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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铜冠电工公司
紧紧围绕提升产品合格率和降本减耗
这个中心，以改善提案为引，以标准化
为抓手，以健全全员考核激励制度为手
段，大力实施设备节能改造，建立物料
精益管控模式，着力减少电单耗和降低
生产过程中的物料损失，使漆包线产品

一次校验合格率达到99.75%，单位产
品能耗降低60%以上，为完成全年经营
目标提供了坚实保障。

该公司大力开展全员献计献策改
善提案活动，改造优化生产设备以减少
设备问题引起的物料损失和能耗损
失。采纳员工建议的方式进行改进，解
决了困扰生产的难题，提高成品率的同
时大大降低了操作员工的劳动强度。
其中，铜材连铸连轧生产线主厂房照明
技改，每年减少电费支出13.48万元，节

约维护费用0.8万元，年综合节能效益
达14.22万元。与此同时，该公司还以
规范工艺操作规程为指导，对现行生产
流程进行全面梳理、定位物料损失点。
对岗位查找出的流失点积极想办法，科
学合理制订措施。并明确岗位责任划
分，实施过程流失监督控制。对生产过
程中的物料建立精益管控模式。及时
了解每天物料损失的情况，对指标异常
波动即时分析，即时解决处置。此外，
该公司还重新修订物料考核管理办法，

实行绩效考核激励机制。通过考核激
励机制，以全员改善为追求，持续优化
生产过程管理能力。从原料入库到成
品出库，全过程物料转移点进行跟踪考
核，通过明确岗位职责，将各环节物料
损失明确责任落实到个人，充分调动员
工参与改善，时时改善，处处改善的积
极性。自办法实施以来，塑料盘和木托
架回收率进一步提升，在降低生产成本
费用的同时，也为该公司带来了可观的
经济效益。 华 伟

铜冠电工公司降本创效在行动
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授予
铜冠矿建公司“2020年度安徽省优秀建
筑业企业”称号。据悉，本次全省优秀
建筑业企业认定评选活动是由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

厅首次联合开展的，是对全省建筑业企
业综合实力的认定，旨在充分发挥优秀
建筑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提升建筑企
业综合竞争力，锻造和打响“安徽建造”
品牌，推动安徽省向建筑业强省迈进，加
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曾红林 李红梅

铜冠矿建公司荣获安徽省2020年度优秀建筑业企业称号

本报讯 近日，技术中心选矿研究
所《从高砷选金尾矿中回收金的方法及
其应用》发明专利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
授权。该发明专利根据高砷选金尾矿
中所含的磁铁矿、单斜磁黄铁矿、黄铁
矿、六方磁黄铁矿和毒砂的性质差异，

采用分步浮选和强磁选工艺，解决了传
统工艺中选金尾矿得到的砷矿物含金
品位低、后续作业金富集困难的问题，
显著提高了砷矿物中金的品位。该项
发明专利对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及社会
效益具有重要意义。萨百灵 陈梦秋

技术中心选矿研究所一发明专利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

本报讯 12月 8日，铜山铜矿分
公司党委组织党员收看《榜样6》，并同
步在工作群内开展线上心得分享，对标
先进典型，共同学习榜样身上的精神。
据悉，该档节目是为了庆祝建党100周
年特别推出的，通过典型事迹再现、现
场访谈、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生动展
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

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
崇高精神。观看节目后，该公司党员反
响热烈，表示要以榜样为标杆，汲取榜
样精神力量，找出自身的差距与不足；
以榜样为旗帜，立足岗位，为分公司发
展再立新功，争做有担当有作为的好榜
样。

张 霞 王 勇

铜山铜矿分公司党委组织收看《榜样6》

本报讯 12月14日，铜冠池州公
司2020年池州经济开发区节约集约用
地专项奖励资金如期到账，这是该公司
连续第五年取得政府政策性资金支
持。去年，该公司持续深化改革，不断
创新工作思路，进一步提高工艺技术和

经营管理水平，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产品产能、营业收入及进出口额大幅提
升，企业安全环保稳定，职工收入也稳
步增长，众多加分项目使得该公司此次
申报专项奖励资金再次成功获批。

王莉娜

铜冠池州公司获批节约集约用地专项奖励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集团公司
2022年春节乡村振兴消费农产品的采
购发放工作,确保农产品质量，铜冠地
产公司金安超市成立调研组,12月 8
日，调研组一行四人前往枞阳县有色集
团公司定点帮扶的结对帮扶村，对各村
上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核实。调研组
深入现场对农产品的产地、加工流程和

