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2月11日上午，国家工
信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
李毅中来集团公司调研。集团公司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龚华东，铜陵市委副
书记赵振华等陪同调研。

在金冠铜业分公司“双闪”厂区平
面示意图前，李毅中听取金冠铜业分公
司行政主要负责人对金冠铜业分公司
建设及发展情况的汇报，得知“双闪”厂
区工程设计规模为年产阴极铜40万

吨，是世界上一次性建成规模最大的铜
冶炼厂；“双闪”与“奥炉”厂区整合后，
金冠铜业成为全国最大单体矿铜冶炼
工厂后，李毅中对铜陵有色在铜冶炼转
型升级上做出卓越成绩，跻身世界一流
水平表示赞赏。

在“双闪”厂区圆盘浇铸车间，火
红的铜水缓缓流进匀速转动的圆盘浇
铸机，冷却、翻模等工序后，一块块阳极
板流下生产线。李毅中仔细询问生产

过程中职工工作环境、智能化生产和运
输、安全环保等情况，在得知金冠铜业
分公司采用集世界先进的闪速熔炼、闪
速吹炼、顶吹熔炼、智能数控吹炼工艺
等各类成熟冶炼工艺技术于一体，铜冶
炼综合能耗、硫捕集率等多项生产技术
指标国际领先，含重金属废水零排放，
冶炼废渣综合利用，实现了高效、绿色
冶炼目标，李毅中点头赞许，并要求企
业在安环、质量、能耗等方面要高度重

视，要全面走在国内外前列，在提高效
率的基础上提高效益。

在电解生产车间，李毅中观看了机
器人阴级剥片机组，询问了解电解铜产
品质量。李毅中指出，智能化生产是提
高产品一次性合格率的主要原因，铜陵
有色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了解铜
陵有色今年生产产值将创历史新高时，
他祝愿铜陵有色在“世界五百强”企业
榜单排名中再上升进位。 夏富青

国家工信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来集团公司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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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铜冠房地产公司强
化外协施工队伍安全环保管理工作，严
把“进场、考核、责任、管控、督导”五
关，加强外协施工队伍安全环保常态化
管理，构建业主、监理和外协施工单位
现场安全环保管理全覆盖，打造安全文
明施工现场，确保生产安全。

严把外协施工队伍准入关。严把
外协施工队伍的资质关、人员关，对进入
项目施工现场外协人员严格体检制度，杜
绝无资质、身体不健康的人员进入公司项
目现场作业，从源头上加强外协人员安全
管控工作。对进入施工现场人员必须进
行三级安全教育和考核，公司定期或不定
期对安全教育资料进行检查，尤其查外协
队伍中新进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和
考核情况，发现问题要求作业人员立即停
止操作，开展安全教育学习。

严格外协施工队伍安全考核关。
把外协施工队伍纳入到公司的安全考
核体系，做到检查到位、考核到位。今
年公司外协施工单位纳入公司年终评
先评优活动中来，对外协队伍“一体化”
管理作为重点检查和考核项。安全环
保管理创新方式、推动工作，抓预防、重
治本，抓落实、求实效，外协队伍基础工
作、现场管理、人员安全环保意识和管
理工作得到进一步提高。

严格落实项目经理安全负责制
关。对在建的一品江山、见龙花园、学
府名都、观山名筑、池州铜冠花园、书香
苑、合肥铜冠广场等工程项目加强安全
督查力度，实行项目部经理负责制，由
项目经理对施工项目的安全管理负总
体责任，参与项目建设的各施工方由项
目经理统一协调施工项目的各项工作安
排。对新建工程项目现场安全文明管理
违约处罚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安
全文明违规行为的违约金标准”进行处
罚，确保生产安全。工程项目严格控制外
协队伍人员流动，做好对现场工人实名制
监督管理工作。

严格外协施工队伍安全管控关。
每个外协员工要签订一份安全承诺书，
落实外来施工队伍安全生产“无差别”
管控。加强外协施工队伍的严格管控，
对项目施工现场安全环保工作全面负
责、监管到位、不留盲区。从管理风险
控制的角度，全面清理各项安全环保规
章制度，确保所有生产活动都能处于受
控状态。持续抓好危险作业管理，落实
外协安全员岗前安全确认制，关键工
序、重点部位旁站制，完善各项防范措
施。签订联保协议，明确谁违章除按规
定罚款外，同时按违章罚款30%的比例
处罚其联保对象。

