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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26日，铜冠池州公
司召开年中工作会，管理人员聚焦年
度目标，不讲成绩、只说问题，谈解决
问题的办法和措施，向着“历史最好
年”加速迈进。

“上半年，9项关键经济技术指标
有 6项高标准完成，但是仍有 3项未
达不到年度预算。”生产管理部副部
长章长寿率先说。面对问题，下半年
怎么办？在该公司领导班子面前，他
说，将以存在问题为底图，发挥生产
管理部统筹协调的管理职能，聚合
铅、锌、稀贵三分厂力量，叠加形成问
题“动态图”，下好生产管理“一盘
棋”，确保完成各项生产任务。

上半年，该公司通过开展“守正
创新年”“变革转型年”“管理提升年”
系列专项活动，利润同比增长 23%，
转型突破在蹄疾步稳中不断优化，经
营质效在精益管理中持续提升，发展
动能在务实作为中更加集聚，处处激
荡着冲刺“历史最好年”的澎湃力量。

“汇集问题，解决问题，抢抓高温
过后的生产‘黄金期’，要责任到属
地，指标到个人，周跟踪、月总结，盯
紧盯牢目标任务。”该公司负责人针
对章长寿的发言点评。近年来，该
公司“大部制”改革纵深推进，三分
厂聚力破解生产难题，“一体化”融
合攻坚，生产管理部对铅锌联动生
产系统进行数据归口与管理功能集
成，横向融合、纵向贯通，有效调动
技术力量，牢牢掌控了生产主动
权。主产品产量年年递增，上半年

副产铜、次氧化锌同比分别增长
10%、20%，在主产与副产“双抢”中
拼出了双增长的好势头。

“在铅锌原料内外负价差呈历史
性加剧的情况下，铅原料内采占比为
37%，未达到公司行政工作要点中提
出的 50%标准。”该公司商务部部长
张坤发言。上半年，针对国内原料采
购竞争激烈、加工费低迷的形势，商
务部门虽然此项未完成，但是坚持危
中寻机、化危为机。深刻分析国内外
原料采购环境和阶段性特征，通过推
迟进口原料作价，在比值好的时候抓
住机遇点价，取得较好效益。加大进
口银精矿采购数量，精益原料富含收
益，用综合效益弥补铅原料内采不足
的短板。下半年，该公司商务部锚定
70 亿元销售收入目标，凝聚党员力
量，强化市场敏锐性和感知力，把小

的、零碎的信息收集汇总，构建并优
化“多柱效益模型”，把握深层次的特
点趋势，在原料高富含、贸易创效等
15个子项中努力做到“一叶知秋”。

“上半年，发生可控管理费用和
销售费用未完成下降5%的目标。”该
公司财计部部长薛世东说，“下半年，
按非必要不发生的原则从严控制相
关费用，我们有信心完成目标值。”一
直以来，该公司以过紧日子换取企业
和员工的“好日子”，压紧一般性支
出，把资金用在科技创新、员工增资
等最急需的地方。上半年，该公司财
计部门利用提前锁价、即期购汇、押
汇付汇等方式为公司创效，与同期预
算相比超 386.4%，用最大气力开源
节流，为池州公司“历史最好年”筑基
固本。

张 军

铜冠池州公司向“历史最好年”阔步前行

近日，铜冠机械公司员工正在高温下现场进行过滤机大修。该公司为确保冬瓜山铜矿3台过滤机大修按期完工，合理安
排选派技术过硬的精兵强将，战高温抢时间，全力以赴展开大修作业。 王红平 陈克彪 摄

近日，金隆铜业公司员工在生产间隙畅饮冰镇绿豆汤。入夏以来，该公司强
化防暑降温工作，采购了大量绿豆，每天安排专人制作冰块，熬制绿豆汤，并准时
将冰镇绿豆汤运送到各生产现场，确保岗位员工24小时都能喝上美味绿豆汤，让
员工解渴消暑，清凉一夏。 章 庆 朱运东 摄

本报讯 7月 22日上午，在铜冠
建安公司产业升级基地项目施工现
场，一榀重约2.3 吨的钢梁在吊车配
合下，与竖立在旁侧的两根钢柱顺
利实现连接，标志着该项目2号厂房
首榀钢梁安装完成。

