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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金冠铜业分公司历
时一个月时间建成的光伏发电新能源
项目成功实现一次性并网发电。这标
志着作为铜陵有色首家、金冠铜业分公
司第一个绿色新能源项目正式建成投
运。

该公司第一个光伏发电项目是充
分利用该公司行政大楼及保全车间办
公楼等屋面，以及两厂区新建停车场
棚顶，建成占地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

的光伏板（太阳能板）发电设施。该
光伏发电项目设施投用后，每年可向
电网提供清洁电能194.74万千瓦时，
按其发电量折算可节约标准煤约
592.35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1961.27 吨、二氧化硫排放量约 55.67
吨、氮氧化物排放量约22.87吨。此外，
相对于火力发电还可减少大量的灰渣
及烟尘污染排放，同时节约用水和减少
相应的废水排放，节能减排效益显著。

金冠铜业分公司坚持将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要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
发展道路，在不断提升铜冶炼主工艺转
型升级的同时，着力推进工艺生产节能
减排工作。近年来，该公司在实施完成

“硫酸系统低温热能回收技术（HRS技
术）的开发与应用”党委党建项目攻关，
充分回收利用硫酸生成热、稀释热、烟

气显热，创历史性使硫酸产品综合能耗
呈现负值，不仅年增发电量8千多万千
瓦时，同时实现硫酸生产过程的碳中
和，年减少碳排放量达3万多吨。尝到
绿色低碳发展甜头的金冠人，在强化企
业管理提升落实推进现场亮化以及结
合“为民办实事”过程中，盯上厂房屋
面，以及为职工新建停车场需加设棚顶
等可用区域，一举两得落实推进光伏发
电新能源项目建设。吴家富 王梦林

金冠铜业分公司光伏发电新能源项目建成投用
2月5日，春节长假后的首个周末，

立春后又逢元宵佳节。当天，笔者来到
金隆铜业公司铜精炼各生产工序真切
感受全体干部职工奋力争先、热火朝天
忙生产的场面。

走进转炉工序作业区，三台转炉都
在按计划进度进行作业，现场对讲机的
声音此起彼伏，操作人员们坐在操作台
前专注地盯着电脑屏幕，监控观察各种
工艺参数的变化情况，及时填写生产情
况记录表。操作室前方的电子屏幕不
停地实况显示着主要目标、生产指标及
现场运行情况。

“到我们今天夜班，转炉全天作业
炉次7.8炉，全天处理冰铜1606.5吨，
安全环保正常。”大夜班班长胡庆镇告
诉笔者，该公司精炼课今年提前两天实
现了“开门红”。元宵节，大伙生产热情
高涨，铆足了干劲，转炉的生产保持了
稳定高效态势。

4号转炉平台正准备出铜，炉长张
静和工友喻维平在轰鸣的机器声中忙
碌着。不一会儿，巨大的回转烟罩被打
开，铜水从出炉口倾泻而下，在空中划
出一道道亮丽的弧线，似节日夜空中绚
丽绽放的烟花，照亮了整个工作现场。

炉前工喻维平边忙着观察出铜情
况边向笔者介绍：“目前在产的各台转
炉炉况性能稳定，大家都在尽全力把岗

位工作做到最好，不断优化各项指标，
炼好每一炉铜。”

在阳极炉工序作业区，生产场景也
是如火如荼。3座高大的阳极炉一字
排开，显得威武壮观。平台上方，主行
车来回穿梭，进铜水、承接放渣转运等，
职工们有的指挥行车，有的忙着铜精炼
过程中的调整，现场跳动的炉火把整个
平台映照得通红。

2号阳极炉操作室内，操作台的显
示器清晰显示着各个生产环节的参
数。炉长安代红正仔细观察着屏幕上
的各项数据，神情专注，一丝不苟。“目
前生产一切正常，指标、产量都保持较
好水平。”安代红告诉笔者，现在生产任
务紧，指标要求严，大家都劲往一处使，
一心一意投入生产。随后，笔者来到圆
盘浇铸作业区现场，18模双圆盘正在
不停地旋转着，好似奏响着元宵节里的
火热生产的新春圆舞曲。

