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综合

2018 年 6 月 25 日 星期一

编辑：占亚芬 校对：何婷婷 版式：李秋娴

Email：dyysb123＠163.com��������电话：0714-5392320

“下井先过我这关”

让

﹃

绿

色

﹄

成

为

矿

山

发

展

的

主

色

调

绿

色

发

展

征

文

公

司

生

产

管

理

部

大

冶

有

色

报

主

办

来到铜绿山矿现代化生产矿

区，现代化的流程设备、整洁有序

的现场环境、 风景优美的花园式

工厂， 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是一个

历史悠久的矿山。

“如今在矿山工作的娃娃真

幸福， 工作和生活环境比我们那

时候好上不知道多少倍。 ”坐在矿

山小花园里的王大爷和当年并肩

奋斗在矿山一线的 “战友 ”闲聊 ，

把我的思绪拉回了儿时……

小时候 ， 家住铜绿山矿矿区

附近， 小伙伴们最喜欢玩的游戏

是堆沙子。放学后，大家在各自小

院路边随手便可将路边积灰 ，堆

砌成一座小小“城堡”。 一到下雨

天， 路面上低洼处被雨水和来往

运输矿石车辆扬灰填满 ， 这时小

伙伴们又多一项娱乐， 沿着一路

低洼跳水，每次跳得浑身脏泥，且

大有“不到家长来拎耳朵”的情况

绝不罢休的气魄。 家长们在捉到

我们这群调皮蛋后， 嘴里通常会

骂着：“你们就不知道往没泥的地

方走？ 眼瞎了吗！ ”我们还总会犟

嘴：“到处都是泥， 哪里有没泥的

路！ ”而每年春游，我所就读的铜

绿山矿小学都会组织参观铜绿山

矿古铜矿遗址和矿区， 那条通往

坑采车间 （现采矿车间 ） 泥泞小

道，让我记忆犹新：选矿车间厂房

内皮带上的扬灰， 充斥着厂房每

个角落， 而在岗位上的职工也是

“脏兮兮、油腻腻。 ”瞬间，我对生

平第一次春游感到失望。后来，我

因搬家离开矿山，离开这个“晴天

一片灰， 雨天一路泥， 远观像大

雾，近看满身土”的地方……

“水位高未外排 ， 一切正常 ”

“综合车间在主干道用洒水车降

尘 ” “选矿各厂房除尘器已开水

……”儿时的回忆，突然被眼前几

个正在进

行环保巡

查的环保员打断。 而我也从矿山

生活区小花园走到生产区内 。 抬

眼望去， 生产区主干道上水泥大

道清爽干净，大道两旁樱花树、紫

薇树、桂花树、紫叶李、茶梅、四季

桂球、 海桐球各种类的苗木争相

斗艳。新磨浮厂房内明亮整洁，作

业环境变好了， 看岗位的职工们

也一改以往“脏、乱”形象，“蓝领”

味十足。接着，我沿着皮带来到皮

带廊最高处眺望远方， 远处巍峨

矿井俨然与湛蓝天空构成一幅雅

趣盎然的水墨画。 这跟儿时的印

象已经大不一样。

回想参加工作的五年来 ，铜

绿山矿作为国有矿山， 在国家大

力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后，全员行动进行综合治理，

全力打造绿色矿山。 一方面提高

对新形势下环保工作的认识 ，积

极开展矿山绿化美化工作 ， 提高

矿区绿化覆盖率；另一方面，继续

加大环保投入力度， 采取科学技

术手段，“加码”环保监管，大力开

展污染治理、 环保监测 、 清洁生

产、环境影响评价等工作，有计划

地改善现场作业环境， 不断提升

环保管控和清洁化生产水平 ：降

耗、抑尘、降噪、增绿，匠心打造花

园式矿区， 为矿山健康可持续发

展构筑绿色屏障。

蓝天白云，鸟语花香。 铜绿山

矿从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靠矿

吃矿”到用心呵护矿山生态环境，

再到打造花园式矿区， 靠的是全

矿职工和领导们的坚持与努力 。

而如今， 生活在幸福时代的新一

代最应该做的，是为自己的梦想，

为矿山发展且持续深植绿色发展

理念不懈地努力， 真正以实际行

动努力打造资源节约型 、 环境友

好型、生态宜居型“绿色矿山”，走

出一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 实现

产能、环境双赢的绿色发展之路。

（方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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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安全生产月 ”活