据悉，该项目由铜冠建安公司自
主开发建设，此次吊装的2号厂房面
积为5910平方米，檐口高度为12.02
米、跨度为39米，厂房定于8月份完
工。因该项目被铜陵市政府列为平
行检测项目，监察部门联系省建院
监测站对该项目的高强螺栓及焊缝
进行独立抽检，项目施工工艺要求

高。为保证工程建设质量，该公司
对焊接工艺及高强螺栓材料进行严
格控制、检查，每日对生产车间加工
构件进行100%的焊缝无损检测，未
达要求当即要求责任人整改，构件
顺利通过经开发区质监站及省建院
双方检测后，再运至现场安装。施
工正值高温天气，为做好防暑降温
工作，项目现场为职工配备休息室，
加装空调，准备好防暑饮品和药品
等，保障项目建设顺利推进。2号厂
房首榀钢梁吊装后项目建设也将进
入到攻坚阶段。

陈幸欣 李晓会

铜冠建安公司产业升级基地项目2号厂房首榀钢梁吊装顺利完成

7 月份，安庆铜矿将“我为群众
办实事”与班车服务品质提升工作
相结合，围绕群众需求，开展利民举
措，提升职工身边的“微幸福”，切实
解决职工乘车时的烦心事，得到了
职工交口称赞。

据了解，该矿客车库已建成使用
二十多年，由于受设计条件限制，原
先人员进出口是敞开式通道，只有
几排相邻的护栏，一直没有设立候
车厅，基础设施、整体环境有待提
高。为了给职工提供更加优质的服
务，该矿对原有空间进行调整、装
修，优化硬件配置，经过 10 多天改
造，一个全新美观的候车厅呈现在
职工面前，在炎炎夏日里为职工带
来一份温馨与清凉。候车厅透气采
光条件好，明亮、干净、整洁，厅内设
施齐全，30条木质长椅摆放得整整
齐齐，两台柜式空调散发着丝丝凉

风，窗户玻璃上贴着遮阳隔热膜，屋
顶的吊扇叶片在不停地转动。旁边
的办公室还设置了一个小小便民服
务站，为候车的职工提供热水、口
罩、风油精、人丹等防暑降温必备
品。“以前这里没有候车大厅，遇到
高温、严寒、大风雷雨等恶劣天气，
等车就变成了一种煎熬。”正在候车
的王师傅笑着说，“现在客车库的候
车厅变了样，真是便民又舒适啊！”

下一步，该矿还准备在候车厅的
墙壁上安装一台大屏幕电视机，滚
动播放“学习大讲堂”活动有关安
全环保、5S管理等方面的视频，让职
工在等车休闲的同时又能接受到生
动的警示教育。另外，在空地上进行
绿化美化，把它“变身”为小巧精致的
花园，为职工群众幸福生活“锦上添
花”，将此处打造成为宣传矿山企业
文化的窗口。 操移山

改造候车厅 提升“微幸福”

本报讯 为进一步贯彻
落实全省“一改两为”大会
精神以及集团公司 2022 年
党建工作会议和纪检工作
会议精神，切实改进工作作
风，铜冠建安公司党群部门
开展“带头转变作风，争做
五个表率”活动。

为确保活动扎实有效开
展，该公司党群工作部制订
了《党群部门“带头转变作
用，争做五个表率”活动实
施方案》，明确了具体的工
作目标。通过树立学习新
理念，坚持学思践悟，争做
学习型机关的表率；通过保
持思想政治定力、保持理想
信念定力、保持党性修养定
力，争做政治型机关的表
率；通过主动服务基层，落
实好为职工办实事，争做服
务型机关的表率；爱岗敬
业，切实增强责任心事业
心，加强党建管理，争做效
能型机关的表率；坚持廉洁
自律，自觉反腐倡廉，争做
廉洁自律的表率。

李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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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鬼天气，太热了，谈班长怎么时
时刻刻地盯着我们呀，我刚刚摘下防护
面罩透个气，又被他说了一顿，真是倒
霉透顶了。”“别提了，我上次偷偷摘下
口罩，结果被抓个正着，足足接受了半
个小时的思想教育。”铜冠投资金神公
司生产车间休息区内传来抱怨声。

炎炎夏日，本就与火打交道的该
公司生产车间内气温急剧攀升，工业
风扇不停地转，却依旧阻挡不了迎面
而来的热浪。“炉子边温度快接近50
摄氏度，感觉要被烤干了，班长和我们
一样，你看他后背都湿透了，怎么可能
不热呢。小刘，记得岗前宣誓吗？安
全第一。”一时间，休息区内只听见风

