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条线路又不是我的，我怎么管得了？ ”

“但是你可以牵头拿个方案来落实呀！ ”

8

月

7

日 ，笔者刚走到冶炼厂安全环保科门口 ，就听

到一阵争论。

争论什么？ 笔者带着好奇走进办公室，安

全环保科科长邱志立起身迎接笔者坐下 。 他

对面坐着电解车间副主任刘建新和保全车间

主任柯新安 ， 刚才的争论就是在他们之间展

开。

“这样吧，刘主任，这件事由我们三家单位

共同解决 ，保全车间负责线路整改 ，安全环保

科负责现场监护 ， 你车间负责今后日常的巡

检和维护 ，你看行吗 ？ ”邱志立在和刘建新沟

通再三后 ，提出了一个方案 。 听闻方案后 ，刘

建新这才如释重负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

便起身告辞。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8

月

6

日，电解车

间收到一份特殊的通报———《冶炼厂现场安全

环保管理督查情况通报 （第

42

期 ）》，其中有

一条 ：铜库门口线路垮塌 ，周边垃圾未清理 ，

考核车间

1100

元，车间班子连带考核

220

元，

如未按时间整改还将翻倍考核 。 电解车间领

导觉得很委屈 ，铜库内含公司营销中心 、冶炼

厂电解车间 、 外委单位永明劳务公司三家单

位，怎么单单让电解车间来管理。

安全环保科领导觉得很无奈，厂里施行的

“属地管理 ”制度 ，通常是 “划界而治 ，各管一

片 ”，但单位交界地带的 “搭接 ”多了 ，也产生

了大量模糊的 “三不管 ”地带 ，安全环保隐患

问题潜滋暗长。 一些区域分割不清晰，单位与

单位之间到底是道路中间线 ，还是马路为界 ，

各单位都说不清。 这种模糊性，往往成为管理

者的羁绊 ：以铜库为例 ，三家单位到底谁来主

管，存在明显盲点。

为推倒看不见的管理“壁垒”，冶炼厂针对

车间交界地 、“三不管 ” 地带等地安全环保问

题，依据 “就近管理 ”的原则 ，要求各岗位的干

部职工负责分管责任范围内的安全环保生

产 ； 负责在本岗位划分的责任区域内的每日

安全环保动态情况的上报和治理 ； 负责相邻

岗位职工的安全动态情况 ， 进一步提升了该

厂安全环保管理的脉络 、明确了权责 、扫除了

盲点，形成了 “谁近谁管 、共治共管 ”的良好局

面。

邱志立表示，虽然车间管理分界线客观存

在 ，但只要管理者心中不存界限之见 ，担当作

为都主动一点 ，“两不管 ”“三不管 ” 地带的管

理盲点自然就不复存在 ，而多多吹响 “就近管

理 “之哨 ，不断创新方法消除管理真空 ，企业

安全环保管理工作的面貌才会更上一层楼。

（郑沛田）

“谁近谁负责”

线

真写

一

绿色发展

8 月 20 日，丰山铜矿进一步优化升级

“人脸识别”考勤系统。 这是该矿严肃劳动

纪律，强化内部管理与作风建设，提升工作

效率的一个做法。

近期，该矿按照公司党委“抓党建、转

作风、强担当、提效能”学习实践活动要求，

对“人脸识别”考勤系统进行了问题诊断，

矿人力资源部通过对标研讨， 对“人脸识

别”考勤系统设置进行了优化，更新了原来

的系统设置， 将每名职工的个人编号作为

本人的代码进行设置， 简化了系统后台数

据统计分析，提高了工作效率，使考勤管理

更加科学、规范、准确。

（刘鑫涛）

丰山铜矿优化考勤系统

02

综合

2018 年 8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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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7 日， 在铜绿山矿选矿车间生产三

班班前会上， 班长姬振委又开始对安全老生

常谈，好似唐僧念经。 年轻班员小王认真听、

仔细记，不浮不躁，从不怠慢。 但是退回到一

年前，他可不是这样的。

一年前，小王刚参加工作不久，还未脱离

校园气息的他，每天都有点坐不住，也不喜受

人管束， 听着姬班长一遍又一遍地唠叨：“大

家一定要规范‘两穿三戴’，设备巡检要关注

重点部位，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对自己的岗

位负责，从上到下仔细检查设备，坚决做到不

安全不生产！ ”听见这些“紧箍咒”，小王瞬间

觉得自己跟西游记里的孙猴子一样， 脑袋都

要炸了。为缓解心情，小王偷摸拿出手机与女

友发消息：“我们这个班长跟我年纪差不多，

仗着自己早来几年，怎么比我爷爷还唠叨，每

天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爱上纲上线，太烦

了！”可女友回信息只有四个字：“安全第一！”

