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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铜冠池州公司贯穿管理
提升主线，突出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用

“先手棋”谋划“一盘棋”，铅锌联动保持
产业实力高位运行，产品产量、冶炼回
收率、能耗管控取得“整体战”效果。

从低位运行向高位运行升级

“技术人员要发挥团队优势，破除
行政限制，铅锌联动成一家。”该公司负
责人在经理办公会上强调。

年初时，组建10个课题组的技术攻关
团队，推出24项课题攻关项目，推动技术共
享互动发展格局，发挥了铅锌联动“一盘棋”

效应。打破行政界限，不破行政从属，一盘
纳入公司转型升级“整体战”之中。

铅锌技术人员互动式奔波现场，相
继在三连炉处理能力提升、锌合金产
量、性能提升方面进行研究，联动出力
发挥整体效应。三连炉底吹炉满负荷
作业率由96%提高至97.1%，投料量每
小时从25吨升至29吨，铅银渣配比稳
定在 25%，粗铅产量稳定在每天 180
吨。依托管理提升强大推力，三季度电
铅产量比一季度增长了45%。锌系统
坚持把锌合金产业做大做强，产量同比
增长64%。推进生产线现代化建设，建
立锌合金联合实验室，“铜冠”牌锌合金
产品质量、工艺升级蓄势待发。

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升级

“公司的各种辅料要认真盘存，设

置库存限值规定，把家底摸清楚。”该公
司副经理邹辉在生产调度会上吩咐。
对全公司库存的原辅料、中间物料及各
种渣料列表造册，运用技术攻关回收提
高回收率。截至10月份铅冶炼总回收
率达到97.47%，同比增长0.19个百分
点；锌冶炼总回收率达到96%，同比增
长0.2个百分点，均创历史最好记录。

优化存量，做大增量。“对镉回收、
铅电解、红粉库以及冰铜库区域的物料
集中清理回收。”该公司生产部负责人
陈六新介绍，共计回收含锌物料750多
吨，盘活沉淀资金近300多万元。

从高能耗向低能耗升级

铅系统发挥好三连炉特色冶炼与
资源再利用的协调关系，截至10月份
处理消耗铅银渣41550吨，同比增长

36%，产消基本平衡。铅冶炼综合能耗
同比下降1.29%，锌冶炼综合能耗同比
下降3.16%。锌焙烧炉和铅三连炉共
同发力，余热发电量达到1400万千瓦
时，同比增长85%。

从局部思维向集团大盘路径升级

该公司正努力融入集团公司产业
链中，不留余地接受集团公司内部的卡
尔多炉渣、铅铋合金的转运，收集试验
数据，积累生产经验，提高接受处置能
力，发掘价值增长点。目前吹炼卡尔多
炉渣的生产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产出
高银铅铋合金50多吨，为电解高铋铅
实验提供了支撑。在打好自身升级“整
体战”的前提下，努力实现与集团公司
大盘路径下的产业升级嵌入。

张 军

铜冠池州公司善打转型升级“整体战”
本报讯 近日，铜冠投资神虹公司

转炉接口处机械密封技改项目已全部
完成施工，烟气中氧气浓度由改造前的
20%降至17%，生产能耗也有明显降
低，成功实现节能减排双发展。据悉，
该公司原有转炉密封性较差，生产过程
中空气会进入转炉和烟道，不仅导致烟
气调节困难，影响节能调控，造成能量
损失，同时又增加了烟气中氧浓度，对

环保系统造成负面影响。本次转炉的
技术改造历时2个多月，将转炉燃烧室
和前火脖接口处、后火脖与水箱接口处
采用鱼鳞片进行密封，可以有效改善车
间生产环境，减少能量损耗，提高燃烧
效率，同时降低排放烟气的氧含量，可
以降低折算系数，从而减少烟气排放浓
度，降低了环保系统压力。

夏富青 徐 炎

铜冠投资神虹公司技术改造实现节能减排双发展

本报讯 11月10日，池州铜冠物
流公司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和生产骨
干认真学习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通过学习，使大家对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10方面主要成就、到二〇三五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9方面远
景目标、“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6

