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陆区居民体检进入自助时代

“国富，你吃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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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

那是发生在 2017 年 12 月上旬，正是井下争分夺秒

生产冲刺时的一件事……

在铜绿山矿井下 -485 米中段南沿一分层 9303 采

场外的毛坡上，公司劳模、原采掘一车间采一生产班凿

岩爆破工， 现采矿车间采矿生产班凿岩爆破工余国富

和支护工蔡富兵，正在对毛坡顶板“敲帮问顶”。 他们俩

仰着头，盯着岩石的节理，脑子里分析从哪个角度下撬

杠。“咚咚……”“哗啦……”敲帮问顶的声音和岩石从

顶板落下的声音不时响起。 不远处的联络道上，生产班

值班长和车间安全员小蔚不约而同来到 9303 采场检

查。 看着余国富和蔡富兵又是敲又是撬的，小蔚忍不住

感叹：“国富又要一‘站’到底了……”“国富他……我们

又让他吃亏了……” 值班长瞅着坡道上的两个身影喃

喃低语，眼里有些歉疚。

值班长何出此言？ 风钻工机台拿的是计件工资，按

量取酬。 他们手里的钻机一响，意味着产量和收入。 可

接下来余国富将要进行的这个打眼作业， 却没办法给

他创收。

9303 采场是外包工程队的作业点，他们在此顺利

完成了 10000 多吨矿石的采矿任务， 却遇了一个难题：

采场外的毛坡比较陡， 铲运机无法安全地顺着毛坡进

采场铲矿。生产进入冲刺阶段，这 1000 多吨高品位矿石

对车间来说意义重大。

当务之急， 尽快重做毛坡，减缓坡度，方便铲运机

进场铲矿。 可，谁去呢？ 工作量大、时间长不说，矿量也

少得可怜，很影响收入。 当班长在班前会上提出要重做

毛坡时，大家都沉默了。 有人小声嘀咕了一句“太划不

来了……”派班室内陷入尴尬的沉默中。

“我来吧！ ”余国富深深地吸一口气，吐出了简单有

力的三个字。 大家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佩服他的同时，

心里又觉得他傻得冒泡。

“国富，你吃亏了……”班长对余国富除了感谢，不

知道说什么好。

眼下，余国富和蔡富兵已经处理了毛坡上的浮石。

值班长和小蔚对毛坡上下环境再一次进行检查， 确认

无误后，两人和余国富签字开安全确认票。

“突突突……”钻机熟悉的声音在 9303 采场外响

起。 值班长看着那个一门心思打眼而无暇他顾的人，不

知为什么，瞅着他的样子，值班长心里踏实了，对完成

任务也更有信心了。

此后，余国富和同一机台的同事，每天一站就到下

午，给 9303 采场“做”毛坡。 打眼爆破后，顶板的石块掉

下来，铲运机来回碾压，把稍陡的坡道压实、压平整。 10

天过去了，毛坡做好了，车间从 9303 采场“抢”出 1000

多吨矿石，为完成产量任务增加了一层保障，而余国富

机台为了做这个毛坡，收入减少了 3000 多元。

“国富，让你吃亏了……”值班长重重地拍着余国富

的肩膀，说不出旁的话来。“我也不会算账，我只知道，车

间和矿里的产量，远远不是这 3000 元可以比的……”余

国富笑得眼角“五线谱”上好像有音符在跳动。

（文

/

图 梅晓艳）

下陆区正在积极创建国家健康促进区，“我知

晓，我参与，我受益”。

智能“健康小屋”保健康

下陆区建设智能“健康小屋”，是居民健康促进

方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旨在提居民的健康素养，给居

民打造一个舒适的免费的场所， 来接受健康教育和

健康监测，让居民有获得感。

目前，下陆区 11 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有“健

康小屋”，居民可就近前往免费体检。

操作步骤

居民在手机商城下载“携康 E 加”APP，按照健

康导航，就能找到附近的“健康小屋”，通过自己的证

件或手机号登录智能“健康小屋”配置的健康管理一

体机进行检测。

居民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或“黄石健康管理”

微信公众号和社区管理者线上检测、线下互动，针对

每次检测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估， 实时了解自己的健

康状况。通过健康教育、健康干预、健康促进和追踪，

给出一个健康指导的建议，使居民保持健康的状态。

居民凭身份证就可免费体检

由井口“刷脸”引发的“争论”