强化对外协单位安全督导关。该
公司对所属的外协单位派驻安全督导
员，督促外协施工队伍按法律法规对特
种作业人员进行培训、取证工作、按公
司安全规章制度每周进行安全学习，定
期参加项目监理例会，对外协单位人员
的安全资质进行审查。对督导中发现
的问题、隐患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并通报
相关责任单位，督促相关责任单位落实
整改，并按时复查销案。 周尚青

铜冠房地产公司严把“五关”强化外协队伍安全管理

今年以来，铜冠电工公司持续推行检修项目分级验收，不断完善设备检修
标准作业卡制度，以确保每个作业卡对应检修项目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追溯作
用，助推各项生产检修任务高效完成。图为铜材公司检修人员正在修复铜杆冷
却设备。 华 伟 摄

本报讯 12月8日，集团公司为推
动质量管理工作深入发展，总结、交流
和推广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的经验。由
质量检验中心承办的集团公司2020年
QC成果发布会在五松山宾馆召开，来
自各二级单位的14个课题和港口物流
的1个交流课题进行了QC成果发布。

此次QC发布会的成果课题丰富，

各QC小组发布者采用现场讲解形
式，对各自的课题进行了精彩的发
布，所有课题都紧紧围绕生产经营实
际，充分展示了QC小组活动“小、活、
实、新”的特色，对提高质量、降低消
耗、安全管理、加快进度、提高员工的
素质和经济效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过现场评委专业评审，最终金

隆铜业公司的《提高振动筛筛分效率》
课题和铜冠冶化分公司的《降低球团
系统膨润土配比》课题获得一等奖；安
庆铜矿、铜冠建安公司、铜冠池州公
司、金威铜业分公司、金冠铜业分公司
5家单位发布的课题分别获得二等奖；
张家港铜业公司等8家单位发布的课
题分别获得三等奖。 夏富青 杨 威

集团公司举办2020年QC成果发布会

为了把疫情影响的经营效益损失
夺回来，今年以来，有色动力厂盯牢电
耗、煤耗、油耗、修旧利废、蒸汽损耗率
等五项指标不放松，深入开展劳动竞
赛活动。面对供水、供汽、供电等不同
生产特点，通过车间与车间、班与班、
组与组的比学赶超竞赛，把一个个“小
指标”拧紧“攥拳”挖潜降耗，全力向企
业整体目标发力冲刺，攻坚创效。

针对供水系统连续生产性质，该
厂努力在降低电耗成本指标上做文
章。供水一车间和供水二车间，苦练
内功，相互竞赛赶超，在沿江所有泵
房、水站、取水口，掀起降低水生产的
综合电耗劳动竞赛热潮。以优于上年
实际完成指标2%为考核基数，全力创
造生产成本节能效益。供水2个车间
10多个班组，从增强全员节约成本意
识，优化节约用电措施上，自我加压出
新招。先后采取避开用电峰值、夜班
调节水压、合理使用水泵等方法，强化
变频调速控制和排泥环保生产效果，
杜绝设备跑、冒、滴、漏现象，达到节能
降耗目的。今年三季度，在外部用水
市场不稳定，波动大的情况下，2个供
水生产车间合计节约电耗成本20多万
元，取得了今年疫情、防汛以来季度考
核最好成绩。

在狠抓热电蒸汽、发电、除盐水生
产的同时，该厂努力在降低煤耗、油耗
成本指标上做文章。针对燃煤消耗成
本较高的实际，这个厂铆足干劲，在锅
炉、燃运、汽机、化水等重点生产环节，
开展班与班、组与组对抗劳动竞赛。
一方面合理调整与盘活煤库存，选准

燃煤低价窗口期采购机会，千方百计
降低燃煤运营成本，并在船运煤和火
车煤选用上精打细算，挖潜降耗；另一
方面持续加强燃煤采购计量、取样化
验过程监控管理不松劲，保证燃煤生
产运行畅通，燃煤使用效率提高，避免
出现堵煤、断煤，各种现象发生，创造
了良好期间效益。

针对锅炉启动柴油消耗大等问
题，该厂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员优势，
组织管理、生产骨干队伍开展一系列
攻关竞赛活动。采取微油点火技术，
实现节约用油效益目标。采取锅炉、
汽机“倒暖”技术和提前投入化补水加
热器措施，向每次“启炉”时间减少要
成本，实现了企业整体运营期间效益
目标。今年1至10月份，该厂除盐水
生产，完成任务指标超过历年同期水
平，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