扇转动的声音。注意到休息区的异
常，谈怡然板着脸说：“小刘，即便你讨
厌我，下班后该学习的还是得学习，我
会盯着你。”“班长，我错了，你放心，不
会再有下次。”小刘承诺道。谈怡然抹
了抹脸颊：“你们去休息室喝口绿豆汤
解解暑，今天刚刚熬好的，还额外加冰
块了。”“注意脚下，慢点跑，慢点喝，别
呛着”，谈怡然急忙补充。2022年，在
普通岗位锻炼五年之后，谈怡然担任
金神公司锻造六班班长。他常说：“细
心、坚持，这是在部队就形成的习惯。
我很感谢部队给了我锻炼的机会，公
司培养了我，如果没有部队和公司，也
成就不了今天的我。我要做好本职工

作，不能给退伍军人抹黑。”工作中，谈
怡然对班组采取军事化管理，只要一
个电话，立马出动。他常说：“我这个
班的事，就要在这个班完成，决不留给
下一班的同事。”妻子逗趣道，谈怡然
有两个“家”，其中一个是金神公司，每
当这个时候，谈怡然都觉得自己亏欠
家人太多。

“谈怡然退役不退志，秉承着‘听党
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光荣传统，
始终保持着军人的昂扬斗志、吃苦耐劳
的部队作风，在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发
光发热，发挥了一名退伍军人的先锋模
范作用。”这是该公司党支部书记施家龙
对谈怡然的评价。 何晓洁

退伍兵的硬作风

本报讯 日前，在安徽省质量
管理协会举办的 QC 成果发布会
上，铜冠铜箔公司“砥志研思QC小
组”参加评选的《提高 70 微米铜箔
单机产能》QC课题，荣获 2022年安
徽省质量管理小组二等质量技术
成果奖。

据悉，随着 5G通讯的普及和大
功率印制电路板的精细化多元化快
速发展，50至 105 微米铜箔市场需
求量进入高速增长期，其中 70 微
米铜箔需求最为旺盛。而该公司
70微米铜箔单机产能较低，若保证
70 微米总产量则会影响其他规格
产量的生产实际。对此，该公司

“砥志研思QC小组”着手探寻提升
厚箔产能空间。通过调查研究和

头脑风暴法，该小组利用关联图找
到了 10 条末端因素并展开分析论
证，最终确定了影响提高 70 微米
铜箔单机产能的主要原因。随后，
该小组依据 5W1H 原则制订了对
策实施计划，并组织现场施工后，
将 原 70 微 米 单 机 年 产 能 提 高 了
226%，使 70 微米铜箔年增加盈利
近 2000 万元。在 QC 发布会上，小
组成员通过幻灯片演示和数据讲
解的形式向评委和观众们从课题
简介等 11 个方面概述了课题的进
展情况，并展示了课题取得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赢得了评委们的一致
认可，最终从 605 个参赛小组中崭
露头角，荣获二等奖。

吴云霞

铜冠铜箔公司一QC课题获省质协二等奖

柯松现为月山矿业公司采掘工区维
修钳工班班长，是一个有原则、能吃苦、
懂设备维修与安全的“老”班长。这个

“老”字，不是他的年龄大，而是工作经验
丰富，处理井下设备问题果断。他时刻
都是以一个优秀员工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在平时设备机械维修工作中真正做
到了尽心、尽职、尽责，确保了工区机械
设备的安全运行。

从井下负480米至负635米多达六
个中段，他都能做到每班必巡，对井下所
有的装运设备、液压站等不留死角。对

所有需要维修和维护的设备问题，他总
是用小本子记录好，然后逐一安排，带头
进行维修维护。2021年的年终检修，工
区安排了5天的检修时间。由于时间
紧、任务重，较长时间的大强度维修工
作，使他腰椎盘疼痛的老毛病再次发作，
每天上、下井都是手撑着腰，但他依然坚
持着。负545米推车器及液压托台的维
修，不仅是个技术活也是个辛苦活，而且
维修已经进行了三天的连续作战，大家
都有些疲惫，他总是开玩笑地说：“我们
是一群‘兽医’，我们是黑衣‘天使’，我们
要确保这群‘野兽’听话、温顺，给我们干
活，它要不干活，我们就要干活！”听到这
里大家都会心一笑，不仅缓解了大家的
疲劳，也活跃了气氛，使大家又鼓足干