这更让小王觉得好像所有人都跟他作对，命

是自己的，他怎么会不注意安全？

那天，班前会一散，小王一路哼着小曲走

到中细碎厂房。按照安全规程制度，他本该仔

细巡检， 但他看见一切井然有序时， 不禁心

想：刚刚夜班人员跟我交接完，昨天他们检查

过一遍， 再去检查一遍不是浪费人力吗？ 接

着，他偷摸去厂房的一个小角落，准备小眯一

会儿……半小时后， 睡眼惺忪的小王来到主

控室，发现矿石粒度有点不合格，于是他拿着

手电筒就来到破碎机前查看运转情况， 还没

走进破碎机旁，不正常的“咣、咣”撞击声吓得

他心惊胆战。 他赶紧上前，借助手电筒的光，

看见 CS440 破碎机上下壁架有三根螺杆摇摇

欲坠。 紧固或者更换螺杆都需要停车处理，碎

矿流程才刚开不久，下端流程仓位不足，如果

此时停中碎 CS440 破碎机， 可能导致球磨断

矿，影响全流程生产。 这可怎么办？ 小王吓坏

了，他不敢告诉姬班长，因为他上岗后并没按

班长所说的，从上到下仔细检查设备，甚至压

根就没去巡检。

随着机体越来越大幅抖动， 小王的心越

来越慌：“如果螺杆掉落，上下壁架分离，会造

成严重的设备事故，这可怎么办？ ”无奈中，小

王硬着头皮给班长打了一通电话。 看见班长

风风火火带着一群人往破碎机这边赶来时，

小王忐忑极了。 好在螺杆没有掉落，班长凭借

着丰富的经验，立即组织抢修，对一根磨损严

重的螺杆进行更换， 对两根松动的螺杆进行

紧固，顺便带着对其他螺杆也一并进行检查。

看着班长半小时内圆满排除故障， 流程继续

正常运行时，小王忐忑的心终于落下来。 他突

然发现这个“唐僧”班长，原来一点都不讨厌，

反而给人很可靠的感觉。

当天， 班长组织紧急会议点名说了这件

事， 让大家引以为戒， 一定不能抱有侥幸心

理，认真巡检，杜绝类似事情再次发生。“小

王，尤其是你，一定要认真巡检，这次幸好没

出大事，如果……”班长末了的几句话，让小

王心有余悸，难受极了。 那几天里，一向心大

的小王茶不思、饭不香，心里一遍遍想着：当

初怎么就不听班长的话，仔细巡检！

从那以后，小王听起班长在班前会的“安

全唠叨”再也不嫌烦了，反而认真记录，上岗

前也不放过一丝一毫的隐患。 现在，小王在为

新职工进行安全教育时，也会变得唠叨起来，

什么要注意安全，要细心巡检等等，甚至在工

余间隙也会讲讲那个曾经让自己忐忑的安全

故事……

（方园）

“安全唠叨”记心头

“哎， 环境整治怎么就那么难？ ”

