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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铜冠铜箔有限公司杨全友
杨全友，安徽铜冠铜

箔 公 司 综 合 部 业 务 主
办。自“抗疫”阻击战打
响以来，始终坚守在岗位
上，扛起责任、靠前作战，
迅速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为铜箔公司稳步推进疫
情防控，高效复工复产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疫情暴发后，杨全
友主动放弃了春节休假，
在专门学习了防疫相关知
识后，就开始指导门卫人员
如何做好进出人员排查、测
温工作。考虑到疫情期间
防疫物资紧缺，杨全友对照
门岗各工场、各部门测量体
温的人数，逐一摸排核实各
单位领用的防疫物资数
量，确保分配发放的每一
瓶消毒水、每一只口罩都
做到了合理安排。

时序更替，脚步不停。自2019年以
来，对于铜冠建安钢构公司而言，虽压力
重重一路坎坷，但意义非凡，却收获满满。

2019年在行业市场低迷的复杂形势
下，该公司千方百计开拓内外市场，实现
了突围，产值突破亿元大关，实现施工产
值1.1亿元；在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下，1至6月份完成产值5153万元，顺
利实现“双过半”，其中铜陵有色外部市场
产值占25%，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改革创新者强
企业的发展是等不来靠不来的，内

因是根本。“只有主动作为、敢闯敢试，
就是机遇。”铜冠建安钢构公司经理吴
志停说。有着项目一线管理20年经历
的吴志停，在走马上任不到半年里，将
内部管理作为疏通企业内部管理“毛细
血管”，打通对外市场联系“大通道”，让

各项管理工作更加贴近市场化、规范
化、程序化。该公司通过部门优化资源
组合，将原来的经营部、市场部整合成
营销部；组建工程部，将项目经理和施
工班组由工程部管理，做到施工人员调
度高效；原工程技术部改为“技术质计
部”，由质检人员和现场技术员组成，有
效提升工程报验资料和结算工作效率。

不仅如此，该公司还新制订、修改
各类管理考核办法，修订完善了《营销
部营销员差旅费管理办法》《物资采购管
理办法》《劳务用工管理办法》《项目经理
承包考核办法》《部门及班组5S管理考
评办法》等，部门负责人增加了5S管理
考核指标。强化管理过程的监督、检查
与沟通，持续实施员工月度纵横向考评，
建立了资金群，对每周收款情况进行信
息发布、追踪，促进进度款回收加速。

收获多项荣誉，品牌提升。该公司
已完工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率均为
100%。沙溪主井井架工程荣获安徽省

“皖钢杯”优质工程奖；上海海亮工程荣
获“金钢奖”；钢构公司被评为2019年
度安徽省钢结构优秀企业、铜陵市工程
质量管理优秀单位等殊荣。

困难不是主基调
千难万难，发展才是硬道理。2019

年，面对国内实体经济持续下行，建筑行
业普遍不景气的市场压力。该公司逆市
上行，“干货”满满，得益于该公司出的
是实招，干的是办实事，见的是实效。

资质升级助推企业发展。2019年
公司先后取得建筑总承包三级资质，协
助母公司取得了钢结构一级资质。“由
于钢构属于建筑工程一部分，不能作为
总包独立参与投标，每每投标受限于
人，束缚了手脚，所以通过各方协调申
请获批了建筑总承包三级资质”，吴志
停说，去年在汇港项目中，因公司取得
建筑总承包资质，节省总承包服务费8
万元，“既省钱又省心，很有成就感。”

灵活调整营销策略，不仅大项目要

接，小的几十万元甚至几万元的也不放
过，积极参与与土建、钢构有关的投
标。在去年承接的芜湖邢鑫食品主厂
房工程中，经历艰难的谈判之路，报价
反复修改、议价，最终拿下订单。扩大
营销范围，加大周边矿山的走访，获得
了大量信息，相继承接到黄山智中心、
安徽芜湖邢鑫食品、无为光伏电站项
目、庐江龙桥铁矿项目等。去年以来收
集有效信息52条，参与投标80 项，中
标20项，中标金额2580万元。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生产设
备老化、维修率高是制约生产的瓶颈。
该公司去年投资近200万元，先后引进
埋弧焊机、组立机、多头数控火焰切割
机、相贯线切割机、门窗制作加工等设
备，有效提升生产功效，开拓新的经济
增长点。首次施工吊装混凝土预制柱、
大型屋面板和钢屋架，是钢构公司在安
装史上又一次新的突破。