劲，积极参与到维修工作中。
柯松在以身作则的同时，对身边的

同志也要求很严格，但严格的同时又有
方法。维修队的班务活动，他积极配合
队长进行管理，在材料节约和降本增效
中，抓好修旧利废工作管理，坚持能修绝
不领新，能利用的绝不浪费。几年来，维
修队的材料费用年年下降。

多年来，他刻苦钻研学习机械维修
知识，带头做好工区设备维修维护和设
备日点检工作，模范遵守劳动纪律，出色
地完成了工区领导和维修队的各项设备
日点检、维修、大中修任务，受到大家的
一致好评。今年2月，他被集团公司授
予2021年度“岗位之星”光荣称号。

田 芳 彭 军

勤恳奉献的“老”班长
——记集团公司2021年度“岗位之星”柯松

胡青，是铜冠冶化分公司行政
事务部的一名管理工，主要负责后
勤食堂的管理工作。这两天，他遇
到了一件“烦心事”。

自进入 7 月高温天气以来，该
公司行政事务部利用食堂现有条
件，每天为高温一线岗位职工提供
免费绿豆汤解暑。但是一线高温
岗位职工反映用不锈钢桶装供应
绿豆汤，一是送不到每一个高温岗
位，二是现场岗位职工没有饮具饮
用困难，并且常温绿豆汤达不到解
暑的要求。部门领导将一线职工
反映的这一问题交给胡青处理，要
求在现有条件下，不增加额外管理
费用的前提下，尽快解决职工的

“烦心事”。接到任务的胡青，第一
时间对 4 个基层车间高温岗位和
坚守高温岗位职工人数进行了摸
底。他发现，采用不锈钢桶装绿豆
汤挨个送到高温岗位，因高温岗位
点多面广，配送人手不够，即便安
排人员配送，职工必须要在规定的
时间地点去拿，并且还要自备饮

具，一旦职工岗位有事过了这个时
间点就无法领取。午餐期间，在食
堂大厅指定位置摆放冰镇好的绿
豆汤让职工自取，但是大部分职工
表示刚吃过午饭不想再喝了，又不
愿意自带饮具领取绿豆汤。面对
这些问题，要人没人，“难为无米之
炊”的胡青是绞尽脑汁。

成天满脑子装着这件事的胡
青，早上买早点看到早点摊上杯装
豆浆时，顿时眼睛一亮，他找到解决
问题的办法了。通过市场调研，胡
青算了一笔账：一个最大号一次性
杯具和吸管价格在 2 角多，加上封
口等费用，再利用食堂现有人手，
每天为坚守在高温一线 100 多位
岗位职工提供独立密封包装的冰
镇绿豆汤，平均一天只用花费 30
元左右。在这一想法得到部门领
导同意后，胡青立即行动，很快一
杯杯独立密封包装的冰镇绿豆汤，
每天都送到了各个高温岗位职工的
手里，这件清凉的“烦心事”被胡青
完美解决。 胡永斌

清凉的“烦心事”

“下面怎么样了？”7月19日，工程技
术分公司专业项目部党员安环先锋队长、
党支部负责人王素华在铜冠物资仓储中
心消防水管检修现场，紧锁眉头焦急万
分。“快了。法兰还有两个螺丝没有紧
固。”队员冲着上面大声喊道，手中的扳手
转动得更快了。

“一大早，接到铜冠物资仓储中心检
修电话得知9号仓库路边发现渗水，路面
积水。我们驱车赶到目的地，与业主单位
工作人员一起查看现场。为查找源头，决
定对其地段进行开挖抢修。挖开后发现
管道因使用时间长致使管道老化，存在8
个漏水点，需要更换新管道。”王素华介
绍。据了解，此次室外作业，开挖基坑不
平，积水较多，给检修工作增加了难度。
为了抢时间，队员张旭东提前赶到现场后
就开始启用潜水泵进行检修前排水工作；
还有一个多月就要退休的老党员张旭东
直接一个箭步跳进了泥坑里，挥舞着手里
的铁锹进行人工排水。其他人见状，也都
纷纷跳进泥坑，加入战斗。坑中的淤泥、
积水很快就被清理干净。清理出管子后，
检修人员又马不停蹄地开始拆除废旧管
道、清理接口等工序。一根根重一百多斤
的管道，通过两人合力抬到铺管指定位置
焊接成型后，立即开始与原管道对接焊接
作业。只见焊接人员将身体蜷缩在管道旁
边，头部紧贴泥面仰面瞄准管道连接口处
缝隙，不断地变化姿势进行娴熟地焊接。
烈日炎炎下，队员们额头渗出的汗水掺杂着
泥水将原本干净的脸庞胡成了“大熊猫”。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奋力抢修,于当日中午
12点前将消防水安全送上。 刘玉成