围绕生产后勤保障任务，该厂努
力在修旧利废和蒸汽耗损率指标优化
上做文章，以发挥劳动竞赛考核“指挥
棒”作用为抓手，创新降本增效措施。
由相关责任部门对综合维修生产修旧
利废进行检查、评估并计算、统计相应
的修旧利废实际价值。蒸汽损耗率竞
赛以商务部门提供的蒸汽销售量为
主，根据热电车间蒸汽生产量，实现蒸
汽损耗率降低目标。该厂综合维修车
间通过坚持管网巡视检查，加强消缺
管理，维护正常生产，提升修旧利废成
本控制关键点，完成了维修生产后勤
保障从“服务型”向“效益型”转变。
三季度，该厂综合维修车间修旧利废
和蒸汽耗损率均超额完成考核指标，
在厂部劳动竞赛委员会评比上，赢得2
万多元奖励，为实现企业全年方针目
标创造了新效益。

罗 鹏

——有色动力厂劳动竞赛聚焦五项指标攻坚创效
“五指攥拳”挖潜降耗

日前，金威铜业分公司员工正在生产铜板带。金威铜业分公司紧紧围绕铜板带市场发展动态，坚持开展科技创新攻
关活动，加大新产品研发，取得了积极成效。其中，用于苹果手机支架3.5毫米厚H70黄铜带产品，得到客户高度认可，高
氧压延铜箔母带实现批量生产，用于5G通讯的射频电缆带产销量不断增加，高温烧结陶瓷覆铜板用铜带实现小批量生
产，有力地提升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王红平 黄军平 摄

本报讯 12月11日下午，集团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率队前往枞阳
县钱铺镇，调研指导脱贫攻坚工作，走
访慰问结对帮扶的贫困家庭。

在南岭村，杨军首先前往贫困户成
信中、钱名生家中，与他们话家常、聊变
化，关切询问他们当前的家庭生活、子
女就业情况和乡村发展形势，为他们送
上慰问金。

近年来，集团公司精准帮扶钱铺镇
南岭村等7个村，帮助贫困村建设了白

茶、瓜篓等产业扶贫项目。当天，杨军
走进白茶种植基地，在已经开花的白茶
树前驻足观看，并详细询问了白茶的种
植规模、种植技术、加工工艺等。杨军
在调研中强调，要在培育优质茶树的基
础上，增加产品附加值，推动茶叶精深
加工，逐步形成自有的特色品牌。

随后，杨军来到枞阳县运来家庭农
场，实地参观了瓜蒌加工车间。杨军在参
观时指出，食品生产加工要重视品质与卫
生等关键环节的标准化管控，建立规范有

序的生产加工环境，全方位保障食品安全。
在南岭村新村部办公楼，杨军与

镇、村及两家走访企业负责人亲切交
流。在听取了集团公司派驻枞阳县的
扶贫工作队队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就
当地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情况的介绍后，
杨军对壮大集体经济过程中产业扶贫
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肯定。杨军指
出，要立足实际，把符合乡村发展的实
用产业放在乡村，形成特色，做出品牌，
努力推动村集体经济率先发展，使集体

经济发展成为脱贫致富的有力支撑。
杨军强调，2020年是我国全面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十四五”时
期是全国“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转型期，铜陵有色将尽
己所能，在县、乡（镇）、村、企业的联动
中发挥作用。要实现乡村振兴，我们要
做好产业的规划与经营，通过发掘资源
潜力，吸引优质人才回乡创业，以提升
贫困地区“造血”能力，推动城乡融合发
展。 萨百灵

杨军赴枞阳县钱铺镇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12月9日上午，安庆铜矿关停多年
的原小球团厂厂区内一派繁忙景象，一
面鲜红的“环保整治突击队”队旗，直插
在厂区中央显眼位置。为进一步改善
矿山整体环境面貌、提升“5S”精益管
理，该矿刚成立不久的环保整治突击
队，就紧急投入到了环境整治任务中，
为矿山“增绿”。

现场20名突击队员有的举起手中
的铁镐、铁锹清理着水沟、有的挥动手
中镰刀快速地割着道路两旁的杂草，有
的驾驶吊车、铲车，有条不紊的吊运着
厂区内堆放的废旧设备物资及平整着
场地上的碎石沙堆。虽已初冬，寒气阵
阵，但汗水早已沿着突击队员们的额
头、鬓角滴落而下，泥土布满全身，大家
不叫一声苦、不喊一声累。