（下转第二版）

奋斗者的姿态最美丽
——铜冠建安钢构公司强化管控迎来发展新天地

本报讯 铜冠电工公司致力于源
头控制，科技减排，持续加大环保投入
和环保治理，环保工作良性可控，促进
了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这个公司新建了危废暂存库并投
入使用，增加了危废暂存能力，为公司
的危废规范管理提供了基础。新增了
8台套漆包机尾气处理装置，降低了尾
气总量排放，改善了厂区空气质量。同
时，这个公司本部、线材公司对厂区内
的长期存在的雨污管道进行彻底改造，
解决了厂区长期以来雨污混排的问
题。此外，芜湖电工公司对漆包机废气
排放进行催化燃烧处理后集中高空排
放，新增了车间通风系统，改善了车间

内工作环境，有效改善了周边空气环
境，全年未收到一起环保有效投诉。

修订和完善了《铜冠电工环境保
护管理办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铜冠电工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等9
项制度。并强化员工职业健康体检，
141人特殊岗位员工进行了职业健康
培训，并为漆包工配备了职业病防治
劳动保护用品。同时，实行24小时领
导带班制度，对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突
发问题，及时协调和处理。建立了应
急组织机构和应急信息传递流程，配
备了必要的救护装备、器材。定期开
展应急预案演练，对各项预案进行评
估和改进。开展了高温中暑、环己烷

泄漏、消防等应急演练。对作业现场
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企业
实现了无轻伤以上、重大设备、火灾、
爆炸、中毒事故、千人负伤率为零的优
异成绩。

这个公司下属线材公司优化烟尘
处理设备提高除尘能力，通过增加近
程反吹控制，将最上层的珍珠岩厚度
由30毫米降到20毫米，清理除尘设备
时逐个对16个提升阀进行日常检修
等措施后，除尘设备运行良好，每月多
加废漆包线80吨左右，全年可节约生
产成本90万余元。危险废弃物处置
率100%，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95%。

华 伟

铜冠电工环保整治助力企业发展

7月3日上午，铜陵市中心血站的献
血大厅内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冬瓜山铜
矿组织的百余名职工义务献血活动正井
然有序地进行着。

每年入夏也是血站用血的高峰期，
该矿积极响应无偿献血号召，早安排、早
组织，并宣传到位，落实到位，广大职工
主动报名参加无偿献血在矿山已蔚然成
风。今年，这个矿从各基层单位踊跃报
名人员中挑选了110余名身体健康，精
力充沛的职工参加献血活动。他们中
有党员干部，有班组长和一线生产骨
干，也有刚刚参加工作的青工，还有刚
下夜班和在家轮休的职工，他们在矿统
一安排下前往市中心血站，按照献血程
序排队领表、填表、化验、采血。在献血
队伍中，这个矿采矿工区采矿班凿岩台
车工陈欢庆已是第八次参加无偿献血
活动，当大家围过来询问他有什么感觉
时，他手持献血证憨厚地笑着说：“其实
适当抽点血对身体是有益的，我第一次
献血时就有个心愿，一定要达到2000毫
升以上，今年终于实现我为人人、人人
为我的这个目标啦。”这边陈师傅的话
音刚落，采血大厅那头又传来一片称赞
声，原来这个矿精矿车间生产班女工沈
莉与爱人又双双赶来献血，在交谈中大
家得知沈莉已十多次参加献血，目前和
爱人献血量已超过10000毫升，在场的
职工无一不向她投去敬佩的目光，面对
大伙儿的称赞，沈莉腼腆地笑着说：“我
觉得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身体条件
好的情况下多献一点血，或许就能多挽
救一条生命呢！”在一旁的提升一区退
伍来矿的新进青工姚钰涛第一次参加
无偿献血活动，听到沈莉发自内心的话
语，由衷地赞叹道：“真是巾帼不让须
眉，咱们还得向她学习呀！”说罢，他卷
起袖子对护士说：“来，我献上400毫
升。”一句句真挚的话语，一幅幅感人的
场面，充分显现冬瓜山职工们纯朴友爱
的情怀……