成品进行了详细考察了解。在调研过
程中，公司驻村工作队队长表示会对本
村提供的消费扶贫农产品进行严格监
管，各村负责人也纷纷表示一定严把质
量关，充分做好消费产品的备货工作，
让广大职工都能采购到放心满意的农
产品。 陈 斌 王 睿

铜冠地产公司金安超市严把扶贫农产品质量关

本报讯 日前，集团公司第三届
党代会在五松山宾馆召开，为做好党
代会接待服务，五松山酒店管理公司
精心准备，顺利完成了党代会接待任
务。

该公司根据党代会接待内容，
在疫情防控、会务服务、食宿安排、
设施设备安全等方面进行任务分
解，各工作细节落实到人。为做好

会议期间疫情防控，该公司提前联
系市数据资源局，对五松山宾馆健
康码系统进行数据维护，并在分会
场增设健康码扫码点，保证疫情防
控二码联查全面开展；该公司还对
口罩、消毒剂等防疫物资进行了储
备，对宾馆服务设施开展每日消
毒，把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到位。为
提供良好的会务服务环境，该公司

提前对客房、会议等设施进行维
护，提高设施完好率。该公司还对
变压器、配电房等动力设施进行了
检修，同时对消防系统进行检查，
更换了一台消防变频泵，保证各种
设备安全运转。在全体员工的共
同努力下，确保了集团公司党代会
接待任务的顺利完成。

陈 原

五松山酒店管理公司顺利完成集团公司党代会接待任务

“昨天开会怎么说的，只要登高就
要挂好安全带，下来下来。”12月8日
8时许，在铜冠铜箔公司铜箔三四工
场特种箔配液工段，工段长王琦就把
刚准备登高拆卸更换气动阀的维修员
工给叫停了。12月8日至9日，铜冠
铜箔公司开展为期两天的变电所检
修，该公司铜箔三四工场和五六工场
也利用停机检修的机会，对本工场内
的相关设备设施进行检修维护。

检修开始前，该公司对检修计划

进行反复研究、推敲，各工场制定有
针对性的应急预案。“我早上五点多
就过来了，工段要把溶液先排回罐子
里，我生怕他们开错了阀门，万一错
排了，那可就是环保事故了。”王琦跟
笔者说道。离开配液工段，笔者来到
水处理车间，迎面碰上了刚刚巡检完
的水处理工段长张松。“这检修期间，
我们比平时还忙。”据张松介绍，为应
对检修期间溶铜槽罐挂土可能出现
的集中式废水排放，他们工段提前做
好应急处置预案演练，将含铜废水池
和沉淀池水位降至最低，长时间保证
液碱储罐高库存。溶铜槽罐挂土期

间，他们还增加废水处理巡视频次，
根据含铜废水池PH值调整液碱流
量，确保含铜废水池PH值始终保持
在7至8的安全区间。随着含铜废水
量增加，他们得提前在含铜沉淀池周
边准备足量的石灰和PM絮凝剂，随
时做应急处理，待含铜沉淀池水质达
标后，及时做抽泥、压泥和废水排
放。

为确保整个大修安全环保无事
故，该公司、工场和车间三级安全员
全程靠前安全督导，每个大项检修现
场最少有一名工场领导现场指挥，党
员骨干根据检修项目需要和个人特
长重新编组，分派到急难险重的检修
项目上，确保各项检修保质保量如期
完成。 何 亮 方知炜

检修千百项 安环第一项

本报讯 “抡大锤怎么能戴手套
呀，赶紧停下来。”日前，在张家港铜业
公司精炼车间生产现场，一名作业人
员正在抡大锤修整阳极板飞边毛刺的
时候，被车间主任刘飞飞立即叫停。

“有些员工在作业时，嫌麻烦，怎
么方便怎么来。”精炼车间主任刘飞
飞说道。“这些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时
常在我们身边发生，殊不知，差错往往
发生在这些细节中，成为造成安全事
故的祸根，而一旦发生事故就会给自
身生命、企业发展带来无法弥补的损
失”。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细节注定

安全。今年以来，该公司要求各部门、
车间分人包片，从小事从细节入手，突
出抓好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狠抓特种作业管理，严格人员不安
全行为管控，防止涉危作业，切实加强
和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
突出问题。秉着“抓细节保安全”的理
念，精炼车间首先是持续加大安全管
理力度，要求各个班组必须按时开展
班前安全教育，从事故案例学习抓起，
通过深刻剖析事故发生的原因，认真
开展反思讨论，让员工重视隐患整改，
规范操作行为，自查自纠不安全行为，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其次是针对作业

安全管理程序，进一步加强现场安全
细节管理，完善专项活动的检查、考核
制度，坚持不懈地开展“反三违”检查
和现场整顿活动，把易发生“三违”的
重点设备、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等列
为日常安全检查的重点，加大巡回检
查力度和密度，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当天查出，当天处理。

