜班，
现在都上午 10 点了，怎么还没回
家？”5月 12 日上午，天马山矿业公
司选矿车间碎矿大班员工郑玉贵急
匆匆地往车间办公楼跑，迎面而来
的统计员方红梅奇怪地问。

“车间党支部微信群里发的通
知，全体党员要在全国志愿服务信
息系统注册成功，并加入到有色天
马山黄金矿业公司志愿团队。我注
册的账号现在登录不进去，正要去
找党小组长帮忙解决呢？”郑玉贵边
说边往三楼走。“注册的时候就通知
大家，一定要记住账号和密码，后面

加入公司团队和开展志愿服务要经
常使用。现在就差你一个人没有加
入志愿服务队，你可不能拖我们党
小组的后退啊！”车间碎矿党小组长
吴唐义看见郑玉贵进来，放下手上的
工作，在电脑上反复操作找回账号和
密码。“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邮
箱？全部输入正确就可以重新设置
登录了。”“哇，加入成功！太好了！”
郑玉贵看着电脑屏幕兴奋地喊道。

选矿车间党支部的32名党员志
愿者在志愿服务平台实名注册成
功，党员注册率和加入团队率均达
到100％。该支部紧密结合实际，把

党员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情况纳入党
员积分制的考核内容。支部围绕车
间生产经营，把党员志愿服务与 5S
精益管理、义务劳动、降本增效、支
部党日活动等工作相结合，组织党
员志愿者开展有针对性的志愿服务
活动，志愿服务内容有脱贫攻坚、青
年志愿、党员示范岗志愿、巾帼志愿
等。目前已组织开展了“党员示范
岗”志愿服务和 5S 精益管理等活
动，全体党员纷纷投入到设备和管
道刷漆防腐施工中，以实际行动推
进文明实践取得实效。

吴奕敏 吴 燕

——天马山矿业公司选矿车间党员注册志愿服务平台工作侧记

一个都不少

本报讯 5月14日，技术中心开展
民兵点验工作，对所属各部门及基层单
位的8名民兵进行了集中点验。

集团公司此次民兵整组工作计划
于5月25日截止，技术中心率先完成
了此项工作。

点验正式开始前，全体民兵参加
了政治学习及政治宣誓，新入队民兵

进行发言。点验活动的训练内容包
括队列变换、军容军姿等。点验过程
中，民兵们动作整齐，整体军容严整，
展现了“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的风采
和良好的精神风貌。点验结束后，该
中心组织全体民兵开展了综治宣传
教育。

萨百灵 陈梦秋

技术中心率先完成集团公司2020年民兵整组工作

近日，铜冠池州资源公司职工王
芳的一项小改小革成果既节省了劳动
强度，又大大降低了安全风险，在该公
司引起较大的反响，也带动了该公司
其他员工参与小改小革的积极性。

王芳是铜冠池州资源公司一工区
的运输工。熟悉井下运输工作岗位的
人都知道，运输工在放矿机车运输过
程中，经常遇到卡壳等现象。传统的
放矿运输等环节是这样的：操作工人
要从斜井下放电机车和装岩机，每次
经过“大地滚”时，都要把这个运输必

不可少的“大地滚”，从地滚槽里拿出
来，否则，井下放矿电机车和装岩机一
定过不去，会严重卡壳。等放矿电机
车和装岩机驶过，这个叫“大地滚”的
物件，必须还要重新安装上，一个地滚
重达一百多斤，在井下狭小的空间里，
一两个人的力量根本拿不动，重新安
装也带来巨大麻烦。最重要的是，操
作工人做完这一系列的操作，都必须
在斜井边坡上进行，安全存在一定的
风险。王芳通过日常的观察和研究，
设计出一个能下降的地滚槽，这样下

放电机车和装岩机时就不用再拿起来
放下去了，经过反复试验能下降的地
滚槽安全性能也符合标准，这一小小
的改革不仅节约人力，更确保了安
全。说起这一小改小革的成果，王芳
谦虚地说：“（池州资源）公司一直以来
都注重技术创新，发挥全体员工的创
造性，让大家践行工匠精神，我们不过
是结合实际，在小改小革上做了一点
点文章，为的是提高效率，也减小安全
风险。”

江 君 章大伟

铜冠池州资源公司员工一项小改造践行主人翁精神

本报讯 张家港铜业公司始终将
5S管理作为工作重点，积极开展提升
现场5S管理活动，确保生产、生活和现
场5S管理同步进行。

为使基层车间现场5S精细管理持
续不断地改进和提升，该公司要求各
车间每周至少对各工段所辖责任区域

进行一次检查、通报，如发现问题，要
限期整改，增强广大员工对生产现场
5S管理的自觉性、规范性、有效性和安
全性,真正形成“人人参与，人人把关、
人人管理、人人提升”的5S精益管理氛
围，全面提升公司现场5S精细管理水
平。 夏富青 陈金龙

张家港铜业公司加强5S精细化管理

金隆铜业公司坚持安全工作常抓不懈，通过多种手段和方法定期开展隐患
排查，查设备、查环保、查违章、查危险源点……以全方位的严查整改杜绝可能出
现的各类安全隐患，确保企业健康平稳发展。图为该公司安全检查人员正在认
真察看二氧化硫监测报警仪。 章 庆 江 军 摄

5月19日，安徽铜冠铜箔公司成品车间员工正在加紧生产高端客户订单（如图）。受疫情和市场淡季影响，中低端铜箔
产品订单有所下滑，对此，该公司一方面积极抢夺高端客户订单，另一方面加强品质管控，提高高端客户发货率。

何 亮 摄

月山矿业公司采掘工区党支部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中组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
子义务劳动。该工区党支部开展党日活动中紧贴生产安全工作，注重活动的实效
性,在日前开展的党日活动中，组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对矿区充填塌陷区雨水导
流工程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了治理，为矿山安全度汛提供了保障。

