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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5日上午，集团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来到金隆铜业公
司直接深入生产一线针对安全环保等
工作开展突击检查，对发现的问题或不
规范现象，当场一一指出，并提出了整
改要求。集团公司安全环保部负责人
陪同检查。

检查开始，杨军首先直奔稀贵金属
厂区，进入磨浮厂房、碎矿厂房、筛分厂

房查看了一番，对磨浮厂房内堆放不规
范的废旧物资，指出要认真对照5S管
理要求，实行定置管理。对碎矿厂房、
筛分厂房内地面及设备灰尘较多，提出
要及时加大清扫保洁，改善安全作业环
境。

从稀贵厂区出来，转入金隆厂区冷
料堆放场，穿过熔炼车间，一路检查过
来，杨军点出了个别乱扔废物和卫生死

角现象，提出不能忽视任何一个小的细
节，要坚决防止因小的环境卫生上升到
环保问题。同时，杨军还重点查看了危
废存储终端和废水排放点，要求该公司
一定要严格按照国家环保规定做好危
废存储管理，积极做好废水排放点门口
的改造，防止厂区精砂和雨水外流，避
免引发环保事件。

离开南厂区后，杨军又来到北厂

区，深入电解车间槽下、电铜堆场、大型
物资堆场和备品备件库进行了现场检
查，对发现的问题也提出了指导意见。

杨军最后要求该公司领导在紧抓
安全环保不松劲的同时，还要认真加强
5S管理工作，要多下基层走访检查，对
存在的脏乱差现象，要加大督查整改，
不断提高现场管理水平。

王红平

杨军到金隆铜业公司开展安全环保突击检查

在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近十年的
工作中，无论在什么岗位，担当什么角
色，他总是能做到“能挑千斤担，不担
九百九”，以敢闯敢试，刻苦钻研、乐
于奉献的精神赢得了领导和同事们
的一致好评。从一名电解车间普通
的槽上管理工逐步成长为班长、副值
班长，从电解工艺“门外汉”成为名副
其实的技术能手，为PC电解系统实
现达标达产、指标持续改进和降本增
效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就是张家
港联合铜业公司PC电解车间副工段
长侯燕州。

2013年 6月，22岁的侯燕州从
铜陵有色金隆铜业实习9个月后，被
分配到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常规电解
系统槽上管理。高强度、三班制作业、
单调枯燥的岗位操作，和侯燕州一道
上岗的实习生，没干几个月就陆续离
开，而侯燕州却选择了默默坚守。工
作中，他虚心向老师傅请教铜电解原
理。业余时间，他加强理论知识学习，
完成了冶金专业专升本，并自费购买
电解技术书籍刻苦钻研，并将所学的
点点滴滴用心地运用在实践中，反复
摸索，认真总结，使他很快胜任电解岗
位各项工序管理及操作。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经过
在常规电解系统的不断打磨和锻炼，
使侯燕州对传统电解工艺有了更深的
了解和掌握。由于他吃苦耐劳，勤奋
好学，2014年 11月，PC 电解车间已
经进入设备安装和试生产调试的关
键时期，侯燕州作为第一批人员被
选拔到PC电解车间。面对新设备、
新工艺和新环境，侯燕州更加严格
要求自己，每天和设备厂家安装人
员以及工程技术人员“泡”在工作现
场，调试设备，局部试车，遇到不清
楚的问题和困难，他都主动请教厂
方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有时候为
了一个设备安装问题，厂方技术人