据统计，自1998年至今，这个矿已
先后组织2600余名职工参与义务献血，
献血量达50余万毫升。仅这次无偿献血
活动，一上午时间累计献血量就达
33000毫升。

汤 菁 程 瑜

——冬瓜山铜矿百余名职工无偿献血侧记

无偿献血 奉献爱心

安徽铜冠铜箔公司员工正在调试新装生产设备。安徽铜冠铜箔公司年产1.5
万吨高精度特种电子铜箔扩建项目二期Ⅱ段自开工建设以来，通过狠抓施工安装
进度，目前主体设备基本安装完成，正积极开始设备调试工作，全力确保7月底投
入试生产。 王红平 何 亮 摄

本报讯 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不
利影响，今年以来，天马山矿业公司以
党建工作为引领，紧扣全年目标任务，
加强安全管控，努力降本增效，顺利实
现“双过半”目标。截至6月29日，矿山
主产品金精砂含金、硫精砂产量累计完
成124.63千克和70878.74吨，分别完
成年计划的71.22%和64.44%。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
以来，该公司党委切实履行抓疫情防控
工作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
党员作用，“三级联动”全力出击、勇担

重任、主动作为，持续抓好矿山采出掘
平衡，以采促掘、以掘保采，统筹安排好
均衡生产。

选矿车间是该公司春节复工的
首批队伍之一，净化站的员工们更是
一直坚守在岗位上，该车间党支部充
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积极克
服人员少、任务重、作业环境艰苦等
诸多不利因素，广大党员强防控、抓
生产，发出共产党员战疫保产最强
音。

该公司牢固树立安全“红线”意识

和“底线”思维，结合“强化意识，防控
风险”和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认真
梳理岗位职责、规范作业流程，制定
全员安全责任清单，各级领导亲自带
头抓“三违”，每日每班实地详察井下
巷道、斜井及工作面现场，全方位立
体式开展隐患排查，把安全隐患处理
在现场。坚持季度安全生产大检查，
对排查出的隐患分类梳理，在安全会
上通报，严格进行红线考核，突出常
态化，长效化抓安全，力争人、机、物、
法、环等要素无短板、无漏洞，确保安全

持续稳定发展。
面对井下资源严重不足、设备老

化、产品价格波动及刚性成本居高不
下等因素，该公司居危思进，直面挑
战，强化安全意识教育，利用各种宣
传载体积极宣传贯彻“长期过紧日
子、苦日子”的节俭理念，从源头堵住
各种管理漏洞，严格落实各种费用支
出审批制度。同时，全面启动“管理
提升年”活动，以“对标先进”为理念，
以“每周一问”为抓手，通过开展“职
工合理化建议”“五小”科技成果竞赛
和技术大比武等活动，最大限度挖掘
员工潜力、激发创新活力，全力以赴
打好提质增效持久战。

朱 艳

天马山矿业公司实现“双过半”

铜冠机械公司员工正在检查新产品2立方米柴油铲运机。铜冠机械公司今
年新研发的这台2立方米柴油铲运机，功率为90千瓦，比普通柴铲功率大，同时设
备通过采用冷水发动机较过去的风冷发动机噪音小，更节能。目前，应客户需求，
该新产品即将发货出厂。 王红平 秦 蓉 摄

本报讯 7月3日，连日来的雨水
天，让安庆铜矿各重点部位防洪防汛压
力急剧增加，一声令下，矿刚授旗不久
的11支“党员安环先锋队”，便立即投
入到矿山各部位防洪防汛战斗中，在实
战中提升队伍能力、锤炼队员党性，打
响防汛保卫战。