当笔者走进圆盘浇铸控制室时，当
班班长杨林东正满头大汗，刚从现场解
决完生产难题的他顾不得歇息，便通过
对讲和电话与上下道工序进行着生产
沟通。在喝了一口茶水后，杨林东翻起
了当班报表，对今天从早上接班以来的
转炉、竖炉和阳极炉精炼重点指标进行
汇总和分析。谈及目前的工作，他说：

“圆盘浇铸是该公司精益生产的主战
场，更是质量把关的重要环节，作为基
层管理人员，我将时刻铭记初心，以饱
满的热情投入在当下的生产工作中。”

刘 胜

元宵节里冶炼忙

本报讯 日前，凤凰山矿业公司召
开2023年工作会议，确定了2023年方
针目标和工作重点。

2023 年凤凰山矿业公司紧紧围
绕“促转型劳务项目文旅开发一体推
进；谋发展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皆得所
愿”这一方针目标，做好以下几项重点
工作。

一是按照集团公司会议要求，认真
做好闭坑报告中的安全设施的拆除、环
保设施的整治及地质生态的修复等相
关工作；二是按照闭坑设计方案，认真
做好工程实施工作，完成主井、副井、溜
井的充填、封闭及部分拆除工作，确保

闭坑后的所有通达井下工程通道的安
全封闭；三是对矿业公司可用资产和报
废资产进行合理处置，针对老矿山历史
遗留问题进行妥善处理；四是以人为根
本，完善相关劳务管理制度和相关考核
制度，确保在外劳务职工的通道顺畅，
保障职工基本利益；五是以“物”为抓
手，最大限度开发利用现有工业遗存及
矿区的土地要素，做好凤凰山矿业公司
转型发展的后半篇文章；六是坚持党建
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
提升组织力，加强基层党组织的规范运
行，提升党支部组织生活质效。

程 霞

凤凰山矿业公司确定2023年方针目标和工作重点

元宵节，金冠铜业分公司工会组织70余名员工在该公司两厂区及办公楼食
堂同步开展“玉兔迎春秀厨艺·情暖金冠品汤圆”活动，在积极营造欢乐喜庆的节
日氛围中，进一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封保敏 摄

本报讯 日前，铜冠房地产公司推
动工程项目早复工、早开工、快建设，聚
焦项目建设，周密制定网络计划，严格
把控进度节点，强化工作执行和过程管
理，加快推进项目复工建设步伐。

这个公司围绕年度综合计划，紧盯
工期节点，强化施工保障，抢抓有效时
间，全力推进一品江山、见龙花园、观山
名筑，池州映湖园、铜冠花园、合肥铜冠
广场等项目建设，对项目成本、工程变
更签证有效控制，项目现场安全、质量、
环保和文明施工达标，加大项目建设调
研力度，全面提高项目建设效率。全面

调度项目建设关键环节和重难点任务，
进行分解细化，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项
目建设每周有变化、每月有进展，不断
提高项目建设效率，建立项目建设倒逼
机制，强力推进各项建设目标任务全面
完成。

为确保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坚持
“问题导向”，坚决做到服务到位、保障
到位、监管到位，强化项目实施过程中
材料、人员、安全环保等基础保障。对
各项目前期、进度实行周调度机制，实
时掌握项目进展情况，通过“专人盯办”

“销号处理”“联合推动”等措施，联动解

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保
障项目进度。协调加强项目参建方，优
化施工方案，合理安排工序衔接，紧盯
预售节点和交付工期，为预售和回款提
供条件。全力推进在建项目开发建设，
倒排编制网络计划，全力推进铜陵、合
肥、池州区域项目开发建设。

实施项目经理负责制，扎实开展
“比进度、比质量、比安全、比环保、比效
益”考核评价工作，抓好节点考核，确保
项目计划能够有效实施。健全项目管
理组织机构，加快已开工项目的实施进
度，由公司领导挂牌督战，建立倒排工