动又如火如荼地开始了。

在全国范围内集中一个月的

时间开展 “安全生产月 ”活动 ，既

表示国家对安全工作的高度重

视，又能以活动为契机，在全社会

中营造出安全生产的浓厚氛围 。

此举， 对进一步增强全民安全意

识、促进行业安全发展等方面，都

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机电修造公司安装项目部作

为一家专业从事维修及安装的单

位，在“安全生产月”期间，也丝毫

不敢放松对安全工作的管理 。 项

目部依据该公司的总体工作部

署，除了通过手机微信关注“金彩

有色” 微信公众号进入微信平台

参与答题， 要求安全管理人员参

赛率必须达

100%

，其他人员参赛

率达到本单位 在 册 人 数 的

98%

外 ，还开展 “

6

·

16

”安全生产宣传

咨询日、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安全

事故案例分析大讨论、 生产应急

预案演练和“安全知识”有奖问答

等系列活动，进一步营造“安全生

产月”的氛围。

然而 ， 安全生产管理不是靠

临时突击就能解决的工作， 它具

有长期性、 复杂性、 艰巨性的特

征。 相对于“安全生产月”的这项

活动来说， 我们只不过是以活动

为契机，去认真分析此前、现在和

今后每个时期在安全管理上所面

临的各种形势和问题， 去努力探

索安全生产管理中的新方法 、新

途径， 去大力营造良好的安全文

化氛围而已。

6

月份 ， 项目部领导班子成

员分别参与带班。 在进一步加大

安全管理的力度中 ， 项目部从

6

月份开始的《领导带班工作安排》

中，将带班的领导，由原来的每天

一人增加到

2

人。 至此，每天除项

目部的现场值班人员外 ， 还有

2

名中层管理人员盯在一线施工现

场，与职工同时站在一线。大家表

示， 今后依然要保持这种高压态

势，查隐患、杜违章、促整改，为企

业的安全生产尽到管理上的责

任。

我们在为这种做法 “点个赞 ”

