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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14日下午，集团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前往鑫铜监理调
研。集团公司办公室、战略发展部主要
负责人陪同调研。

鑫铜监理主要负责人就主营业务
开展情况作了简要汇报。鑫铜监理业
务范围包括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
质量监督四项，目前拥有冶炼工程监
理、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矿山工程监理、
招标代理、造价咨询五项甲级资质及化

工石油工程监理等三项乙级资质。近
年来，鑫铜监理在监理业务稳扎稳打的
同时，积极开拓外部市场，走出了多元
化发展之路。同时，逐步推进企业信息
化、智能化建设，尝试“强后台-精前端”
管理模式，成功引进了“监理通”软件并
投入试运行。

杨军现场观看了“监理通”企业综
合业务管理系统的操作演示，他指出，
这是集团公司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融合发展的一次有益尝试。鑫铜
监理要聚焦重点、瞄准需求，调整传统
单一的管理手段，汲取行业内先进企业
的经验，以提升信息化水平为杠杆，进
一步节约管理成本，提升经营效益。

杨军强调，鑫铜监理自2002年成
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已在集团公司
现代服务业板块中占有一席之地。在

“十四五”期间，鑫铜监理上下要统一思
想，乘势而上，着力打造行业品牌，坚定

不移把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要充分发
挥监理企业独立的第三方作用，在业务
转型、一体化全过程管理、拓展外部市
场和项目工程等关键任务上下功夫、做
到位。

杨军指出，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人才培养十分关键。鑫铜监理要在核
心人才的自主培养和引进上多谋划、多
思考，用待遇、用事业、用感情留住人
才、用好人才。 萨百灵 杨 龙

杨军在鑫铜监理调研时强调

着力提升信息化水平 坚定不移把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守护蓝天，净化空气是企业一份郑

重承诺。
建设于2012年的有色动力厂2×

25MW背压机组自备热电项目为国家
生态环境部重点监控对象，自2014年
5月建成投产以来，该厂始终把“守护
蓝天”作为发展使命担当，盯紧脱硝、脱
硫、除尘三大指数不放松，全力实施超
低排放改造，增强职工环保意识和推进
现场环境整治，实现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和烟尘排放等控制指标全部优于国
家环保标准。

以“拼”的意志拿下超低排放工程

“完成超低排放改造项目，是打赢
守护蓝天保卫战的决胜战役”该厂热
电车间行政负责人周大慧一边用手指
着桌上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安装工程清
单，一边讲述自己参与的那场难忘战
斗。热电1号、2号机组于2018年10
月25日和2019年1月8日先后开工建
设，短短1个月时间，2台机组超低排放
改造先后全部完成。44岁的周大慧脸
上洋溢着自豪与骄傲。为了将原计划
3个月时间缩短到1个月，他们拼了。
周大慧带领技术人员“泡在现场”，熬夜
奋战，虽然人瘦了一圈，但是，这位热能
动力专家在实践中创造了“智慧”效
率。他对脱硝、脱硫、除尘改造近百个
项目能够如数家珍，每个施工环节和功
能作用分析丝丝入扣。为了做到脱硫
除尘一体化改造，他提出在原脱硫塔最
下层喷淋处增加托盘，再增加一层喷淋
层，将原两层除雾器更换为高效除尘除
雾装置，经过拼搏攻坚，实现脱硫除尘
一体化运行，兑现了1个月时间啃下超
低排放改造“硬骨头”的承诺。在铜陵
市环保局“双随机”检查中，该厂脱硝、
脱硫、除尘烟气排放符合要求并全部优
于国控标准。

以“战”的状态保持环保设备稳定

该厂成立管理骨干队伍，定时在线

巡查环保生产并上报主要污染物排放
浓度和脱硫、脱硝系统主要参数，确保

“三大”指标在超低排放标准内。与此
同时，他们组织检修人员做好环保设施
日常维护和表计的分析监视，确保环保
数据上传准确性和及时性，发现异常情
况立即处理。今年9月6日9时03分，
铜陵生态监测信息，2号机组废气总排
口二氧化硫高值预警报警。当值班长
报告“脱硫塔发现有浆液漏点”脱硫超
标将给大气污染带来严峻后果。“十万
火急”，维修队迅速赶到出事点解决漏
点问题，奋战1个多小时，完成焊接任
务，排除了一次环保隐患险情。

