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工作只有起点，没

有终点。 企业效益越是在‘爬

坡过坎’期，就越是要保证安

全生产。 ”井巷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鲁超峰在接受笔者采

访时，开门见山地阐明了自己

的观点。

“以前有些事能拖就拖，

而现在不仅前面有积分管理，

后面还有督导、约谈。 扣点钱

是小事，丢了面子后开个会都

觉得坐不踏实。 ”一名项目经

理坦言自己的体会。

作为矿建施工企业，井巷

公司在安全管理上有过切肤

之痛。

2017 年 10 月 8 日， 在集

团公司安委会下发的冶色安

〔

2017

〕

52 号文中，“关于对井

巷公司不认真履行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进行处理意见

的通报” 中的四条处理意见

中，仅“实行安全生产一票否

决， 取消 2017 年度各类评选

评优资格”这一条，就让该公

司上上下下一年的辛苦付之

东流。

如何在安全管理上真正

做到分工明确、 职责清晰，监

督有力、考核到位？ 这成了该

公司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制度梳理 层层压实责任

“我们要坚持打一场向

‘零’目标奋斗的安全战。 ”今

年 2 月份，井巷公司新任董事

长、党委书记鲁超峰向公司所

有管理人员明确了“一把手”

加强安全管理的态度。

在该公司《六月份安全检

查通报》中，笔者看到因“确认

票填写无气体监测数据”而对

现场安全管理确认责任人给

予 200 元处罚和责令项目部

进行安全约谈的内容。 这只是

该公司落实《安全生产问责

制》， 大力推行安全网格化分

区管理，构建起“网中有格、格

中有人、人人有责”的安全生

产工作新格局的一个缩影。

针对安全管理人人有责，

却人人推责的管理顽疾，该公

司以对标管理为抓手，先后对

公司《安全生产奖惩制度》《安

全生产问责制》《安全生产事

故管理制度》《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十项禁令”》和《现场安

全标准化考核办法》等纲领性

制度， 重新进行梳理和完善，

首先从制度层面上层层压实

安全生产责任。

积分管理 提升整治效果

“今天你扣分了吗？ ”今年

以来，这句话成了井巷公司职

工的热门话题。

在《公司违章积分考核制

度》中，该公司对各单位科职

管理人员、安全员、职工以及

外包工程队管理人员和职工

月、季、年的积分结果都作出

了明确规定。 其中，职工个人

年度内累计计分≥15 分的，便

纳入“黑名单”。 是职工的，待

岗学习一个月；是外包工程队

人员的，予以辞退，不得再用。

一个季度内，连带责任累计计

分≥30 分的， 安全员调离岗

位， 外包队队长免去职务，科

职管理人员由公司纪委进行

约谈。

该公司强力推行的安全

积分考核制度，如同高考一分

一段的录取分数线，但谁都不

想因为积分高而成为“高考状

元”。

督查落实 隐患无处可藏

“丰山铜矿-440 米平面

掘进， 需加强混合式通风，将

进风管接至距掌子面 20

米

内，并加强顶板管理。 ”“铜绿

山-545 米中段Ⅲ

号

矿体沿脉

底板过高， 限一周内整改完

毕；水沟质量不合格，要求立

即返工。”这是井巷公司 7 月 2

日在《工程管理部现场安全督

查通报》中，通报七条内容中

的两条。

如果对发现的隐患不予

整改怎么办？

该公司安委会还专门成立

由副总经理牵头负责的安全隐

患督查组， 组织成员对通报中

的每一条安全隐患， 采取突击

检查、重点抽查、跟踪检查和专

项督察等方式进行督查落实，

全方位堵塞整改漏洞。

在此基础上，该公司还将

2018 年作为现场安全生产标

准化的创建年。 铜山口矿周家

园尾矿库闭库工程作为国家

的重点工程，该公司坚持一把

手亲自抓，其他领导全面参与

的安全管理模式，自上而下营

造出了良好的安全氛围。 5 月

12 日，该工程一次性通过国家

安监总局的安全环评验收。

风劲潮涌， 自当扬帆破

浪；任重道远，更需策马扬鞭。

目前，井巷公司紧抓安全质量

标准化建设和现场岗位过程

控制这两条安全主线不放松，

为确保实现公司安全“五零”