王红平 彭 军 摄

5月15日中午，铜冠有色池州公
司电解锌工序主办唐高刚把手头的
文案整理好，突然接到急促的电话铃
声：电解主控室显示全系统停电，应
急灯全部亮了！硅整流系统直流电
跳停！熔铸系统动力电跳停！

“大家不要慌！工序各个工段按
锌分厂电解锌应急预案演练方案动
作起来，我马上到现场！”唐高沉着吩
咐道。电解大厅生产任务还没有结
束，此时所有电力设备全部不能动
弹，大家正在议论纷纷。工艺专职翟
建军和工段管理朱彩兵赶到现场，他

们告诉各班组长及操作人员：“现在
是动力电跳停，其他情况不明，请各
班组长安排生产操作人员按4月 13
日我们进行的应急演练有序撤离现
场！”笔者来到运转班主控室时，唐
高已经在现场了。此时，运转班班
长汪磊正在向唐高汇报现场相关事
宜……此时，锌分厂厂长汪九初电话
也打到主控室了解现场处置情况。
唐高回复：“我在现场，一切都在掌控
之中，我将随时汇报这边的情况。”随
后他又电话询问熔铸这边情况，熔铸
工段管理芮前任汇报：所有生产动作
全部停止，设备全部回复原位，已按
应急演练组织大家撤离，等待复产指
令。

半小时后运转班主控DCS 显示
电力已回复！“不急，待电力回复稳
定，再将系统逐渐开起来！”唐高吩咐
道。此时，生产部陈六新电话已打到
唐高手机上，“考虑到全厂各个用电
单位急于生产都抢着送电，生产部通
盘考虑，大家听从调度，陆续恢复用
电……”“收到，现在正在陆续恢复，
已向分厂汇报。”唐高此时深深地呼
了一口气回答道。之后经了解是变
电所高压柜线路故障，很快进行修
复。

随后，工序各生产单元陆续恢复
生产，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上个月的

‘应急演练’真的很应急呀！”
何龙胜

“应急演练”真应急

5月16日下午，铜冠建安第二建筑工程事业部组织开展“师徒同行，闪亮青
春”主题团日活动，20多名青年团员先后走进铜陵博物馆和西湖湿地公园，感受
铜文化的魅力，欣赏铜陵美景。该事业部党支部书记汪锡铜表示，这样的主题团
日活动为青年们提供了交流平台，激发了大伙立足岗位争先向上的热情。

陈 潇 程白雪 摄

本报讯 日前，为深入宣传《职业
病防治法》及职业病防治知识，金
隆铜业公司电解课管理人员以及
生产骨干，开展了以“职业健康保
护，我行动”为主题的职业病防治
宣传活动。

此次宣传活动普及职业病防治知
识，维护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该课
还组织人员到现场班组进行集中宣传

培训，积极推动职业病防治工作有序
开展。此次宣传活动共组织班组培训
11次，生产现场宣传3次，发放职业病
防治“职业健康保护，我行动”宣传单
150余份，接受员工咨询26人次，员工
参与职业病防治知识测试202人次，通
过率达100%。通过此次活动，提高了
全员职业病防治意识。

陈幸欣 沙德春

金隆铜业公司电解课开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

本报讯 近日，为开拓技术人员视
野，提高技术管理水平，提升产品质量，金
威铜业分公司组织质量、技术人员参与了
有色金属智库大讲堂线上培训学习活动。

线上培训中，以“高性能铜合金制
备加工及应用技术”的相关知识为内

容，共4名授课老师对铜加工方面的知
识进行了讲解。通过线上技术培训，提
升了该公司技术人员的技能水平和专
业知识，为该公司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
水平，促进全年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陈幸欣 方 铭

金威铜业分公司开展铜合金加工及应用技术线上培训

本报讯 日前，冬瓜山铜矿对井
下采掘工程、天井工程等现场通风进
行了为期一周的安全专项检查，进一
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该矿认真贯彻集团公司安全会
议精神，召开专会严格落实安全管理
各项工作，并及时组织开展了为期一
周的矿山井下采掘工程、天井工程等
现场通风安全专项检查。该矿组织
的三个检查组对所有检查地点全面
覆盖，不留死角。对查出的隐患及问
题及时做好记录，并对现场发现的隐
患进行拍照留痕，及时通过三维安全
管理信息平台发布隐患，责令相关单
位在规定时间内整改并申请验收销
案。 汤 菁

冬瓜山铜矿
开展通风专项安全检查

本报讯 为切实提高员工的消
防安全意识,日前，在防灾减灾宣传
周期间，安徽铜冠铜箔公司组织开展
了消防疏散演练。活动开始之前,来
自徽安消防的教官结合真实事例就
消防知识进行了认真讲解，给大家上
了一堂生动的消防知识教育课。培
训结束后，参演人员在教官的带领下
进行了现场消防疏散模拟演练。此
次活动，不仅提高了职工的消防安全
意识，而且提升了职工在遇到火险时
的应急自救能力，为做好消防安全工
作打下基础。 黄九菊

安徽铜冠铜箔公司开展消防疏散演练

本报讯 为预防高层火灾突发
事故，提高处置高层建筑火灾作战指
挥能力,日前，铜官区消防大队联合
铜冠地产金安物业公司在迎江花园
小区进行了高层建筑消防演练。演
练中，指挥员按照制定的演练方案，
分別从力量调集、负重救援、火场警
戒等全方面逐项开展演练，演练取得
了预期效果。通过此次演练，不仅为
今后高层建筑火灾扑救工作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也进一步提高了小区物
业的消防安全意识和火灾处置能
力。 董 焱 吴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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