员不下班，侯燕州就跟着他们一起
连班加点，忙到深更半夜也是家常
便饭，直至问题全部解决。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PC电解系统于2015
年 4 月 30 日一次性联动试车成功，
生产出首批合格PC阴极铜，各项技
术指标达到技术规范要求，开创了张
家港联合铜业公司发展的新阶段。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平日里，不善言谈的侯燕州，却能
把学到的PC电解工艺不厌其烦的传
授给身边的同事，共同探讨生产实践
中遇到的各种问题。2018年PC电解
A级铜率较低，于是提高A级铜率的
任务就压在他的肩上。刚担任副值班
长的他深知，电解生产就要走出去多
学习，不能按常规电解的生产模式。
于是他建议到兄弟企业学习借鉴他们
现成的技术。通过在铜陵有色金冠铜
业、金隆铜业等兄弟企业学习参观，成
功引进了霍尔槽实验，侯燕州与他们
交流了添加剂用量用法等。为了弄明
白不同添加剂在电解生产中的作用，
每天他都要和技术团队进行5至7次
的实验对比，经常为了获得实验数据
而加班加点。那段时间，他为了了解
电解液静止在不通电情况下电解液中
的添加剂，凌晨三四点就到厂里做取
样准备，进行生产性试验。最终他利
用霍尔槽实验得到的结论指导生产，
使PC高纯铜率明显增长，电铜产量是
原来的1.3倍，实现了PC电解投产以
来的历史性突破。

为了稳定和提高PC电解电铜质
量，优化技术经济指标，侯燕州带领
车间技术骨干攻坚克难，仔细分析影
响电铜质量主要因素，并同行业标杆
企业进行对标分析，明确改进方向。
他对电解液成分进行深入研究，对生
产工艺返酸、返水、槽温、流量、循环
系统排气进行严格控制，对槽面操作
进行精细化管理，最终在三个月内，
电铜优质品率从 70%提升至 97%以
上，实现了PC电解技术经济指标的持
续优化。

杨学文

侯燕州：PC电解的技术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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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金冠铜业分公司稀贵车间生产工正在清洗检验刚刚浇铸出模的3公斤标准金锭。该公司稀贵车间自去年5
月份投产以来生产形势稳定，主产品除金锭、银锭外，还成功产出合格海绵钯、粗硒、碲化铜等产品。目前，该公司正强化内
部管理，着力提升生产效率，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吴家富 摄

本报讯 今年以来，铜冠电工公
司在推进班组建设工作中，着力在班
组劳动竞赛、班组文化建设等方面下
功夫，让“小班组”发挥“大作用”，为
企业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开展“拓产量、提销量、促效益”
劳动竞赛，将各机组机效、电单耗、在
制品、机组管理等竞赛目标分解落实
到班组，明确岗位职责、工作标准及
考核措施，掀起了冲刺竞赛目标的高
潮。通过加大生产产品计件考核力
度，科学调配劳动力，合理安排产品
生产顺序，有序组织铜加工产品生
产，狠抓产品成品率管控，对提前或
超额完成的班组给予奖励，消除了
重产量不计成本的观念，成本明显
下降，铜杆成品率上升0.4%，高端铜
杆的占比同比上升7.8%。铜杆及铜
丝单耗同比双下降，分别下降6.99%
和 7.52%，累计节约费用 38.26 万
元。产品产量、销量稳步提升。与
此同时，通过加大能源日常督查力
度，提高设备用电效率，切实降低电
单耗。1至 11月，该公司漆包线电
单耗比去年同期下降14%，漆包设
备、镦球机、熔炉、铸轧设备完好率达
到100%。

今年来，该公司各车间在每周的派
班会上，通过将生产任务层层分解，让
班组成员各司其责，以此不断提升责任
意识；在每月一次的员工民主生活会
上，鼓励班组员工建言献策。其中员工
提出的“对木盖板、线轴木托盘修旧利
废和回收复用”，今年以来，木盖板回收
3987个，木托盘回收4351个。

该公司通过创新班组文化建设，
激励班组长“一马当先”，让干得好的
员工“跑得更快”，干得不好的员工也
能迎头赶上，真正让班组发挥大作
用，形成大合力。如该公司着力打造

“班组园地”，增强团队归属感；树“班
组楷模”，促进形成班组良好精神风
貌；鼓励“小创造”，促进增强工作责
任心与责任感；发现“小问题”，解决

“小事情“，从而产生亲切感与凝聚
力；每年评选“明星班组”“优秀职
工”，促使形成浓厚班组文化氛围；开
展谈心谈话活动，及时掌握班组员工
思想动态，在工作上关心、生活上关
怀、观念上尊重，积极营造和谐氛围，
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让班组真正成
为凝聚人心的战斗集体。