大“新”目标以及新时期发展12大主张
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大家纷纷
表示，要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
指引，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扎实工作，
努力创新，拼搏进取，为全面超额完成
池州公司下达的全年生产任务作出自
己最大的努力。

桂年友

池州铜冠物流公司党支部组织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近年来，作为安徽省第
十二届“文明单位”、铜陵市第二十届

“文明单位”的金冠铜业分公司在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做好垃圾分类
处置管理的同时，督促引导全员模范
做好生活垃圾分类。据悉，铜陵市于
10月16日启动了为期3个月的生活
垃圾分类专项执法行动，以全面推动
《铜陵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的落实，进一步提高铜
陵市生活垃圾处理减量化、资源化和
无害化水平。该公司积极响应，通过

举办垃圾分类专项培训、印发宣传册、
制作垃圾分类宣传展板及悬挂宣传条
幅等多种途径和方式，教育引导广大
员工在工作与生活中自觉学习和践行
《条例》要求。进一步加大宣传和落实
推进垃圾分类，着力加大垃圾分类工
作宣传、完善设施规范管理，积极号召
员工规范做好生活垃圾分类，教育引
导员工家属及身边的人积极参与垃圾
分类工作，营造出人人参与垃圾分类，
共创美好环境的良好氛围。

陈幸欣 吴家富

金冠铜业分公司人人参与垃圾分类共创美好环境

本报讯 近日，冬瓜山铜矿生活服
务公司对所属员工餐厅、职工食堂和山
庄餐厅三个食堂开展油烟污染治理工
作，通过安装油烟净化装置，促进矿山
空气环境质量改善。为做好清洁生产
工作，保障餐饮人员职业健康，该矿投
入10多万元资金对矿区三个食堂进行

油烟净化减噪系统升级改造。经检测，
降噪减排成效明显，实现了油烟颗粒物
等污染排放达标。同时，该公司对食堂
厨房内部环境进行清洁改造，以降噪、
减排、节能、环保的实际行动推进节约
环保型绿色食堂和环境友好型食堂的
创建工作。 赵 炜

冬瓜山铜矿生活服务公司完成食堂油烟净化系统升级改造工作

本报讯 今年来，金冠铜业分公
司动力车间在落实推进“管理提升年”
活动中，积极从员工工作作风，以及各
项生产管理等方面点滴做起，在一步
一个脚印提升车间整体管理水平的同
时，有力保障了生产的稳步发展。

全员参与管理，安全环保管控有
力。该车间坚持每月组织员工开展事
故案例学习与分析，不断强化全员安
全环保意识，并举一反三及时做好现
场各类安全环保隐患排查与整改。同
时将环保数据与车间重要生产数据一
并纳入日常生产分析与管控，有力确
保了安全环保生产，实现了清净下水
排放合格率百分之百的目标。

细化责任管理，实现稳产高产态
势。该车间在细化落实生产组织管理
中，着力推进扁平化管理，按照生产系
统区域优化管理分工，确保各区域生
产管理责任有人担、问题协调有专人
问、故障排查有人做、现场检修有人
管。同时，在推进岗位精细化操作的
基础上，汇集近半年来生产故障进行
分析，结合实际进一步优化完善标准
化操作规程，有力保障了稳产高产态
势，制氧系统超产3%左右；余热发电
量更是屡创新高，其中5月份余热发电
量576万千瓦时，再次刷新历史新高。

强化工作作风，提升班组自主管
理。该车间紧抓全员工作作风建设活

动契机，落实推进关键生产岗位手机
集中管理制度，强化措施加强制氧站
要害区域人员进出管理，在着力提升
岗位员工工作专注度的同时，确保安
全生产管理到位。

推进“每周一问”，强化管理提升效
益。该车间以“每周一问”为抓手,积极
梳理查找管理缺项、风险源点，以及各
项工作的薄弱环节，并集思广益改进管
理、改进措施。针对动力中心空压机、
干燥机疏水常开造成压缩空气浪费的
问题，该车间及时制定每小时疏水一次
的管理要求，在有效控制压缩空气量浪
费问题的同时，确保了生产对压缩空气
压力控制的需求。 李 军