期台账，挂图作战。为确保项目建设加
快推进，在抓好安全环保管控、质量管
理的前提下，紧盯关键节点，细化施工
计划，聚焦问题化解，优化工作流程。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项目推进工作，协调
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落实建设
条件，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进程。结合铜
冠地产每周工作简报、月报制度，及时
总结分析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制定改进
措施。跟踪督导问效，加强预算执行情
况分析，强化过程管控，紧盯关键经济
技术指标，确保项目计划实现率。

周尚青

铜冠房地产公司快速推进工程项目复工复产建设

本报讯 春节假期过后，铜冠电
工公司迅速发出“收心令”和“动员
令”，动员全体干部职工以昂扬的精神
面貌、崭新的工作状态，迅速收心归
位，凝心聚力加油干，全力做好今年各
项工作。

工作思想要收心。多举措开好节
后“收心会”，动员广大职工提振精神，
克服思想上的不稳定状态。今年，该
公司生产任务繁忙而紧张，全体职工
自我加压、自我约束，以更用心的工作
状态与精神投入到工作中，消除安全
隐患，牢固树立“用心、细心、尽心”的

工作要求，全力进入紧张繁忙的工作
状态。

产品质量要细心。始终保持产品
生产精益化水准，优化产品生产工艺
参数和流程防控体系，规范员工操作
行为，加强产品制造过程中的质量监
测。推行质量预警制度，每周定期召
开一次质量改善会，针对每一家用户
的特殊要求，分类制定改善措施，并根
据不同季节，明确不同类型产品质量
关注点。对跟踪的整体质量状况进行
趋势分析，明确目标，制定具体计划，
推动产品、质量和体系的改进。

安全生产要定心。始终保持安全
生产定力，节后收心是抓好安全生产
的迫切需要。节后的“第一课”就是安
全课，切实强化职工安全意识教育，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组织开展拉网
式安全隐患排查，不留死角。大力开
展各类安全检查、排查，对重点岗位，
安排专人负责；对重点项目工程，制定
专项措施。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不
放过任何一个漏洞、不放过任何一个
隐患，对查出的隐患问题及时落实整
改。

华 伟

铜冠电工公司“三心”聚力开新局

本报讯 “一身正气上
班来，两袖清风回家去”“树
廉洁之心、行廉洁之事、做
廉洁之人”在工程技术分公
司的走廊内张贴着一幅幅
廉洁宣传标语，来往党员常
常驻足观看，在轻松愉悦的
氛围中接受良好家风与廉
洁标语的熏陶和教育。大
家都说廉洁教育走廊非常
接地气，既让大家学到了知
识，又让廉洁文化在潜移默
化中深入人心。这是工程
技术分公司廉洁文化建设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该公司持续开
展各类弘扬廉洁建设主题
宣传教育活动。始终坚持
把廉洁建设作为成风化人
的润心工程、系统工程，全
面营造崇廉尚德、风清气正
干事氛围。为防止节日期
间违法违纪问题发生，该公
司纪委通过短信提醒、网络
通知、发放给党员和干部及
其家属的一封廉洁信、开展
纠“四风”树新风活动等多
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开
展廉洁提醒，常态化引导广
大职工建设好家庭、涵养好
家教、传承好家风。

此外，为进一步深化党
风廉政建设，不断提高党员
干部廉洁意识，激发爱岗敬
业的工作热情，该公司党委
分三批次组织党员走进廉
政教育基地开展廉政文化
主题教育活动。大家纷纷
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坚
定信仰，时刻自重、自省、自
警、自励，不断加强自身的
思想和道德修养，把党员的
模范作用体现到实处，“不
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缚，不
为欲所惑”，以更加昂扬的

精神斗志和更加积极的工作态度,全
身心地投入到本职工作中去。

“过往的教训深刻，这警醒我们
要不断从严要求自己，坚决不触犯党
纪国法，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应以身
作则，筑牢清廉防线、汲取清廉力量、
做好清廉表率。”4名新提拔的年轻干
部接受集中廉政谈话后有感而发。
这也是工程技术分公司廉洁教育管
理监督的举措之一，通过一次次对年
轻干部的廉政谈话精准滴灌、靶向教
育，引导年轻干部扣好廉洁办事的