以“严”的制度整治生产现场环境

“作为集团公司唯一一家自备电
厂，守护蓝天、整治环境是义不容辞的
责任，也是党支部工作主战场。”这是
该厂热电车间党支部书记江炼强在党
员大会上掷地有声动员讲话。这位八
六年出生的电气专业大学生，今年5月
走马上任就全力投入守护蓝天“保卫
战”。车间党支部班子3名成员每天轮
流跟班到现场，参与环保管理。一方面
通过从严各项规章制度，开展清洁生产
培训，以及在厂区宣传栏、微信群等平
台进行环保法律法规广泛宣传和知识
普及，不仅营造了大环保氛围，而且增
强了广大职工节约一度电、节约一滴
水，不随手乱扔垃圾的自觉性；另一方
面党支部组织党员骨干定期对运煤等
车辆进行专项检查，查看手续是否齐
全、车体是否严密、篷布是否遮盖，严格
限制时速防止煤、灰洒落。针对季节特
点，他们在厂区道路、煤场周边、灰渣出
入等区域，采取车辆循环冲洗，最大程
度降低起尘。尤其在高60米，宽 90
米，能够仓储堆放6万多吨燃煤原料的
干煤棚现场，安装固定多点喷淋设施，
定时对往返运输车辆进行全方位喷洒
降尘，有效抑制了煤场扬尘，消除了灰
尘对环境的影响。如今的热电厂区植
被绿化优美、道路整洁，地面干净。位
于南大门旁的99棵桂花树，像守护蓝
天卫士挺拔屹立，岿然不动。

罗 鹏

蓝天“保卫战”

9月15日，安徽铜冠（庐江）矿业公司井下负800米中段11线漏斗电机车正在
装载矿石。该公司在全面完成上半年各项生产经营指标后，持续保障设备维稳运
行，加大马力组织生产，向全年生产任务目标发力。 夏富青 刘 祥 摄

今年以来，安庆铜矿深化5S管理，在全矿推行清洁生产，基层单位和广大职
工在做好安全生产的同时，做到生产和工作区域清洁卫生、个人岗位干净整洁、设
备和工器具规范放置等，使矿山处处显得文明美丽。图为该矿机运工区职工正在
对生产备件进行规范放置。 杨勤华 摄

本报讯 日前，铜冠房地产公司对
质量精细化管理再加强，在项目开工之
初建立责任卡，动态更新，确保落实质量
责任；项目前期策划中，确定质量创优目
标，以质量管控为抓手，打造精品工程，
结合“检查、验收、创新、三标一体”优化
质量监管，使工程质量始终处于受控状
态，实现工程质量稳步提高，为企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这个公司针对工程基础及主体施
工、高层建筑垂直度测设和沉降测定等
重点环节，进行“深、细、全、严”技术交
底，及时处理施工技术重点、难点，做到
解决问题不拖延、质量缺陷不遗留，确
保工程质量达标。同时，以定期质量检
查与不定期质量抽查相结合，全方位全
过程排查质量缺陷，立查立改，严把质
量关，全面消除质量隐患，杜绝质量事
故发生。每天有一名人员对施工现场
进行安全质量检查，对发现的安全质量
问题，采取书面通知、限期改正、责令停
工等手段，保证工程质量处于受控状
态。同时，对现场材料进行抽检，严格
控制材料供应质量，从源头上把好工程
质量关。发现质量问题，及时通知施工
队整改，消灭质量隐患。质量验收，及
时处理质量问题，当分项、分部工程或
单项工程施工完毕后，及时按相应的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和方法，对所完工的工
程质量进行验收。