“库内溢流井有几个溢流孔被杂物
堵住了，我们得马上划船过去清除”，当
日8时，这个矿安环部三名党员臂戴

“党员安环先锋队”袖章，正在尾矿库大
坝上巡查库区汛情，走在前面的安全员
戴声庆，手拿着高倍望远镜仔细观察库
内溢流井对身后队员说。随后三人穿
好随身携带的救生衣，向库岸乘船点走
去。进入汛期，矿要求安环部加大对尾
矿库的安全监测频次，查找整改安全隐
患，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用扎实细致的
工作确保尾矿库安全度汛、万无一失。
在尾矿库安全管理上，安环部由平时的
一周巡查三次，增加到现在每天巡查两
次，巡查人员发现安全隐患，做到三个
及时，即“及时汇报、及时排除、及时整
改”。历经一个半小时，在戴声庆三人
的努力下，堵塞溢流孔一个个被疏通，
从山上冲刷下来的洪水，顺着溢流孔及
时排到了泄洪沟，确保库区水位始终保
持在安全警戒线内，三人露出了胜利的
喜悦。

9时，这个矿主井卷扬机房靠山坡
一侧泄洪沟内，机运工区运转班副班长
伍先辉与工区7名党员，为保持泄洪沟
畅通无阻，正在清理几天来因雨水山洪
冲击带进沟内的砂石，红色的“党员安
环先锋队”臂章，随着大家挥扬着手中
的铁锹，而上下舞动，摆放在一旁的手
推车，一趟趟将沟内清出来的砂石及
时运走，汗水从党员们额头、鬓角滴落
而下，最终在大家3个多小时的不懈努
力下，长达50多米的泄洪沟，被一米一
米的疏通了，确保了主井提升运转汛期
安全。

“大家加快速度，多装点沙袋运到
斜坡道口”，10时，一面鲜红的“党员安
环先锋队”队旗，插在这个矿斜坡道口
后侧堆场沙堆上，为防止汛期洪水通过
斜坡道口倒灌至井下，这个矿保卫部党
支部书记朱于荣，在得知今后多日雨水
仍将持续并有增强的信息，他的心就放
不下了，斜坡道口属部门管理，也是矿
山重要防洪防汛部位，汛情就是命令，
他深感身上责任重大，组织带领支部党
员装运沙袋至斜坡道口堆放，以备不时
之需堆码防洪坝阻挡洪水灌入斜坡道，
在支部党员共同奋战下，耗时两个多小
时，80余个沙袋整齐码放在斜坡道口
旁，为井下安全度汛、生产提供保障。

程海滨

安庆铜矿“党员安环先锋队”打响防汛保卫战

本报讯 7月1日，铜冠（庐江）矿
业公司选矿车间半自磨、球磨、立磨机
等设备全部启动开车，宣告这个公司
年中检修任务顺利完成。

今年以来，这个公司一方面克服
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一方面科学组
织好安全生产，保证了公司生产有序
进行。6月30日，这个公司在完成上
半年生产任务的前提下，紧锣密鼓的
安排年中检修。

此次检修选矿车间按计划，在完
成上半年生产任务开始停车检修，项
目涉及半自磨、链板机、皮带运输机、
渣浆泵、半自磨衬板等20多项，钳工、
焊工、电工、起重工等多工种协同作
战。

动力运转中心集中精力更换了主

井四根首绳和旋回破碎机的衬板，提
前24小时完成了年中检修任务。采矿
工区检修小组完成了负530米中段8
台铲运机的维护保养工作，并对中段
格筛方钢细缝部分进行焊接整理。该
工区负责人表示，自从加强了设备的
自主维修，采矿工区检修成本大大降
低，检修效率同步提升。

此次大修时间仅为一天。除动力
车间主井提前一天停产，其它各车间、
工区在6月 30日完成当天生产任务
后，再按照计划停车、集中检修，7月1
日便陆续恢复生产。该公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矿山生产任务重，时间紧，此
次检修任务的完成为完成下半年生产
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陈 潇 黄从娥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年中检修后迅速恢复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