“井口是管控危险人员的重要环节， 武保、

安全部门以及物资设备科、 人力资源科要相互

配合， 坚决不允许不符风险管控要求的人员下

井， 要查清每天所有人员下井的真实情况。 ”4

月 18 日早 7 点，铜绿山矿副矿长刘杰与矿安环

科、物资设备科、武保科、人力资源科相关负责

人， 一同出现在铜绿山矿副井综合楼能够显示

每天下井人数和人员单位、姓名、工种详细信息

的电脑屏幕前。

早上 7 点至 9 点， 是该矿井下职工下井的

高峰期。这时，职工老王急匆匆地在前一名工友

通过“人脸识别”开门禁打卡闸后，迅速侧身准

备省去“刷脸”这套麻烦程序，直接进去帮助工

友抬放物资……

“你怎么不‘刷脸’？ 矿里有明文规定，不刷

不能下井！”还没完美侧身进入闸内的老王被该

矿安全督察队队员拦住了。

“你们安全部门也不嫌麻烦？全矿那么多名

下井职工，你们一个一个查，真是没事找事。 不

就是没打卡吗？ 又不是没戴安全帽，又不是‘三

违’，用得着小题大做吗？”着急帮助前方工友抬

东西的老王对着安全督察队员小李抱怨道。

“只要能抓好出入井安全管理，我们就不怕

麻烦。 这人脸识别的门禁系统管理办法不仅让每

班下井人数清晰明了， 有利于现场人员管理，还

能方便各级人员对井下安全监督， 好处显而易

见。 ”看到老王“甩脸子”，队员小李耐心解释道。

“那我们现在由于人力资源对标及组织架

构调整，很多井下人员的信息都不完善了，转岗

过来的人员刷不了脸怎么办？”无奈之下的老王

连忙又抛出另一个很“适宜”的理由。

听到这里，一旁的刘杰笑了笑，对一同来突击

检查的人力资源科负责人说：“小陶， 这可是你工

作没做好呢！ ”“是，在新一轮人员优化配置后，我

们立马着手对有变动岗位的下井人员进行信息的

采集及更新工作，预计这周末就能全部完成！ 绝不

会因为人员信息更新不及时而影响出入井安全管

理！ ”人力资源科负责人上前向老王解释道。

“那，偶尔有来矿里实习的大学生，他们一

来就是一个星期，也没见他们打卡下井，莫不是

他们有特权？”说到这里，老王也显得有些犹豫。

因为矿里之前确实没对这些“临时性”实习大学

生做要求， 只是按规章做好临时登记和配备专

门安全员“带领”他们下井而已。 可在领导面前

说出这“管理漏洞”，以后这班还能不能上得顺

畅了？正当老王心里“排山倒海”时，刘杰拍了一

下身旁的桌子：“这确实是个问题！ ”

可刘杰一拍桌子， 原本振振有词的老王没

底气了，额头上也开始冒汗……

“这样，以后但凡来实习、参观的人员，除了

做好井口临时性登记， 必须提前为他们录上临

时信息，要让所有人的信息清清楚楚，都能显示

在屏幕上！ 至于老王，举报有奖，就奖他以后在日

常工作中监督你们的执行力，如果执行不到位的

话，老王随时给我来电话，看我怎么治你们！ ”一

番看似玩笑的认真话，让老王心安了下来。

“还有一点， 你们设备部门也要及时配合，

做好门禁系统修复，确保每天、每时、每刻都能

保障井口门禁系统正常运行，规范行为、安全生

产。 老王，你说，我这么安排行吗？ ”

“刘副矿长，你这么一说，我是真的明白‘刷

脸’的重要性了，这不是给我们找麻烦，说到底

是为我们能更安全地工作， 真如墙壁上的宣传

语一样‘高高兴兴下井去，平平安安升井来’。我

从现在开始就去‘刷脸’再下井！ ”

对标先进抓管理，紧盯风险抓管控，为抓好

各项措施落实，该矿全矿上下正齐心协力，一同

推进矿山安全生产形势实现根本好转。

(

文 方园 吴伟 图 方园）

▲

正在进行“刷脸”通过人脸识别门禁的下井职工。

2018年一季度职工大病医疗

拟救助人员名单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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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8 日， 针对铜山口矿露采车

间铲装大班地处矿山边缘，位置偏僻，

存在治安隐患情况， 该车间 3 个党支

部开展共建活动， 为铲装大班的围墙

加装防盗网，推进封闭管理。在劳动现

场，党员们有的钉铁桩，有的拉铁丝，

干劲十足。经过 3 个多小时的奋战，一

道长 70 余米、 高 80 厘米的铁丝防护

网形成，为铲装大班消除了治安隐患，

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

（张锋）

◎ 近日， 动力分公司安全生产党支

部组织供电组、供水组、车队组、调度

室共 20 余名党员成立突击队，利用工

余时间对山上净化站 4000 吨水池池

底 800 余平方米的淤泥进行人工清

洗。 大家按照活动计划通过 7 米长的

升降梯，陆续爬下池底，分工合作，拉

排板、刮犁爬、掀铁锹，现场一片热火

朝天的劳动景象。 经过近 10 个小时的

努力， 公司冶化生产事故备用水水池

被清理干净。

（何洁）

▲

余国富在打眼作业。

经公司大病医疗救助审批小组审定， 现将公司 2018 年一季度职工大病医疗拟救助人

员名单公示如下。 请公司广大职工、退休人员予以监督，如有异议，请在一周内（2018 年

5 月 2 日—2018 年 5 月 8 日）向公司工会生活保障部反映。

（监督电话：

539340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