“环保关乎民生、关系到矿山的可
持续发展，我作为劳模、作为一名党员，
在此关键时刻，一定要冲锋在前，更要
发挥党员、劳模带头作用，保质保量地
完成矿交付的各项环保整治任务。”工
作间隙，突击队员朱训鹏对身旁的队友
们说。得知矿山成立了“环保整治突击
队”，整治需要机械车辆作业，作为这个
矿采矿工区供矿班铲运机机长的朱训
鹏，就第一时间找到了工区负责人报了
名。这几日，他主要任务就是驾驶铲车
铲运清理场地内的废旧物资、碎石沙堆

及平整场地，在用不到铲车作业时，他
就帮着大家清沟、除草等，从不停歇。

“面对矿山当前的环保压力，作为
党员要积极响应号召，冲在前、干在先，
发挥党员先锋作用。”不远处水沟里正
在抡起铁镐深挖沟中泥土的突击队员
丁明，对旁边挥锹清沙刚入职不久的青
工钱钰华说。他俩都是这个矿机运工
区维修班维修工，得知突击队成立的消
息，就都不约而同地报了名。

“我怀揣着锻炼自身，磨炼自己的
态度加入了突击队，在这里工作期间
与队友们整治解决了不少环境问题，
让矿山变得更绿了，这是我人生干的
最有意义的事。”青工钱钰华在与大
家交谈时说。这几天，他同队友们一
起加班加点，抢时间、赶进度，作为刚
走出校门不久的他，由于劳动强度大，
双手都磨出了血泡，队里老师傅看到
后都很关心他，嘱咐让他少干点重活，
他总是笑呵呵回答：“我就是来磨炼
的。”

几天来，在这个矿小球团废弃厂区
内，队员们充分发扬“不怕吃苦、听从指
挥，能打硬仗”的拼搏精神，经大家不懈
努力，疏通水沟100余米、整理废旧设
备物资近百吨、清除杂物20余吨，废弃
厂区环境面貌正逐步得到改善、改观。

程海滨

“环保整治突击队”为矿山“增绿”

每年 12 月31日的夜晚，无数生产
经营型企业在迎接新年的同时，更为一
年到头辛辛苦苦赢得的“全年安全无事
故”而欣喜、庆贺、祝愿——距离2020年
的12月31日的庆贺仅半月时间，走好当
下每一步、每一日安全工作，是企业之愿，
是员工心愿，也是迎新最好最大的成绩。

然而，12月4日，距离年末仅仅20
多天，重庆吊水洞煤矿回撤井下设备
发生的事故导致23人遇难。短短两个
多月的时间里，重庆市相继发生两起
重大安全事故，伤亡惨重，影响恶劣。
给全国所有生产经营型企业和员工敲
响了警钟。国家应急管理部将这一现
象称为“年底事故周期”。

年底前后，历来是各类事故多发

易发期，似乎成了一个跳不出的“周
期”。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关键是，如
何跳出这个“周期”？“年底生产经营建
设活动频繁，企业抢工期、赶进度、增
效益意愿强烈，加之低温雨雪冰冻恶
劣天气增多，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
杂。”12 月 7 日，国家应急管理部有关
负责人如此分析指出。

想想也不难理解，年底最后的时
间很多企业都在冲刺阶段。抢抓一些
任务量为完成年度目标再努力一把、
或者为超产冲刺一下、抑或为即将到
来的次年首月储备一些任务量好顺利
实现次年首月“开门红”。毕竟，企业
以效益为前提。与此对应的是客观条
件的恶劣，给这些美好愿望与辛勤努
力带来种种困难：气候转冷一线生产
作业人员手脚协调度灵活度降低是不
争现实，冰霜雨雪给安全管理难度加
大也是冬季每天面对的现实。而年底

千头万绪的忙碌工作，难免给个别管
理者的责任心减低增加了说辞。

扭转这种所谓的“年底事故周
期”，必须采取有针对性且强有力的行
动。各地、各行业主要负责人必须统
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认真落实
安全生产领导责任，加强辖区重大风
险形势研判，发现苗头性问题及时采
取针对性措施。

扭转这种所谓的“年底事故周
期”，更应该将强化责任心、责任意识
放在首位。任何安全事故的引发都有
或多或少的端倪，破除所谓的“年底安
全周期”，除了强有力的行动，缜密细
致的责任意识，就是唯一能保障年末

“欢庆安全无事故”不二法门。将企业
的利益当成自家的利益、将员工的宝
贵生命当成自家亲人的宝贵生命，责
任意识自然就能渗透到管理者的骨子
里，心坎里，行动里。

□ 江 君

跳出所谓“年底事故周期”重在责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