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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怎么干？一方面就是安全
高效到达；另一方面就是用最少的钱，
干最多的事！我们要把奥炉厂区的
合同好好的梳理一下，结合奥炉厂区
产能提升好好地与物流单位商谈一
下”。2019年 10月，在金冠铜业分公
司商务部储运科科长郝志全的牵头
下，经与物流单位长达两个月的合同
谈判后，该公司在奥炉电解二期产能
及奥炉投料量提升，同时增加了稀贵
车间和多金属车间等其他运输工作
量的情况下，2020 年公司运输费用
不仅没有增加，同比上年反而节约了
约560万元的运输费用。不仅如此，
面对2020年年初张家港联合铜业公
司亟需阳极板扩槽生产，但受疫情防
控需要部分道路交通运输受到限制，
为及时安全地把阳极板运到张家港
联合铜业公司，郝志全展开多方市场
调研及商务谈判，硬是在运输价格保
持不变的前提下，灵活采用公路、水
路联运的方式，及时按集团公司要求
将阳极板运输到张家港联合铜业公
司，不仅满足了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
的生产急需，而且有力保证了集团公

司利益最大化。
今年47岁的郝志全 2018年 8月

调任该公司商务部分管储运及安环工
作。见人总是面带微笑的他，到岗就面
临着一个大难题——大量废弃编织袋
由于场地建设问题凌乱地存放在废铁
库、石膏库等库房，日积月累存在极大
的环保风险，亟需处置。然而几经联系
的危废处置单位对体积大、重量轻的废
弃编织袋毫无兴趣，迟迟不愿意来公司
处理。徘徊于现场的郝志全窥探出处
置单位心结后，立即联系采购了两台液
压打包机，并连续17天夜以继日蹲点
现场协调督促废弃编织袋打包，终于寻
得处置单位将这批打包后的废弃编织
袋处置完毕，成功解决了一块“心病”。

“中午忘吃饭了，你们谁有吃的？”
“吃饭都能忘记吗？”临近下午下班，办
公室同事们望着满脸笑嘻嘻的郝志全
惊讶道。长期相处，过点忘了吃饭是常
事，可哪个周末他不来上班则肯定不正
常。去年6月离高考还有近十天，郝志
全周末没到单位。本以为仅仅是孩子
临近高考了，哪知同事们周一上班探寻
得知郝志全周末是在忙着老婆重度贫

血住院输血救治的事。“那你今天到单
位了，嫂子不要人照顾吗？”“已经请她
姐帮忙照顾了，单位许多事急着要做
呢。”

“郝科长做事很用心，也喜欢跑现
场琢磨事情。”同在一个办公室的同事
王晓震说。如何优化厂内运输，降低费
用、提高工作效率？常在现场转悠的郝
志全很快又对大家习以为常的工序间
阳极板倒运提出了建议。经公司同意
后，已运行多年的厂内阳极板日间倒运
按其调研测算方案改为夜间倒运。看
似简单的运输时间调整，却有效避开了
日间道路人流高峰，规避了厂内道路运
输安全隐患风险，人车错峰更是提高了
运输效率，将原本日间运输5台叉车7
个小时的活，优化到目前仅需3台叉车
夜间4个半小时即可完成，极大节约了
运输车辆及运输时间成本。针对电铜
产量提升，提货车辆日益增加，为进一
步降低提铜现场安全风险，郝志全现场
调研后，力主申报研发阴极铜销售智能
调度管理系统，经一个月试运行验证，
集平台化、移动化和终端验货于一体的
信息化智能调度系统有效解决了阴极

铜销售现场车辆管控问题，不仅降低现
场作业安全风险，而且提高了作业效
率。

善于学习、精于总结的郝志全不仅
将自己所学、所会积极运用到实践工作
中，不断提高自身工作成效的同时，
更是在实践摔打磨练中锻炼培养了
主动思考、主动开展工作的能力，工
作极其用心的他满眼都是可做之
事。为优化生活垃圾清运方式，提升
企业现场管理形象，去年率先提出采
用先进的全密封后装压缩式垃圾车
设备直接对公司现场生活垃圾进行
收集运输，不仅降低了企业处置成本
而且有效避免了因沿途撒漏而造成
的二次污染。

郝志全1993年参加工作至今，从
最初在老厂生产车间操作工做起，凭借
自己不断学习和勤奋工作，一步一个脚
印地逐步成长，无论在一线生产岗位，
还是后来的生产调度与调度室主任、车
间副主任、商务部副部长等管理岗位
上，岗位的变迁的同时，不变的是他一
直兢兢业业，用心工作的那份执着与踏
实。 吴家富 洪 涛

——记金冠铜业分公司十大标兵郝志全
用 心 做 事

本报讯 近日，铜冠建材公司
党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铜冠建安
公司党委负责人出席并指导会议，
与以往组织生活会不同的是该党
支部将明确问题导向提升发展质
量作为主要议题。

就 2020 年度组织生活会存在
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本次组织生
活会征求意见情况、代表党支部
班子进行检视和自我剖析、党支
部班子成员依次进行批评与自我
批评，在一项项例行程序后，该公
司组织生活会将明确问题导向与
提升发展的需求作为主要议题开
展讨论。