的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安全管理

永远是一座山， 登山的过程没有

一帆风顺。尽管在事故场面，我们

听过悲痛欲绝的哭声， 见过惨不

忍睹的情景， 但这也恰如马洛里

的死并没有让人类止步登山探险

一样， 而是激励着各国的勇士们

一次又一次地向珠峰发起冲锋。

实现安全生产 ， 没有捷径可

走。 “安全第一”的方针不应成为

某个时期所追求的第一， 更不能

紧一阵松一阵。尤其是在“安全生

产月”过后，我们更要去强化安全

责任意识，建立长效机制，不断研

究和解决安全生产中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更要在日常的安全工

作中， 充分发扬 “安全活动天天

有，安全教育班班讲，安全隐患时

时查，安全检查不断线，安全考核

不留情” 等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

做法， 并真正把每一天的安全管

理都当成新起点， 把每一个月都

当成 “安全生产月 ”后 ，我们才能

把各项安全的管理制度丝毫不走

样地贯彻到工作中、 毫厘不差地

落实到现场。我们也只有这样，才

能更好地营造和形成 “时时讲安

全 ，处处讲安全 ，事事讲安全 ”的

良好氛围和工作机制。

“安全生产月 ” 是一项活动 ，

更是一种警醒、一种坚持，愿我们

月月相约“安全生产月”。

（汪亚平）

6

月份以来，冶炼厂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推进安全管

理工作，进一步提高全员安全防范能力，积极营造“生命至上

,

安全发

展”的安全生产氛围。

该厂把“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重点放在基层和一线岗位，开展安全环

保承诺签字、安全微电影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与此同时，该厂持续开

展重点要害部位及生产环节隐患排查和风险识别活动，及时化解风险和

消除身边隐患。 此外，该厂针对夏季生产特点，分级对全厂生产现场、电

气、防雷、排水系统、防汛设施、物资、器材检查，组织开展应急预案的演

练，分层次开展专项教育培训和全员安全知识考试，使“安全生产月”活

动丰富多彩，务实有效，达到以月促年的效果。 （图

/

文 郑沛田）

冶炼厂开展“安全生产月” 活动力求实效

6 月 16 至 18 日，铜绿山矿狠抓节日期间各项

管理工作， 原矿品位达 1.08%， 日产矿山铜 45.63

吨，球磨日处理量 4528.21 吨，各项生产指标均达

到今年最好水平。

端午节期间， 该矿进一步加大安全巡查力度，

狠抓干部作风建设，细化考勤制度，以干部的良好

作风，带动职工抢任务、夺高产的积极性。该矿六大

车间密切配合，协同作战。采矿车间加快-305 米中

段 1# 矿体等高品位采场的循环进度，加强矿石贫

化损失管理，落实好分区负责制，确保-485 米中段

以上采场平均日供矿量 500 车以上。机运车间合理

配矿，主井、混合井矿石综合品位在 0.9%。 加强对

主井-452 装载站、 混合井-1060 装载站等关键咽

喉部位现场管理，确保矿石粘性较大的情况下流程

畅通。充填车间抓好 9306

、

9334

、

9312 等采场充填，

保证生产循环进度，严格执行灰砂配比，狠抓充填

质量，杜绝跑砂跑浆。 选矿车间通过加强设备的维

护保养，5074 球磨运转率、台时处理量均创历史新

高。 维修车间职工对设备严防死守，配合各车间消

除零星设备故障，保证设备满负荷运转。 综合车间

做好后勤服务保障工作。

（黄绿）

铜绿山矿合力攻坚节日创高产

1.

邀请蓝天救援队开展应急救援培训。

2.

参与公司安全生产月“金彩有色”微信

公众号有奖答题。

3.

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双重预防

机制分级管控活动。

1

3

“入井严禁携带香烟及打火

机，请自觉遵守！ ”在丰山铜矿采掘

车间平巷大门外，远远地看见该车

间分管安全负责人熊伟拿着一个

仪器，对着每一位等待下井的职工

上上下下、前前后后认真检查一遍

并大声说道。 大约过了 30 分钟，职

工们陆续下井完毕，笔者这才走上

前去，和他聊了起来：“你手里拿的

是什么？ 做什么用的？ ”“是金属探

测器，用来检查入井人员身上是否

携带香烟、打火机等违禁品。 ”交谈

中， 他说这是今年矿上的新规定，

井下要全面禁止吸烟，这个探测器

是新投入的， 今天拿来试试效果，

今后每天都会安排安全员对下井

人员进行检查， 对携带违禁物品

的，精神恍惚、有饮酒现象的人员

严格排查，认真把关。

“罐笼已到位，请入井人员按次

序列队乘罐，-260 米以上的乘上层

罐，-260米以下乘下层罐……”在副

井候罐口， 熊伟一边指挥着人员有

序乘罐入井， 一边细细地打量着每

一个入井人员。“把安全帽带子系

好！”“不要挤，挤罐按‘三违’处理！”

人群中，不时传出他坚定的声音。工

作虽然紧张，但他始终有条不紊。今

年5月的一天，他值夜班，在井口候

罐时， 发现一名职工把安全帽檐压

得很低，神态和举止不太正常，他走

上前一闻，果然有酒味，他严厉地说

了一句话：“回家休息，不准下井！ ”

“本月对班组管理人员以及专

职安全员的安全考试， 由我负责监

考，考试不合格的一律待岗学习、不

准上岗。 ”“‘安全生产月’期间，凡有

‘三违’行为的，实行双倍处罚，属于

管理人员的， 纳入黑名单严肃问

责”。在今年 6 月份的“安全生产月”

动员会上， 熊伟对安全月的各项活

动进行布置，并强调有关事项。

“安全管理责任重大，领导把这

份工作交给了我，我就一定要干好，

有安全隐患的人和事， 就别想从我

这儿溜过，下井先过我这关！ ”熊伟

指着自己的鼻子，严肃认真地说。

（周祥）

熊伟在检测沿脉顶板。 刘鑫涛 摄

护卫队员为“绿色矿山”护航。

“今天

2#

车开起来感觉有点不

一样， 是不是应该给它体检啊？ ”