这是人们常有的抱怨。 随着全球人口

增长 ，工农业迅速发展 ，生态环境的

污染也随之而来 。 工厂排放的污水 、

废气 、产生的固体废物 ，以及日常生

活中环境保护意识淡薄等 ，都使环境

逐渐恶化 ，生态资源受到破坏 ，给人

类带来一系列的灾难。

每次都有人不断地抱怨着环境不

好资源不够用 ，可是 ，大家是否想过 ，

自己对绿色环保作过多少贡献？

记得多年前， 笔者刚入职在基层

当操作工的时候 ，每天上班需要启用

酸泵将低位槽的硫酸送往硫酸存储

罐。 师傅说，酸泵启动耗电量较大，少

启动可省电节能。 笔者严格按照师傅

说的操作 ，尽量等液位达到一定高度

一次送完。 但是，这样有一定风险，因

为当时的液位计不是电子信号 ，要到

现场察看 ，很是麻烦 ，搞不好 ，就可能

“漫槽 ”了 ，那可是大事故 。 有与笔者

一同入职的同事讽刺说 ： “你就不能

多送几次 ，就知道 ‘一根筯 ’。 ”可是 ，

笔者依然坚持按照师傅的要求操作 。

有句话说得好 ：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的 。 笔者最终得到大家认同 ，入职当

年被评为厂“新长征突击手”。 想起这

些，虽然只是小事，但笔者引以为傲。

我们应该如何自觉参与到环保活

动中来呢 ？ 首先 ，从小事做起 ，养成

“低碳”生活的习惯。 “低碳”生活就是

指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要尽量

减少 ， 从而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

低碳生活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一

种态度， 而不是能力， 我们应该积极

提倡并去实践 “低碳 ”的工作与生活 ，

无论是在工作中 ， 还是在生活中 ，都

应该注意节电 、节油 、节气 ，从点滴做

起。 如果说保护环境、保护动物、节约

能源这些环保理念已成行为准则 ，低

碳生活则更是我们急需建立的绿色生

活方式。

其次，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勤俭

节约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美德。 不知

从何时起

,

很少有人再提起。 我们时常

抱怨身边的各种浪费行为

,

走廊里的

“长明灯 ”

,

办公桌上随意丢弃的纸张

,

电脑用不用一天都开着等等。 这种场

景人们已经见怪不怪。 国家提倡建设

节约型社会， 这需要每个社会成员的

努力

,

我们能做什么呢

?

当然是从自身

做起

,

拧一下龙头

,

拉一下开关

,

家电不

用时关闭掉电源……这些看似琐碎的

生活行为

,

实际是建立环保生活理念

的基础之上。

一个人的力量对于环境的改善可

能微乎其微。 一只节能灯、 一个适当

的空调温度为节能减排作的贡献的确

很小， 可

13

亿人中只要有

1/10

的人

使用， 那节约的能源、 减少的碳排量

都将会是天文数字。 无论这个世界有

怎样的污染， 无论这个社会有怎样的

浪费， 我们需要的是做好自己， 保持

“低碳 ”生活 、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 ，

树立绿色环保的意识 ， 互相提倡 、督

促践行环保理念 。 让我们行动起来 ，

共创绿色家园。

（张国平）

绿色环保从我做起

8 月 23 日，中央电视台“实施产业转

型升级、推进高质量发展”专题报道组在黄

石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陪同下， 到稀贵

厂采访提质攻坚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情况。

专题报道组向该厂相关部门负责人了

解了该厂基本情况和年初以来厂实施改革

创新和提质增效工作情况， 采访了精炼车

间负责人和一线职工， 听取了职工关于立

足岗位实施市场化对标， 以规范管理和精

细操作，推进降本增效，提升生产发展质量

等情况介绍。报道组记者表示，大冶有色依

托市场化对标，深入推进提质增效，加快企

业高质量发展给报道组留下了深刻印象，

将积极做好相关情况采集和后续报道。

据了解，近年来，黄石市积极实施产业

转型升级，推进高质量发展，工作成效引起

了央视等媒体关注。 此次央视专题报道组

来市采访过程中， 市委宣传部将大冶有色

列为提质增效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样本

之一，向报道组进行了推介。

（叶建国）

央视到稀贵厂采访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8 月 15 日，稀贵厂对 7 月份劳动竞赛

中涌现的 2 个先进集体和 4 名先进个人进

行了表彰，引导全员紧盯岗位对标指标，抓

提质促增效确保全年生产经营目标任务的

实现。

进入 7 月份以来， 该厂进一步优化劳

动竞赛指标设置，在以往赛产量、质量、安

全、管理等多项指标的基础上，增加岗位关

键生产技术和成本指标评分比重， 引导和

激励班组围绕对标抓好生产工艺优化、成

本控制，确保产品产量、质量最佳的同时，

使成本和技术指标达到最优。 在此次评比

过程中， 该厂精炼车间精碲班对标行业先

进，不断优化生产操作，狠抓技术指标的提

高， 严格控制生产成本， 实现了碲产品产

量、质量和多项关键指标的大幅提升，继六

月份获得最强班组之后， 该班组再次蝉联

七月份最强班组。 4 名先进个人因专业工

作对标业绩突出，受到了表彰奖励。据该厂

工会部门负责人介绍， 通过竞赛指标的调

整优化，提高了竞赛质量，促进了厂各产品

的生产和关键指标目标的实现。

（青辰）

稀贵厂以劳动竞赛促岗位对标提质保目标

8 月 17 日上午，随着一声“立即启动公

司应急救援预案”的指令发出，新疆汇祥永

金公司尾矿库管涌应急演练正式开始。 这

是该公司全面宣贯“主动安全、主动环保”