该公司表示，将坚持问题和
目标导向，加强学习，提升能力，
通过组织生活会解决不会做、不
愿做、不敢做、不作为、乱作为的
问题，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提升党
性修养，确保方向和道路正确，建
设好铜陵有色建材板块和职工队
伍。

在具体操作上，该公司从四个
方面开展：一是创新发展，尽快落
实五个党建攻关项目实施方案，确
定目标和措施，严格按照计划推
进，且以五个课题举一反三，做好
产品配方优化、质量提升、新产品
研发、安全环保等工作；管理流程
再造，通过优化流程提高工作效
率，形成优胜劣汰制度和良性循环
机制。二是做好胶凝材料推广工
作，认真落实各矿山胶凝材料试
验、研发及攻关项目工作。三是认
真落实绩效考核，在实施过程中发
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政治宣传到
位，追求卓越绩效管理，与时俱进，
通过劳动竞赛等活动开展激发员
工潜能。四是加强基层党支部建
设，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抓好重点
工作。

江 君 张 敏

铜冠建材公司组织生活会
明确问题导向提升发展质量

近年来，安庆铜矿为适应矿山可持续性发展需求，对新招进的青年预备制技工，各基层单位采取“以师带徒”签订协议
方式，范围涵盖铲运机维修工、焊工、浮选工等核心维修生产工种，通过师徒“传帮带”，迅速提升了新进青工的岗位技能，尽
快适用了本岗位工作。

图为该矿采矿工区铲运机维修人员在井下现场“面对面、手把手”对青工传授维修技术。 程海滨 摄

铜冠铜箔公司各党支部紧紧围绕生产经营过程的重点、难点问题，充分发挥
党员个人才智和专长，开展攻关，解决问题。图为该公司铜箔第一党支部党员攻
关小组正在解决产品色差问题。 何 亮 潘忠海 摄

3 月 16 日，
铜冠建安钢构公
司职工正在焊接
钢管件，这是他
们为铜陵狮子山
高新区高端智造
产业加速器2号
厂房加工钢件。
今年以来，该公
司全面出击，广
接任务，车间内
一片繁忙景象，
广大职工以饱满
的 热 情 投 身 工
作。

汪锡铜 摄

本报讯 3月18日，作为示范工程
实施单位的铜冠冶化分公司与天津大
学合作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节
水节能型冶炼烟气净化与资源化技术
集成与示范》接受专家组现场验收。

该课题依托铜冠冶化分公司球团
烟气超低排放升级技改工程，联合开
发复合型脱硫剂及生产技术，并在每
年120万吨铁球团烟气脱硫系统上进
行示范工程应用，试验及生产表明系
统运行稳定，取得了良好的节水节能
效果。课题开发的离子液体复合型脱
硫剂耦合解吸塔热能全工况优化及废
盐水的综合利用技术，解决了脱硫剂
再生工艺蒸汽耗量大、运行成本高的
难题。通过对球团烟气脱硫系统的升
级改造，系统产出的冷凝水、废盐水等

实现回收利用。经过新建的联合脱硫
脱硝生产线，产生硝酸钠和元明粉，经
第三方检测鉴定并出具报告，复合型
脱硫剂的吸收性能超过任务书规定的
吸收剂指标要求。经测算，能有效降
低解吸塔的蒸汽消耗20-30%，节能效
果显著；降低循环冷却系统的新水补
充量约33%；可发表论文8篇，申请发
明专利3项(获授权1项)，超过任务书
的目标。

此次验收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
式，专家组通过现场和线上考察了示
范工程现场，在听取课题负责人汇报、
审阅课题资料，经质询、讨论后，认为
课题所建设的示范工程符合任务书要
求，同意通过现场验收。

胡永斌 王天保

铜冠冶化分公司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示范工程通过专家组现场验收

本报讯 3月19日上午，集团公司
选矿现场5S精益管理交流会在金冠铜
业分公司召开。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陈明勇出席会议并讲话。股
份公司副总经理刘道昆主持会议。

会上，金冠铜业分公司选矿车间介
绍了5S精益管理经验，其他参会单位
进行5S精益管理座谈、交流发言。

集团公司企业管理部就选矿现场
5S精益管理工作强调三点意见：一是
要全员参与强意识。推进企业高质量
发展，对标世界一流企业，加强领导，全
员参与，持之以恒做好5S精益管理工

作。二是层层推进抓落实。要学习金
冠铜业分公司选矿车间5S精益管理工
作经验，树立标杆意识，落实集团公司
5S精益管理要求，全员齐抓共管见成
效。三是举一反三不欠账。做到5S精
益管理责任区全覆盖，定期检查考核，
建立“曝光台”，着力打造符合世界500
强企业5S精益管理现场。

陈明勇指出，选矿现场5S精益管
理工作在厂矿地表中管理难度较大，对
一些脏乱差现象要及时改进。一些困
难企业，虽然现场5S精益管理条件差、
难度大，但不能存在将就的思想，要通