目标而砥砺奋进。

（文

/

图 郭小勇）

小

改

小

革

沉淀池溢流水

直流管道安装缓解生产环保压力

铜山口矿选矿车间

7

月

6

日， 铜山口矿选矿

车间溢流水直流管道经过三次

施工最终成功进行安装， 缓解

了该矿生产环保压力， 减少了

资源浪费，延长了设备寿命，极

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安装直流管道之前，该

矿选矿车间矿石经过破碎后进

入磨浮厂房进行磨矿浮选，浮

选后产生铜精矿矿浆排入了

30

米浓密机后进行沉淀，沉淀

后水和精矿进行分离， 铜精矿

进入压滤机进行干燥得到铜精

矿，

30

米浓密池溢流的水则流

进沉淀池进行再沉淀， 这样经

过再沉淀每年将可多回收近

10

个铜金属，可为该矿增收节

支约

40

万元。

由于生产持续进行， 铜精

矿的水分浓度较低导致水量较

大， 沉淀池长时间处于溢流状

态， 多余的水漫出沉淀池排入

了选矿车间沟渠， 造成了资源

浪费， 由于排放水含有少量铜

精矿， 且

PH

值约在

11-12

左

右， 如排放至厂外对环境有破

坏作用， 为了保证厂周边环境

安全， 选矿车间将多余的水引

流至环保泵进行控制。 这样直

接导致了环保泵

70

千瓦电机

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超负荷运

行， 不仅浪费了能源且加大了

设备和环保压力。

为节能减排，降低电单耗，

该车间积极采取有力措施，统

一协商， 在该车间技术负责人

的提议下最终制订出了管道直

流嫁接方案， 将沉淀后的水排

入

45

米浓密机清水池重复利

用。由于清水池在

45

米浓密池

外端与沉淀池相隔近

100

米，

安装难度较大， 该大班工作人

员们首先选择沿着浓密池外端

安装管道， 安装完成后出现了

管道不排水的问题。起初，工作

人员怀疑是部分管道堵塞导致

排水不畅， 于是将管道进行了

拆卸检查，又重新安装一次，可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后来技术

人员经过实地检查， 发现了症

结所在。原来，回水池的水平高

度和沉淀池高差仅一米， 这样

管道安装后排水自然就很难实

现流畅排水。 发现了问题的关

键后， 技术人员采取了改道安

装的方法。 首先在管道前段将

管道水平固定在铁架上防止精

矿淤积在管口， 再从浓密池下

方安装管道， 利用高差来实现

顺利排水。 浓密池下方潮湿低

矮，加上燥热的天气，露天作业

环境十分艰苦。 脱水大班的职

工们没有抱怨， 经过三次管道

走向验证，历时三天奋战，最终

完成了铜沉淀池溢流水嫁接管

道直流至

45

米浓密机清水池。

管道安装过后， 经过二次沉淀

的水被再利用于生产， 促进了

回水再利用， 同时也节约了石

灰等药剂资源，原本

24

小时工

作的环保泵变成每天开

5

小时

便足够， 达到了环保泵间歇性

生产工作要求， 缓解了设备的

使用压力， 延长了设备的使用

寿命， 在保证沉淀池正常使用

的同时， 也收获了环保工作治

理成果。

（汪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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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

日，骄阳似火，高温炙烤

着大地。 而在冶炼厂澳炉、 电炉、转

炉、 精炼炉各生产线上的冶炼职工，

挥汗如雨 ，烧铜口 、放铜水 、浇铸铜

板， 把铜精矿冶炼成一包包铜水，铜

水浇铸成一块块阳极铜板。

笔者来到炉放铜平台，滚滚热浪

席卷而来，只待了几分钟，已感到汗

水在流。 而“全副武装”的炉前工每天

都在这样高温下工作，一位师傅正在

放铜口精心操作， 铜花飞溅。 “好热

吧！ ”“习惯了。 ”隔着头盔面罩，笔者

发现豆大的汗珠从这位师傅的额头

流下，厚实的工作服上也能看出白色

的汗水渍迹。

公司和冶炼厂把清凉的关怀送

到生产一线， 做好夏季安全生产、防

暑降温工作，改善高温、高空、露天作

业职工的工作环境， 各车间冷饮点

24

小时开放， 合理安排好职工的作

息时间，发放防暑降温物资到职工手

中，每天一线班组发一个西瓜，职工

食堂提供免费防暑降温汤。 炉前工张

汉平告诉笔者：“高温环境倒不怕，我

们能够克服，出铜越多越好，要是遇

上设备故障，维修半个小时，真急人，

耽误半个小时，就少产

2

包铜啊！ 每

天都要抢进度， 每个班要保证放铜

40

包以上。 ”炉前工一般

30

分钟左

右就会轮流进休息室休息一下，吃根

冰棍，喝杯水，休息片刻。 产量、绩效、

设备、对标和房子、孩子，都是他们谈

论的话题，狭小的休息室里，又是一

片欢声笑语，汗还没干，又投入到火

热的“战斗”中。

在精炼炉现场，沸腾的铜水正有

序流向

2

个圆盘浇铸机。 在这片火热

的天地里，铜冶炼浇铸工不顾汗水湿

透衣背， 密切注视着铜水浇铸情况，

只要有一点异常情况， 果断出手处

理。 阳极板浇铸完成后，一位师傅将

这刚出锅的“热货”转运到旁边的平

台，叉车再运到下一个工序生产。 精

炼炉四班浇铸工姜伟民说：“一个班

要力保生产阳极铜

620

吨，这是一个

班的保本产量， 超产有一定奖励，高

温天气以来，大家铆足了劲，产量力

争往上冲！ ” （徐芳玲）

关于生态环境， 习近平总

书记有一系列重要的论述，“生

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

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

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 坚持生态惠民、

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要像保护眼睛

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 …这些

阐述站位高远，掷地有声，也让

广大人民群众如沐春风。习近平

总书记从讲政治、 惠民生的高

度，升华了我们对生态文明建设

重要性的认识，诠释了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对于大力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依靠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撑