华 伟

铜冠电工公司
小班组发挥大作用

12月4日的合肥蜀山区，当日最
高气温才5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下2摄
氏度。10时，料峭寒风里，安徽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室外“献血屋”前，一
群来自安庆怀宁月山矿业公司的普通
职工，在初冬的寒冷中，打着寒颤、咬
紧牙关，却争先高挽胳膊、静候配合献
血前的查验工作。

当看到一个个衣着朴素的矿山员
工接过发放的填表单、就地趴在石头
凳上认真填写时，因刚下车瑟瑟发冷
却面容真挚的幕幕情景，安医大第一
附属医院肝病科、血液科3名护士现场
热泪盈眶。

——月山矿业公司驻安铜项目部
职工陈军，因重症急需大量用血。12
月2日下午，月山矿业公司党委书记查
纬华、工会主席王红帆接到安铜项目
部经理魏玉春关于家属求助的汇报
后，立即召开分会主席会，以分会为单
位立即向全矿职工发起倡议为陈军无
偿献血。

献血倡议书发出的2小时，该公司
工会便收到职工们的踊跃报名。由于
10月份月山矿业公司组织参加了驻地

怀宁县血站的无偿献血活动，按照规
定，两次献血时间距离不足的很多报
名职工，却不能满足为同事陈军献血
的要求。虽然遗憾，但未能满足献血
要求的职工纷纷表达了对陈军早日康
复的祝福。

倡议书发出的次日，该公司工会
联合行政事务部再次召开专题会议，
对人员名单和出行进行了周密的安排
和部署。

12月4日7时多，月山矿业公司高
级政工师吕小南受该公司工会主席王
红帆委托，带着16名符合献血要求的
职工，乘中巴车，从安庆赴合肥安徽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实施献血。

中巴车外，是肃穆的初冬寒意；车
内，16名职工深知此次献血的意义。
志愿献血者中唯一一位女同志吴江
玲，再有几个月就要退休。作为安铜
项目部经理魏玉春的爱人，因丈夫外
地出差无法献血，她毅然挺身而出。

朝夕相处，宛若手足。10月份刚
义务献血的安铜项目部职工余小亮与
患者陈军每日同进同出，当得知需要
前往合肥献血时，他反复找到相关领

导请求再次献血。
带领16名献血员工大清早从安庆

奔赴合肥的吕小南，同时怀揣着慰问
金、承载着转达月山矿业公司党委、工
会以及陈军现所在单位安庆铜矿机运
工区领导工友们的众多关心和祝福的
重任。“ 陈军虽是你们月山矿向安铜劳
务输出的一员，但我们一直把劳务输出
的弟兄当作一家人，如果献血量不够，
我们可以发动我们工区弟兄也参加爱
心献血。”安铜机运工区区长袁木林、党
支部书记项宗敏请求吕小南转达了他
们的希冀，并捎带上一定慰问金。

12月4日，驱车前往合肥献血的
月山矿业公司 16名员工，平均年龄
48.6岁，16人累计献血3400毫升。他
们中，有52岁的值班电工，也有年过半
百的机关工作人员；有和陈军同进同
出的井下破碎工，也有素无工作交集
的地质技术人员。需要换血三次的陈
军，每次需1000毫升，合计总需3000
毫升。当3400毫升献血一次性交付
到安医大第一附属医院时，现场接受
的7名医护人员无不动容良久。

江 君 程海兰 王丽萍

冬日里的一“挽”情深

本报讯 12月5日上午，集团公司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龚华东率生产机动
部有关负责人，前往冬瓜山铜矿督导检
查矿山安全环保、5S精益管理工作。龚
华东一行先后来到冬瓜山铜矿选矿车
间、矸石项目部、老鸦岭尾矿库、精矿车
间实地走访调研。

检查过程中，龚华东仔细查看了各
处的5S管理现状，并就此前的问题整
改情况进行了复查。每到一处，龚华东
都叮嘱相关负责人，要时刻紧绷安全环
保这根弦，把安全环保管理工作做深做
细做实。

在铜冠建安公司矸石项目部，龚华

东指出，各家单位要落实“一体化”的管
理模式，统一各项制度，形成安全环保
合力，共同守护企业的平稳绿色生产。

龚华东要求，冬瓜山铜矿要将安全
环保工作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严查
细管，防患未然，做到安全环保风险管
控全覆盖、无死角；要全面落实安全