过PDCA循环方式提高现场5S精益管
理工作。

陈明勇指出，5S精益管理工作真谛
是提高企业效益、降低生产成本、防止安
全事故发生。现场5S精益管理工作要
树立没有搞不好的思想，关键是要责任
到人。选矿车间现场5S精益管理的落
脚点是提高经济技术指标。进入新时
代，我们要做到与时俱进，要有绿色发展
的理念，肩负起国有大型企业责任，要有
世界500强企业应有的精神面貌。

陈明勇要求，做好5S精益管理工
作要重视实质，不是做表面文章，要解

决内在问题，不是流于形式。各单位要
发挥广大职工的聪明才智，调动职工全
员参与的积极性。希望通过这次会议，
各单位对照集团公司5S精益管理的要
求，找差距，抓落实，增素养，不断提升
企业对外形象。

会前，与会人员进行了参观前入厂
安全教育，并参观金冠铜业分公司选矿
车间球磨工序和脱水工序。

集团公司企业管理部，金冠铜业分
公司、金隆铜业公司、冬瓜山铜矿等冶
炼和矿山单位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夏富青 吴家富

集团公司选矿现场5S精益管理交流会召开

本报讯 近日，铜冠电工公司为
安徽美芝“量身定做”开发的两款新产
品通过安徽美芝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小
批、中试试验，标志着铜冠电工公司完
成了这两款新产品《产品先期质量策
划程序》中最为关键的一步，为实现美
芝线批量生产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美芝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门研发、制造和销售空调旋转压缩

机的企业。其公司产品产销规模全
球第一，每年的漆包线需求量巨大，
且该公司因为位于安徽芜湖，地域优
势明显。“铜冠牌”漆包线产品作为安
徽省名牌产品，长期以来因为各种客
观因素一直未能成为这个公司的供
货商。

今年以来，铜冠电工公司以满足
客户要求为重点，紧盯客户市场需求
和市场信息，加大高端市场新产品开

发力度，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专门成
立“安徽美芝产品开发小组”，抽调专
业的技术人员及营销部、质计技术部、
漆包线分厂、采购供应部等单位主要
负责人参与的多功能研发小组，经过
技术攻关，解决多项在试制过程中存
在的技术难题，两款新产品终于通过
安徽美芝的小批试验，下一步进入批
量供货阶段。

江 君 罗 明

铜冠电工公司开发出两款高端漆包线新产品

本报讯 今年以来，铜冠池州公司
落实产品质量源头控制、生产过程控
制、产品质量检测控制三措施，“三板
斧”砍出了锌合金产品合格率100%、优
等品率99.9%以上的优质产品。

提高原料采购标准，在源头上加
以控制。该公司生产的多元锌合金产
品中需添加铝、镁、铜等金属，以确保
合金综合机械性能。在配入添加金属
时，严格控制添加金属的内在化学品
质。采购符合国标要求的高品质金
属，同时结合客户订单需求和公司内
控指标要求，选择杂质含量低的添加
金属。以自产锌锭为主，铝锭、铜材等
添加金属一律以高标准采购，采购金
属到货后，质计部门及时取样化验验
证，严把源头关。

树立全流程质量管控观念，将质
量管控延伸到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
节。每道工序都制定工序质量标准，
上道工序对下道工序负责，本工序有
问题本工序解决。在生产流程上，变

“向下送”为“向上要”，由下道工序根
据计划质量指标和市场需要，向上道
工序提出质量要求。上下工序紧密配
合，及时沟通，确保无不合格在制品流
入下道工序。通过贯彻这一质量观
念，变产品质量由以前的“事后检测”
变为“事先预防”，过程控制促进了产
品质量稳中有升。

为确保产品技术参数符合顾客要
求，严格执行过程检测和出厂检测。配
备了炉前快速监测系统，采用X荧光光
谱仪等先进仪器进行质量分析，并利用
SPC控制图的数据对生产稳定性进行
预判，及时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以便
实现对生产过程的质量监控。推行出
厂前的产品“体检”，技术运用和管理措
施同步发力，把好产品出厂关。

充分利用中心化验室、锌合金力
学实验室，对产品的抗拉强度、硬度、
金相等力学性能进行检测，为提升产
品综合质量，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提
供了技术保障。 李荣敏 纪陈红

铜冠池州公司“三板斧”砍出优质产品

本报讯 针对近期持续降雨，铜
冠冶化分公司加强厂区清污分流管
理，确保雨水排放稳定达标，保障长江
生态安全，同时降低企业污水处理站
运行负荷。

加强检查，层层压实责任，结合现
阶段安全环保、5S管理，该公司紧盯场
面水管控短板问题，扎实开展隐患排
查整治活动。组织清理疏通园区雨水

沟渠，检查各区域初期雨水收集池余
量情况，保障雨污分流系统运行正
常。规范操作管理，强化雨污切换阀
门按要求切换，围堰设施有效，确保初
期雨水、场面水等集中收集处理，后期
雨水、冷却水、锅炉排水等进入雨水排
放系统。加强中水回用，提高水的循
环利用率，强化雨水排放自行监测，确
保外排水达标排放。 卞爱华 卢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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