结合住宅工程分户验收，狠抓质量
管理。加强对竣工验收组织形式、程序
及贯彻执行验收规范等情况的监督检
查。对各阶段分部验收和竣工验收中
提出的质量问题跟踪检查，严格落实整
改。该公司会同监理公司等单位对见龙
花园、一品江山、观山名筑、池州铜冠花
园等项目进行了分户验收，对检查中发
现的质量问题，及时落实整改单位、责任
人和整改时间，确保住宅质量有保证。

开展工程项目“安全质量标准化示
范工地”活动，优化施工图纸、坚持“每
周一问”对质量通病进行分析提出整改
方案，对工程项目加强质量考核力度，
不断健全质量管理体系，落实质量责任
制，打造精品工程。压实质量管理责
任，实行“施工质量与考核挂钩、工程品
质与绩效兑现”，切实提升质量管控水
平。围绕着质量管理的薄弱环节，认真
选取QC课题，组织课题攻关，通过QC
小组的活动，达到改进工程质量、节能
降耗、提高经济效益和员工素质目的。

周尚青

铜冠房地产公司加强
质量精细化管理打造精品工程

“今年（矿产资源）中心劳动竞赛
下达给我们项目部的阶段性目标任
务，是 9 月底前完成全年任务量的
75%。上个月结束，我们已经完成了
70%，到这月底估计能完成80%。”生
产上的这些数据，矿产资源中心第四
项目部党支部书记、经理周恒云张口
就能报得出来，“单是6月那一个月，我
们就打了2748.1米，创下了中心单月
进尺的最高纪录。”

从缺5%到争取超5%，9月里这个
项目部的工作主题，与疫情过后他们
每个月都在做的一样，是“把耽误的进
度补回来”。

矿产资源中心第四项目部承担着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的井下地质找
矿、生产探矿及地质探矿的钻探施工
任务。过去几年，他们的年钻探进尺
都在 19000 米以上。由于今年的疫
情，生产时间缩短了，可他们的生产任
务没有变。

这个由94名职工组成的团队，党
员有7人。“人少不怕，关键是要发挥好
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周恒云说，“党

员安环先锋队就是最好的例子，先锋队
员都是利用自个儿的休息时间，搬设
备、运材料的，就是要避免钻机停钻，以
增加纯钻时间和提升台时效率。”

时间紧、任务重，客观的困难大家
有目共睹。如何克服？靠的是每一名
党员的奉献。

党员祝浪是这个项目部惟一的一
名钳工，设备维修的担子都压在他一个
人的肩上。从庐江返回铜陵休假期间，
为着临时的维修任务，提前结束假期对
祝浪来说，早就不意外了，“设备出现问
题就会影响生产的衔接，我能放假，可
设备不能放，就跟媳妇孩子请假呗。”

党员机长、班长连续顶班、加班都
是常有的事，周恒云点出了现象背后
的深层次原因：“虽然我们相对来说是
个大的项目部，但是能带班的技术骨
干还是短缺，目前只能通过‘老带新’，
加速人才的成长。”

这一点，今年通过公推直选刚上
任的11号机机长王保俊深有体会，

“以前干班长，只要把自己这台钻机管
好就行，现在不一样了，手下好几台钻

机，生产任务、材料保障、设备维修、后
勤保障、现场管理，每一项工作都不能
掉以轻心。”新的工作任务，意味着更
大的责任，王保俊看得清。

“党员们都在无私奉献，我们一定要
尽全力保证他们的安全和健康。”周恒云
说。过去一个月，铜陵都处在今夏的持
续高温天气里。热浪伴随着高强度的钻
探作业，裹挟着项目部的每一名职工。

第四项目部为职工们配备齐防暑
降温物品，井下作业现场也常备着葡
萄糖，地表的员工休息室里，绿豆汤、
盐汽水供职工消解暑气。

因是远距离派驻，第四项目部在庐
江没有正式驻地，职工们租住的农户家，
又受到电力线路限制，无法安装空调。项
目部班子便安排职工轮流入住宾馆，让他
们在辛苦作业的间歇，可以“休息好”。

进入9月中旬，酷暑退场，第四项
目部正在施工的凤台山井下负410米
和负530米中段，因为处于通风不畅
的“独迎头”地段，依然逼仄闷热，任务
不能停下，周恒云说：“我们的干劲一
如既往。” 萨百灵 蒋涵森