“在工作中，我们只有抓住细节，
认真做到严抓、严管、严考核，处处从
工作的细节入手，严于细节、考核于细
节、才能切实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生产的安全与否，完全取决于规章制
度的严格执行，做好每一细节，保证安
全链条健康运转，才能有效防止事故，
保证安全。”生产部部长饶俊说。

包玉华

张家港铜业公司抓细节保安全

皮肤黝黑，身材健硕的杨斌，是冬
瓜山铜矿充填区一名井下充填工，他
从事充填岗位十多年，不仅善于对不
同区域采场防沉淀、防漫溢、防渗漏充
填筑坝，还乐于进行筑坝“命名”，让不
同名称的坝体对生产安全起着“坝”如
其名的安全保障，大伙无不夸赞杨斌
是小有名气的“筑坝人”。

为确保充填渗漏隐患故障能够得
到及时有效治理，需要事前做好充填筑
坝工作。但是在没有出现明显渗漏点
时，别说给充填筑坝命名了，每道充填
坝的具体筑坝位置都是很难锁定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班中巡护点检，杨斌
要比别人查看趟数多、所到采场中段要
比别人范围广，他将各爆破、溜井、采掘
等区域列为渗漏防范“识别区”，并反复
设想如若发生渗漏漫溢，会对防范“识
别区”造成哪些潜在危害，从而使事前

筑坝位置更精确、筑坝方式更灵活、筑
坝作用更凸显。杨斌在摸索出充填巷
筑垒“引水坝”防漫溢、充填排放口筑垒

“拦砂坝”防次生污染、溜井口筑垒“兜
底坝”防倒灌等不同名称充填坝的同
时，还围绕环保排放和现场5S精益化
管理工作，对所筑垒充填坝体外观和结
构展开“命名”攻关活动，先后推出“阶
梯坝”防侧压、“塔式坝”防溃破等别具
一格的充填坝。工友们称赞说：“不重
名的充填筑坝，保障各中段采场安全可
谓是‘各司其职’。”

去年3月份，井下负860米中段
三处新投入充填采场，因其存在位置
分布广、跨中段多、交叉作业干扰频繁
等因素，需要在充填前筑垒数十道充
填坝体防范渗漏漫溢、环保排放等难
题。杨斌介绍说：“原先筑垒的单一方
向预留排水口充填坝，虽排水流畅，但

其排水容量得不到充分利用，排水过
程中的滤砂、沉淀时间也达不到有效
沉淀期，使其环保效果大打折扣。”此
次充填筑坝，杨斌根据现有充填巷及
排放口的位置和长度，采用名为“交叉
口开坝”或“对角开口坝”的筑坝方式，
确保每一道挡水坝之间灵活变换排水
口方位和间距，不仅有效预防水流漫
溢的隐患故障，其稳定的滤砂、沉淀环
保排放效果，也随之“名”声鹊起。

说起给充填筑坝命名的想法，杨
斌一脸谦虚地说道：“筑坝‘命名’，并
非是自己想要故弄玄虚，主要是想通
过这一做法，吸引大家对安全防范的
思考与重视，为安全生产起到抛砖引
玉的作用。”杨斌又信心十足地说道：

“班组工友对充填筑坝‘命名’的兴趣，
越来越浓了，大家纷纷把‘名副其实’
的充填坝，当作检验工作效率和岗位
技能的‘试金石’，并且集智攻关，确保
采场充填环保排放‘滴水不漏’。”

汪为琳

有名气的“筑坝人”

本报讯 近日，金隆铜业公司稀贵
课多措并举，进一步强化安全环保管理
不放松。该课利用月度安环会议、晨
会，借助各种平台和形式宣传学习近期
各级政府和该公司相关文件精神，强调
要把安全管理落实到生产经营全过
程。该课要求进一步提高对环保工作
重要性的思想认识，把巩固卡尔多炉尾
气氮氧化物治理成果当作当前工作重
点来抓；加强生产各个环节的管控、上
下工序的协调、在用环保设施的正常运
行与维保工作，特别是搞好烟气平衡与
收集工作。 陈幸欣 陈世晖

金隆铜业公司稀贵课强化安全环保管理不放松

本报讯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
加组织生活会，大家帮助我指出了一些
缺点，我今后一定会注意改正。”“希望
团支部乃至团总支能够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多开展一些红色主题电影展播、
革命教育基地参观学习之类的活动。”
近日，矿产资源中心地调院团支部、工
勘团支部组织召开“学党史、强信念、跟
党走”专题组织生活会。团员青年们在
会上畅所欲言。会上，团支部书记作支
部班子对照检查报告，并带头作个人对
照检查报告。与会团员依次开展批评
与自我批评。会议还通报了2021年度
团支部对标定级有关情况。会后，两个
团支部将针对对照检查情况，认真梳
理、列出问题清单，并制定具体有效的
整改措施，严格予以落实。