烈日炎炎抢修忙

日出三竿，骄阳似火。7月12日，
晴，最高气温39摄氏度。早上7点30分
左右，冬瓜山铜矿选矿车间至精矿车间的
矿产品输送“大动脉”——输精砂管道出
现故障。

7点40分，该矿动力车间会议室里
讨论声此起彼伏。“怎么办？这么热的天
气，又是室外作业，工人的安全问题怎么
保障？”“矿里才下的有关防暑降温的文
件，要求各单位尽力避免高温时段室外作
业，避免职工中暑。”“这可是重要的输砂
道，不及时修好，会影响矿部生产的，怎么
办？”大家都在分析抢修面临的困难。一
直思考没说话的车间主任李晓东，这时接
过话题：“怎么办？这个难题我们一定要

拿下，考验我们动力车间的时候到了，能
不能保安全，保生产，关键时候我们顶不
顶的上，就看我们的了，只要将防暑降温
等安全措施落实到位，我相信动力车间干
群一条心，一定能啃下这块硬骨头！”一席
话，激起大家斗志。“对！高温天气也有应
对办法，比如：阳光直射和阴凉处的温度
相差很大，我们可以用遮阳棚覆盖工作
区，避免人员和设备太阳直晒。”“避开高
温时间段，职工轮流作业，作业时稍有不
适立即替换，不工作时可以在树荫下乘
凉。”“防暑药物要随身携带，抢修现场还
要再准备一些，另外还需要准备矿泉水等
清凉饮品帮助降温。”“我补充一点，现场
的设备也需要防高温。比如：氧气和乙炔
瓶需要遮阳，另外还要准备一些灭火器，
防止高温起火。”……会后，大家按会议制
定的措施分头行动。

7点50分，李主任带领第一批抢修
人员汇同矿生产部有关人员一起赶到抢
修现场，共同查看现场情况，查找管道故
障点，商量具体抢修方案；8点05分，第二
批安全管理人员到达现场，疏散车辆，布
置工作现场拉好警戒线；8点20分，第三
批后勤保障人员将药品、遮阳棚、灭火器、
矿泉水等防暑降温物资运抵现场；10点
15分，开始切割损坏管道锈死螺丝，抢修
工作逐项展开……12点35分，管道更换
完毕，管道试水打压成功。

一切井然有序。从抢修的第一块
水泥盖板被掀起，到管道更换完毕，完
成抢修任务，历时5个小时。由于事
前抢修方案制订得当，防暑降温措施
全面有效，抢修工作得以顺利完成，一
场与高温抗衡的管道“抢修战”，保安
全保质量胜利结束。 周国梁

高温下的抢修战

本报讯 动力清风徐来，7月“廉”花
盛开。日前，动力厂纪委“廉洁大家谈”征
文评比活动反响热烈。此次“廉洁大家
谈”征文活动，是丰富廉洁教育的一次文
化实践。征集到的67篇作品体裁新颖，
形式多样，围绕“说廉洁、树正气、敢担
当”主题，以“讲故事”为载体，弘扬家庭
美德、传播良好家风，颂扬廉洁自律的典
型。一篇篇充满“廉洁气息”的文字，让
人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廉洁”力量。《清廉
颂》《对“小微权力”说“不”》《动力“廉”花
别样红》等文章，讲述廉洁好故事，传播
廉洁好声音，奏响了一支支廉洁之曲。

“征文不是目的，学习没有终点。”活
动得到了广大党员职工点赞称颂，进一
步凝聚了干事创业的正能量。同时，该
厂纪委将优秀作品汇编成册，并于近日
召开廉洁文化座谈会进行座谈交流。通
过进一步学习实践，将廉洁文化走深走
实，引导全体员工勤学善思笃行，展示说
廉、助廉、倡廉的的精神风貌。

袁秀骏 董 玲

动力厂“廉洁大家谈”征文评比活动反响热烈

““清凉清凉””送一线送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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