正负“5%”间的努力

无论是爆破装药工、撬锚台车工，
还是后勤班班长，22年来，冬瓜山铜矿
采矿工区的曹多胜不仅工作岗位始终
在井下，“‘小细节’不忘于心，‘大安全’
牢牢守护”的工作原则也未曾变过。

初时，曹多胜在采矿工区采矿班从
事大爆破装药工作。“只要涉及到大爆
破的都不是小事”，这是矿山人的共
识。曹多胜在此岗位上，把“细节”二字
看的极为重要。在大爆破装药现场，从
炸药运输、装卸、拆开整理，到施放导爆
索和装药，他都会“细嚼慢咽”，将大爆
破装药的每一个环节理顺理清，生怕出
现任何问题。

井下的大爆破装药现场，往往是高
温炎热，灰尘“肆意狂舞”，在这艰苦的
环境中，曹多胜身上的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得以充分彰显。哪里有脏活，他第一
个上前；遇到深孔内堵塞，他二话不说
就去处理。从事大爆破装药工作以来，
他所在的班组完成装药量上千吨，采出
的矿石不计其数，从未发生过任何事
故。

在被采矿工区安排从事撬锚台车
工作后，他便负责着采矿工区井下所有
中段采场和溜井的顶帮板处理任务。
曹多胜操作台车技术娴熟，“敲帮问顶”
不在话下，他能够准确地观察判断出哪
一处顶帮板存在冒顶垮帮的可能性，因
而自从台车交到他的手里，再也没有出
现顶帮板处理不及时问题。

每次出车前，他都对台车进行全面
检查，每次下班后，他都会对台车检查
保养和清洗。当采矿工区管辖的溜井

需要开挖时，作为采矿工区的重点工
作，溜井的方钢起吊、安装费时费力，
可即便经常要奉献休息日，曹多胜也
要确保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这些
年，在没有发生一起安全事故的前提
下，他一次又一次的为采矿区生产衔
接拼尽全力，被采矿班同事称为“撬锚
王子”。

2019年6月，曹多胜开始担任后勤
班班长，负责车辆管理，油料发放以及
负730米库房物资设备进出库的验收
及记账发放工作。彼时，车辆频繁出现
故障，影响生产安排，曹多胜到岗后，先
后制定了车辆使用规定和库房管理规
定。措施有奖有罚，效果是明显的，驾
驶员们从此将车当做自家车一般爱惜，
车辆调配有序。

2019年，正是集团公司5S管理三
年计划的第一年。企业的宏观政策在
冬瓜山铜矿采矿工区的一个库房中落
实、落细。曹多胜便是其中的践行者。
接手此项工作后，他定期对库房进行清
理，以“保持库房整齐美观”为目标，将
物资设备分类排列，存放整齐，使相应
物资设备的品种、规格、型号及性能、填
写分明。同时，注重库房的安全管理工
作，检查库房的防火防盗设施，及时堵
塞漏洞。

在标准化、规范化、常态化管理下
的负730米中段库房，经受住了无数次
的检查，最终在集团公司矿山片5S管
理中脱颖而出，成为各单位参观、学习
的楷模，并几乎得到了每一个来参观的
领导的称赞和肯定。

突出的工作业绩成就了曹多胜的
“荣誉等身”。他先后多次被冬瓜山铜
矿授予“先进生产者”“优秀共产党员”
等称号。

陈 潇 汤 菁

——记冬瓜山铜矿优秀共产党员曹多胜
22年的井下人生

9月16日，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有色工业部部长汪东来集团公司调研工会工作。安徽省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席吴海
明、安徽省机械冶金工会主席惠蕙等陪同调研。调研中，汪东听取了集团公司工会工作情况、工会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情况和集团公司复工复产情况的汇报，并与集团公司部分基层单位工会主席和职工代表座谈。在集团公司工会有关负责
人的陪同下，汪东先后到铜陵有色展示馆、冬瓜山铜矿进行参观调研。图为汪东（右一）在铜陵有色展示馆参观。王红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