萨百灵 蒋涵森

矿产资源中心两团支部组织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

本报讯 日前，铜冠冶化分公司以
“送法治读本”进车间、进部门的方式，
将新《安全生产法》送到每一位员工手
上，掀起新《安全生产法》学习热潮。球
团车间结合“安全生产法宣传周”活动，
重点加强新《安全生产法》中对员工的
安全职责、“三违”处理等方面条文的学
习。硫酸车间重点从违反安全生产法
应负的法律责任进行解读。动力车间
着重对安全生产责任追究、事故应急救
援与调查处理等方面进行解读。综合
车间重点对化验室易制爆品、危险化学
品运输及油库等规定条款进行解读，全
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机关部门结合
新法第三十六条要求，重点对食堂灶具
和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开展安全检查，确
保将新法的相关要求落到实处。

胡永斌

铜冠冶化分公司掀起新《安全生产法》学习热潮

本报讯 今年来，铜冠建安钢构公
司女工委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
动，充分调动女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提升女工们对企业的认同感、归属感和
幸福感。今年“三八”妇女节期间，组织
全体女工开展了“美丽携手，健康相伴”
为主题的户外徒步活动。今年“安全生
产月”期间，该女工委协同安环部就充
分发挥安全协管工作，召开员工家属座
谈会，邀请近二十位员工家属代表参
加。同时让员工家属观看了项目一线
施工现场视频，使她们感受家人的现场
作业环境和安全隐患，希望她们更加支
持家人的工作。此外积极落实政策，开
展了推选先进女职工和贤内助活动，通
过对标找不足，对标先进学榜样。

江 君 姚胜红

铜冠建安钢构公司女工委积极彰显女工力量

本报讯 “马菊，你的遮阳棚怎么
没了啊？”12月7日一早，在合肥铜箔公
司停车棚内，实验室员工叶燕发现同事
马菊的电瓶车上没有遮阳棚，便问道。

“市里正在开展拆除非机动车遮阳篷专
项行动，工场群里也宣传了啊。”近日，
合肥市在全市集中组织开展道路交通
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合肥铜箔公司
积极宣传非机动车违规安装遮阳篷的
危害、整治工作具体举措等。该公司还
在公司内部设立助拆点，方便员工就近
解决问题。 郑 敏 许 平

合肥铜箔公司积极开展“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活动

金隆铜业公司化验课为了进一步提升标准化管理水平，推进标准化班组建设，通过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等方式，
强化化验员工安全环保及5S管理意识，增强岗位风险辨识及管控能力，促进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以及5S精益管理等工作
的优化和落实。

图为近日该课以“强化意识，防控风险，安全发展，绿色发展”为主题，在员工中开展标准化班组安全环保与企业文化
知识测试。 范旭坤 摄

进 入 冬 季 以
来，有色动力厂全
力加强安全防范管
理，严格供热机组
运行、巡视、检修、
维护，实现冬季监
控力度有增无减。
图为该厂热电车间
安全人员在室外露
天锅炉汽包生产现
场开展日常重点安
全环节检查，确保
冬季供热系统出现
异常、缺陷，能够第
一时间发现、处
理。罗 鹏 摄

本报讯 12月 5日下午，省墙改
办相关专家一行前往铜冠建材公司进
行实地调研。调研会上，该公司负责
人介绍了公司生产经营和产品研发等
相关情况，专家组成员参观了生产车
间，深入了解铜冠建材公司生产情

况。专家组一行对该公司生产工艺、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双方就铜冠建材公司目前能源消耗和
产能技术问题进行交流，并提出相关
意见和建议。

江 君 孙安琪

省墙改办一行到铜冠建材公司调研

截至11月份，铜冠池州公司主要设备完好率达到99.92%，生产效率、服务质
量大幅提高。该公司结合“设备见本色”活动，再次掀起岗位TPM设备管理活动
高潮，计划在明年上半年做到A类及重点B类设备TPM管理全覆盖。图为员工
正在按照管理要求对设备进行定时巡检。 陈东风 摄

铜陵格里赛公
司员工正在检测异
型铜带样本硬度。
铜陵格里赛公司在
狠抓产品生产过程
质量控制的同时，
严把产品检测检验
关，较好地保障了
产品质量稳定，今
年以来异型铜带综
合 成 品 率 达 到
80%。

王红平
黄军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