环保责任，在全矿上下牢固树立安全
环保的红线意识，建立管理长效机
制，以层层负责的态度切实抓好安
全，抓牢环保；5S管理不能忽视细微之
处，要从点滴做起，将精益管理融入生
产的各个环节。

萨百灵

龚华东督导检查冬瓜山铜矿安全环保、5S精益管理工作

12月5日，铜冠建安公司第二建筑工程事业部承建的安徽金鼎矿业选矿系统
工程雨水收集池项目正在进行施工。该工程是业主新增项目，因其前期施工完成
了选矿系统工程一次性联动试车成功，满足了业主要求。该公司不负众望继续努
力，坚守现场紧张施工，保证如期优质完成工程建设。

汪锡铜 摄

本报讯 12月4日上午，由合肥市
人民政府主办的2020年合肥市矿山事故
综合应急演练在铜冠（庐江）矿业公司举
行。合肥市政府副秘书长闫萍、市应急管
理局局长汪涛，庐江县副县长陈伟，铜冠
（庐江）矿业公司主要领导到场观摩。

此次演练共有 15支应急救援队
伍，合肥市应急、公安、消防、卫健、气
象、交通、环保、供电等部门和市水上救

援队、市危化品救援队、庐江县非煤矿
山应急救援队、蓝天救援队等300余人
参加了演练与观摩。

演练建构的场景为：2020年12月，
庐江县发生里氏4.8级地震，震中位于
北纬31.63度，东经117.19度，震源深
度约13公里，宏观震中位于泥河镇。
地震发生后，合肥市和庐江县政府第一
时间分别启动地震应急预案开展应急

响应。受地震影响，庐江县多处建筑
物，道路及矿山受损，其中位于震中区
域的安徽铜冠（庐江）矿业有限公司副
井发生顶板冒顶、透水，3人被困，综合
仓库失火、倒塌，人员被困、矿区内部道
路中断、附近森林着火；硝酸泄漏、罗河
矿尾矿库子坝出现险情。

演练强化实战，围绕“单点多事故、
全面应急”设计原则，设置了事故发生

与信息报告、响应启动、先期处置、联动
处置、响应终止与后期处置等5个环
节，并融合互联网+创新技术手段，实现
了“观摩现场+事发及处置现场”的互联
互通。通过“口述导调+场景位移”方
式，演练强化了“市级指导、增援，县级
练兵”分级响应指挥决策、协调调度、应
急处置机制，贯彻了“以人为本、科学施
救”理念，凸显了新装备、新技能、新方
式及应急救援中国家队主力军与社会
力量的协同及跨区联动机制。

萨百灵 黄从娥

2020年合肥市矿山事故综合应急演练在铜冠（庐江）矿业公司举行

本报讯 今年12月4日是我国第
七个国家宪法日。为进一步弘扬宪法
精神，推进法治国企建设，集团公司于
当天下午召开了党委会，开展了一次
宪法专题学习活动。集团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杨军主持会议。集团公司
党委委员、总经理龚华东，集团公司党
委委员、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明
勇，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
法律顾问徐五七，集团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胡新付，集团公司党委委员、
总会计师汪农生，集团公司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陶和平参加了会议。

集团公司党委会宪法专题会议集
中学习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部分论述。会议
重温了宪法的性质、地位和权威、宪

法的发展历程以及宪法的实施、遵
守、监督、宣传教育等内容。二是党
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习近平总
书记在宪法的系列重要论述中，特
别强调的、讲得最多的，就是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三是宪法与民法
典的关系。民法典是贯彻实施宪法
的重大成果，是宪法保障公民基本
权利的重要体现，宪法的相关制度
也落实到民法典之中。

杨军强调，要把推动宪法实施与
推动依法治企有机结合，加强公司依
法合规治理工作，认真梳理公司规章
制度并保证合法有效的制度得到贯彻
执行，要全面推进公司内控体系建设，
促进依法治企工作。

马自坤

集团公司召开党委会
开展宪法专题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