金冠铜业分公司动力车间点滴提升生产管理

本报讯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中
科铜都公司及时切换生产保障“频
道”，以管理提升年为抓手，早筹划、早
部署、早落实，全力做好冬季各项生产
保障工作，确保安全生产、稳定生产，
满足市场需求。

高度重视，周密部署。该公司针
对生产经营实际情况，积极主动作为，
利用经理办公会、生产调度会及其它
专题会议，对冬季生产组织相关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明确任务，方案到点，
措施到位。对冬季蒸汽管网的蒸汽供
应进行了梳理，严格落实管网更新改

造计划，督促施工单位按期按质完成
任务。

加大排查，落实措施。针对夏秋
两季超负荷生产暴露出的短板，该公
司组织专业人员对硝酸银、银粉生产
系统存在影响冬季生产保障因素进行
了摸底排查，重点查找水、电、汽供应
环节和环保排放、受限空间安全等存
在的问题，制定了银粉配电柜老化整
体更换实施方案，消除妨碍冬季稳定
生产一大隐患。

突出重点，保障生产。蒸汽稳定
供应是冬季生产保障重点，特别是雨

雪低温天气，各用汽单位对蒸汽需求
量大，蒸汽稳定供应面临严峻考验。
为此，该公司在做好管道保温的同
时，落实措施，以班组为责任单元，压
实责任，强化对管道跑冒滴漏的巡
视，发现问题第一时间维修处置。作
为补充“备份”计划，该公司对前期购
置的 4台蒸汽发生器进行了专门维
保，完善使用管理台账，备齐备足易
耗备件，强化人员标准化操作，扎实
做好应对极端天气下的稳定生产保
障工作。

钟科轩

中科铜都公司做好冬季生产保障工作

本报讯 日前，记者走进铜冠投
资神虹公司转炉工段，远远地就能看
到一个长长的安全宣传长廊，这是在
铜冠投资公司首家创建的安全文化
长廊。“通过安全文化宣传长廊创建，
进一步增强员工对危化品安全生产
知识的了解，能够自觉遵章守纪，员
工受到的教育非常深刻，让员工时刻
牢记安全生产，保障公司持续稳定发
展。”铜冠投资神虹公司经理唐雁介
绍。

据悉，该公司创设的安全文化长
廊分为三年专项行动、危化品生产相
关知识、特殊作业安全和事故案例、职
业病危害预防等四大板块。该公司为
加强职工安全教育，尤其是重点对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深入宣传，介绍了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单位的20条重大
安全事故隐患，让广大员工认真细读、
认真领会，杜绝在日常安全生产发生
涉及重大事故隐患，时刻牢记合法生
产。“我认真观看了安全文化长廊，对
化工的安全知识有了更深掌握，要充
分运用在日常工作中，带头做到遵章
守纪，杜绝安全生产事故。”该公司员
工丁文感慨道。

“化工企业特殊作业是近年来频
发安全生产事故的重要根源之一，必
须严格把关特殊作业的管控。文化长
廊列举了危化品企业的安全生产事故
案例，让全员汲取事故教训，时刻警钟
长鸣。”唐雁说。“看过文化长廊，受到
很大的启发，进一步了解危险化学品
相关知识，在日常工作中如何采取安
全防范措施，特别是事故案例片段，事
故教训深刻，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严
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杜绝违章，同时
带动身边的同事共同遵守各项规章制
度，保障安全生产。”职工李文真告诉
记者。

夏富青 宣陆斌

铜冠投资神虹公司建立安全文化宣传长廊

本报讯 10月30日，月山矿业公
司为期5天的年终检修正式落下帷
幕。选矿车间作为年终检修的重点车
间，周密部署年度检修计划，专门成立
了以主要领导任组长的检修领导小
组，加大对检修工作的组织领导。

此次检修设备多、范围广，时间
紧、任务重。涵盖有颚式破碎机整机
更换、两台球磨机衬板更换、1号精选
浮选两槽体更换等主要项目。该车
间精心组织、明确责任，分别成立了
颚破、球磨机、分级机浮选机、脱水砂
泵4个检修小组，特选派工作经验丰
富的维修人员担任各检修组组长，于
每天召开检修班前会，严格执行检修
进度工作计划安排。