“第一粒扣子”。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实际，进一

步探索和丰富更接地气、更深入人心
的廉洁文化建设工程，持续深化理论
武装，不断提升宣传引导，加强廉洁
文化建设，引导和鼓励广大职工始终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提醒广大党
员讲规矩、守底线、存戒惧、知敬畏。”
该公司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洪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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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年春为首，万事行为
先。浓浓的年味儿还未完全散去，矿产
资源中心已经吹响复工“集结号”，在岗
工人纷纷撸起袖子投入到忙碌的生产
工作中，积极抓生产、抢进度、攻难题，
全力开启奋进新模式。

该中心全体干部群众迅速收心归
位，对2023年度工作进行再部署、再
动员、再安排，理清工作思路，把握
时间节点，推动各项工作有序开
展。各部门、各单位铆足干劲，抢时
抓早，主动跟踪勘察、地灾、场地污
染调查及治理、防治水工程等项目
动态信息，积极开拓市场，增加项目
储备。加强钻探施工组织协调和生

产衔接，做好与矿山对接工作，了解
各类充填取样孔、电缆孔、下料孔、
排水孔等钻孔需求。盘活项目资
源，寻找探矿靶区，争取申报新立找
矿项目与科研项目，同时谋划海外
发展，不断提升专业技术核心竞争
力。

面对新要求新挑战，该中心做到日
常集中学习和专业自主学习相结合，坚
决克服党员干部本领恐慌；严格执行制
度规定，自觉遵守组织纪律，持续促进
作风转变，努力营造干事创业、履职担
当、积极向上的浓郁氛围，新的一年以
实干展现新形象、新作为。

江 莹

矿产资源中心收心聚力加油干

本报讯 冬瓜山铜矿牢固树立长
期过“紧日子”思想，2022年该矿以“降
成本、增效益、提效率”为抓手，严格落实
年初制定的126条降本增效措施，“做深
做活”降本增效文章，实现了全年成本节
约目标。

紧紧抓住企业创效价值链中“人”
这一关键要素，让“人人都当家”“人人
都成为经营者”，充分发挥各职能部
门、基层单位及每一名员工的主观能
动性，从点滴做起，立足自身岗位，分
析潜力点、寻找增效点、控制落实点，
集思广益征寻挖潜降耗、节支增收良
策，并认真梳理归纳出126条降本增
效措施。

积极发挥广大职工的聪明才智，
大力实施进口设备国产化工作，年节

约维修费用数百万元。同时，运用成
本漏洞分析法，对大宗材料、备件管理
各个环节坚持实施现场实耗和余额分
级确认制，确保闭环的真实性。此外，
通过ERP物资管理扩展应用系统，加
强对材料、备件的采购、验收、贮存、领
用、消耗、库存等各环节细化管理，提
高采购计划的准确性，减少库存，降低
资金占用。

全面开展节能增效专项活动，以
技术进步为手段，通过强化节能考核、
优化工艺参数、精细操作管理、提高产
品产量和加大节能技改工程实施力度
等措施深入推进节能工作。持续做好
电力直接交易、分时电价避峰就谷等
工作，有计划、分步骤地淘汰高能耗设
备，不断降低能源消耗，2022年矿山全

年电费比预算下降784万元。
该矿着眼于科技提效，加大科技

创新投入力度，调整优化投入结构，先
后持续开展隔离矿柱资源回收整体规
划与综合回采技术研究、桦树坡矿床
深部资源安全高效开采综合技术研
究，实现矿产资源科学、合理、安全、有
序地回收。完成大团山矿床负73米
中段以上矿柱资源回收综合技术研究
项目和首采大团山3号盘区垂直矿柱
回采工作，预计回收矿石不低于16万
吨。2022年，该矿共有11项发明专利
获得国家专利局受理，4项发明专利获
得国家专利局授权，《双机牵引有轨运
输无人驾驶关键技术研究与工业应
用》项目获得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二
等奖。 汤 菁

冬瓜山铜矿“做深做活”降本增效大文章

日前，为提升安全教育质量，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在采矿综合楼组织开展VR安全教育培训。该培训主要利用VR头盔、3D动感座
椅等设备设施，提供超过20种矿山事故体验，让参训人员能够“身临其境”，提升安全生产作业意识。 颜永尧 邢应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