5

月

11

日中午

11

时

32

分，冶炼厂电

解车间铜库班叉车司机汪强一边扒

着饭一边对正在当叉车“医生”的班

长成善保担心地说。 “你说说有什么

不一样？ ”“也说不上来具体哪里不

一样 ， 就是感觉开着老让人不放

心。 ”汪强的话给成善保提了个醒，

为了安全起见， 他对汪强说：“下午

你换辆车开，

2#

车停着， 下午我抽

空看看。 ”

成善保吃完午饭， 已经到了下

午上班的点了。 他来到

2#

车跟前，

围着叉车转了一圈， 目测外部没啥

问题，那只有再查查里面了。成善保

打开叉车的 “心脏 ”保护盖 ，叉车的

“心肝肺 ”还有 “血液 ”都在这里聚

集，他一个一个地仔细排查，始终没

找出哪儿有问题。突然，他想起了上

次给

5#

车换滤芯的事，那次可把自

己折腾了好半天。 “这次该不会又是

那里出问题了吧？ ”他想着都有点后

怕。 那玩意儿虽小，却少不了它，更

换起来可麻烦着呢。

成善保熟练地将油缸盖拆开 ，

再将空气滤芯、工作泵油管、转向机

油管、多路阀油管拆开，最后才看到

了吸油、回油滤芯，没想到问题真的

出在这个滤芯上， 看上去滤芯已经

有部分破损。说起这个滤芯，还是那

种纸质的滤网结构 ， 使用寿命短 。

“这老费时间换这个似乎有点不划

算啊，有没有一种更好的滤芯，既能

延长使用时间提升叉车性能， 还能

安装简便点呢？ ”成善保边思索边找

来新滤芯，正准备安上，身后就传来

同事侯松林的声音：“这个滤芯就不

要安上了吧！ 你看它浸在液压油箱

内部，我们每天开车前检查，其他地

方都可以检查到， 就是这个没法检

查， 它的工作状况怎么样， 有无损

坏，根本就看不见摸不着的，出现故

障也很难发现， 内网破损严重了还

会导致杂物堵塞油管通道， 还不容

易排出来。这样的滤芯就该淘汰了，

缺点太多了。 ”“不安上滤芯，这辆车

不就成了‘病号’了？ 少一辆车工作

影响生产。”成善保反驳道。“莫着急

撒，你来看这是什么？ ”他好奇地转

过身，拿起一旁的抹布把手擦了擦。

“这是什么？”“你自己看。”他接过侯

松林递过来的 “宝贝 ”，仔细地看起

来 。 几个大字映入他的眼睛———

60301G

液压油滤清器。 “这是么回

事？ ”“现在不是在对标嘛，我们兄弟

几个也想为对标献上一策嘛， 每次

更换滤芯费时又费力的， 我们就在

一起讨论了一下， 准备将叉车过滤

系统改造一番。 我们几个分头查找

资料，还去向同行请教，最后找到了

这个。 由于不知道适不适合我们这

的叉车使用， 我们兄弟几个就去淘

了个‘二手货’回来试试，这不，今天

刚拿到，看你准备换滤芯，就给你送

来了。 ”

成善保看看手中这个滤清器 ，

有个九成新。为了保险起见，他认真

地将说明书看了几遍， 还向技术员

咨询了一番，确认装上不会有问题，

才着手安装。 由于这种新型液压油

滤芯器是外部安装， 没一会儿功夫

就安装好了，盖上油缸盖，今天这个

“医生”当得比之前舒服多了。 一切

收拾妥当 ，侯松林像猴子一样 “嗖 ”

地跳上叉车驾驶室，准备试开，叉车

围着广场跑了一小圈， 又乐呵呵地

“跑”回来。 “成班长，开着挺溜的，没

问题， 我再跟踪观察这辆叉车一段

时间，要是这个滤芯器好使，我们就

让纸质滤芯下岗。

两个星期后，侯松林对

2#

车跟

踪观察结果出来了，结果显示，这个

新型滤芯实在是太好用了， 每天对

叉车例行检查时都能看到它， 一眼

就能发现它是否“受伤”。 听说这滤

芯使用寿命长达

1200

小时，不仅提

高了叉车性能， 同时还能大大降低

滤芯的维护更换频率， 降低维修成

本。 看着用上新滤芯的

2#

车，成善

保心中窃喜：“喜新厌旧” 也是件好

事嘛…… （芳草）

线

真写

一

叉车新型滤芯“上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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