突出成本控制理念。今年年初，
该车间更换了两台球磨衬板，正常使
用周期为六个月，但经过车间维修及
操作人员的精心维护和规范操作，每
台球磨衬板延长了近3个半月的使用
寿命。此次检修，特安排最佳时间重
新更换了两台球衬板，节约成本3万
余元。往年，更换浮选槽体一直都是
外协加工，价格高。此次1号浮选机
精选两槽体的更换，其槽体制作由该
车间首次独立完成，技术人员查看图
纸资料，揣摩每个技术要领，制作工
艺按规范操作，最终制作的槽体成功
通过该公司相关部门的验收，大幅降
低了生产成本。

突显团结友爱精神。该车间维
修人员仅有八人，检修人手严重不
足。车间抽调了有钳工工作经验的
岗位操作人员，并联合机动车间值班
钳工，不顾疲劳、加班加点、身体力行
为选矿车间年终大修保质保量保安
全贡献力量。该车间充分利用此次
检修契机，组织人员对检修现场进行
整理、整顿，划线、定置，对卫生死角
进行了彻底的清扫，5S精益管理与安
全管理、设备管理、现场管理相互融
合，工作现场焕然一新。

陈幸欣 王学海

月山矿业公司选矿车间
顺利完成年终检修工作

本报讯 11月2日，金冠铜业分
公司双闪硫酸车间党支部邀请奥炉
电解车间党支部书记，为双闪硫酸车
间全体党员讲授党课。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以《党员如何带头制止餐饮浪费》为
题，奥炉电解车间党支部书记从“怀
危机意识，保大国粮仓”切入，引出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的深刻涵义，
告诫全体党员，尤其在今年全球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之下，对于粮食安全我
们始终要怀有危机和忧患意识。党
课结合实际案例，运用数据、图片等
从三方面对党员提出要求：一是要深
刻认识节约粮食的必要性，思想上增
强厉行节约的自觉性；二是强调要自
觉落实光盘行动；三是要以身作则，
带动更多人践行勤俭节约的中国风
尚，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萨百灵 韩杜荧

金冠铜业分公司双闪硫酸车间
主题党课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本报讯 为进一步丰富女职工业
余文化生活，工程技术分公司事业一
部于11月4日下午在天井湖公园组
织女工开展“快乐旋转”——呼啦圈
比赛活动。此次活动为该公司女职
工搭建了一个深入交流的平台，不仅
放松了心情，缓解了压力，也让女职
工充分体会到公司工会的人文关
怀。大家纷纷表示，将把这种团结友
爱、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日常
工作中，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再创
佳绩。 曹冬梅

工程技术分公司事业一部开展女工活动

11 月 9 日，铜冠池州资源公司机关党支部组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 20 余人开
展“美丽矿山——我是行动者”主题党日活动，对危房改造现场进行垃圾清扫。图
为机关党员与积极分子义务清扫危房改造垃圾现场。 江 君 黄芳琴 摄

11 月 6 日，铜冠建安公司第二建筑工程事业部女工正在参加 5S 管理义务劳
动。该事业部充分发挥女职工的聪明才智，激励女职工立足岗位建功成才，在企
业内部掀起了学先进、赶先进的热潮。 王红平 汪锡铜 摄

金隆铜业公司加强对厂区道路规划，以便利、适用、安全为原则，对厂区各道
路进行统筹管理，或增建，或加宽，或修补，一切以利于实际使用和最高准则，确保
了厂区内道路安全通行，畅达无阻。图为近日该公司对南厂区道路进行拓宽改
造。 章 庆 摄

为迎接消防宣传月，11 月 9 日 8 时 30 分，铜冠铜箔公司邀请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在公司内开展系列消防宣传活动，通
过展示消防救援器材、演练消防救援操法、讲解消防安全知识，提升全体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和技能操作水平。

图为消防救援人员在展示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何 亮 潘忠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