生态文明建设

众所周知， 人类社会发展

到今天， 大致经历了原始社会、

农业社会、工业革命和后工业革

命等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

工业革命起步较早、较为彻底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许多国

家都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老

路，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生态环

境破坏比较严重， 教训极为深

刻。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

经济比较落后，较长时期处于短

缺经济阶段，生产生活物资都较

为匮乏，百废待兴，增加各类产

品供应量成为当务之急，一段时

期以来，由于过度追求

GDP

的高速增长，自然

资源被过度开发，存在大气、土壤被污染，水土

流失等突出问题，导致雾霾笼罩、污水横流、土

壤重金属超标等现象，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为

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因此，在中国这个世

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人均资源占有量极

低，资源环境十分脆弱，承载力极其有限，再走

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根本行不通。

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之

间的关系， 我们必须主动贯彻落实 “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更加自觉

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坚决抵

制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的错误行径。 具体而言，

在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笔者认为，要重点

抓好两方面。 一是在产业转型和产业布局方

面，要紧跟后工业革命发展阶段的社会需求变

化，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大力发展现代服

务业，以经济转型升级的成果来支撑生态文明

建设。 二是对于传统工业、商贸业和农业，要实

施创新驱动战略，强化科技创新，加快新技术

应用，大力实施信息化、智能化、低碳化技术改

造传统产业，通过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走出一条经

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新发

展道路。 所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跳出“生

态文明建设”本身的小圈圈，避免就生态谈生

态的短视思想， 要从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抓

起，依靠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来实现。

依靠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人类文明的创造和积淀，归根到底，离不

开人。 没有高素质的人，要创造更多更好的人

类文明成果将无从谈起。 同样地，生态文明作

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离不开人，特

别是得到全面发展的人的支撑。

人的全面发展既包括健康的体魄，又包括

美好的心灵。 在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全

面发展的人是从事劳动、改造自然、创造财富

的主要参与者。 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 具

体而言，在企业组织中，全面发展的人会更加

懂得生态文明建设对于企业自身生存和发展

的意义， 会更加关注广大职工的职业健康，也

会更加主动地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将环境保

护贯穿到生产经营的每个细节。 对于社会的每

个人而言，全面发展的人会更自觉地将生态文

明的理念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多地从

节约一度电、节约一滴水、保护花草树木、不乱

丢垃圾、做好电子废物回收等生活细节着手去

保护生态环境。 因此，只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人们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性，才能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提高开展生态文

明建设的自觉性， 也才能通过不断学习和创

新，增强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提高其可

实现性。

依靠法治思维和方式保障生态文明建设

在今年

3

月

5

日召开的全国两会上，“生

态文明”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

会文明”一道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

正案》中，这是中国共产党以最高法律的形式

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具体体现，除此之外，自改

革开放以后， 我国还先后出台或多次修订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水土保持法》

《水法》《森林法》《土地管理法》《水污染防治法》

《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环境保护税法》 等多达几十部涉及自然资源

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可见，国家十分

注重依靠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保障生态文

明建设。

5

月

18

日至

19

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做出了系

统部署和安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最严格

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

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

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这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

“实行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的严密法治

观。一方面，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形式，确立

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要

求、主要措施等，使得全社会在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过程中有了基本遵循，增强了开展生态文

明建设的原则性和指导性。 另一方面，通过在

法治框架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做到公

开公正公平执法，更好地惩处各类环保违法行

为，有利于控制和压缩环保执法的权力寻租空

间，有利于依法依规化解环保执法和生态文明

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更好地维护

社会秩序和稳定，增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公

正性和严肃性。 所以说，坚持依靠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方式和

内在要求。

（王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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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冶炼厂熔炼车间澳炉放铜平台，炉前工

不惧烈焰，精心操作。 郑沛田 摄

2.

迎面吹来的气流带着阵阵热浪，映红了炉

前工的脸庞。 郑沛田 摄

3.

工间小憩中的炉前工。

徐芳玲 摄

1

2 3

强化明责、追责 推进履责、尽责

———井巷公司改进安全管理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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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巷公司安全人员在井下检查安全生产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