理念，保证安全稳定生产的重要举措之一。

本次演练模拟尾矿库坝 XX 处发现有

管涌， 可能造成坝体危险和尾矿库输送管

道 XX 处尾砂发生泄漏， 可能造成河水污

染。 选矿车间在接到突发事件报告后，立即

安排现场巡坝员到现场查看情况， 并迅速

汇报生产管理部和公司领导。 公司立即启

动了应急预案，成立指挥部和现场处置、应

急处置、救援医护、现场保卫等小组，各小

组迅速反应，按照预案分头行动，积极采取

应对措施。 全体参加演练人员分工明确、配

合默契，取得了预期效果。 随后，全体参演

人员对演练过程进行全方位总结分析。

（杜初民）

新疆汇祥永金公司举行尾矿库管涌应急演练

姚建军查看尾矿

库实时视频资料。

———记铜山口矿选矿车间

脱环大班值班长姚建军

矿山守护人

在铜山口矿尾矿库上， 有这么一位独自

穿梭在坝前坝尾的“孤独守坝人”，他便是铜

山口矿选矿车间脱环大班值班长姚建军。 说

起“孤独”，倒不是说他孤军奋战或者与世隔

绝，在工作的三十年里，他性格独立，作为退

伍军人又有着军人般坚毅倔强， 虽然他是真

抓实干、克己奉公，但久而久之，就给人一种

独来独往，异于常人的印象，于是便有了“孤

独”这一说。

对职业抱有“奉献之心”

说起姚建军， 与他共事过的人无不说他

是敬业奉献的典范。 从退伍回矿工作那一刻

起，他将部队里吃苦肯干、无私奉献的优良品

质和精神投入到自己平凡的工作中去， 用行

动诠释了一颗赤诚之心。

一次，选矿车间临时性停车检修，为抢时

间、赶任务，在放砂环节中，由于矿砂颗粒大，

造成直流管道堵塞， 为了防止矿砂堵塞影响

设备运转，保证检修完成顺利开车，当班的姚

建军便担负起疏通管道的工作， 他组织人员

卸堵板，为管道开“天窗”，将管道中淤积的矿

砂一点点地冲通。 8 个小时过去了，同事都劝

他休息一会，他没有停止，就

这么坚持着， 在夏日高温的

厂房里， 一直不眠不休地坚

持了两天一夜， 终于把管道

疏通， 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

行。

对事业握有“专精之力”

因为长期在选矿车间工

作，姚建军练就了用“望、闻、问、

切”的手法判断精矿各项数据和

设备的运行状况， 将工作中的专

业学到了极致。

这天是精矿出厂的日子， 一早

操作工小吴便在设备前徘徊不安， 看到

姚建军走进厂房他连忙迎了上去：“姚工，你

看这个精矿的状态， 压过之后看起来还是湿

乎乎的，这怕是水分超标不能出厂啊！ ”姚建

军听到后走到精矿堆前蹲下观察了片刻，便

站起身说道：“这精矿没问题， 水分大概是 12

左右，可以放心出厂。 ”小吴惊讶地张大了嘴

巴，他去调度查看了数据，果然跟姚建军说的

水分指标相差无几， 小吴不禁对姚建军竖起

了大拇指。

康明克斯压滤机是该矿用来将铜精矿进

行压滤去除铜精矿水分的重要设备， 每当这

台设备运行不顺畅时， 姚建军通过设备运行

时机器发出的声音， 或者滤饼的颜色和手感

便可道出设备的故障所在， 而且经过设备的

检查和修理， 一次次验证了姚建军的正确判

断， 充分体现了他高超的专业技术和丰富的

工作经验。

对工作怀有“坚韧之筋”

自铜山口矿尾矿库接替工程投入使用以

来，老库闭库工程收尾，新老尾矿库的使用交

接等工作接踵而至。 尾矿库的工作较之在厂

房里的工作大不相同，尾矿库由于露天环境、

工农关系、 环保等因素对工作开展的顺利与

否有很大影响， 如若管理不善将直接影响到

生产。 在繁重的工作下，姚建军主动请缨担负

起了尾矿库相关建设和管理工作。

他不仅每天第一时间了解尾矿库各项水

质环保指标，而且通过对尾矿库的巡查，将每

一处小隐患都及时处理，防患于未然，在汛期

到来之前积极组织参与防汛演练，时刻关注尾

矿库堤坝，泄洪渠状况，保证尾矿库安全度过

汛期。

针对环保管理工作，他设计并主要参与了

尾矿库干滩沙尘治理问题，巧用防尘网覆盖干

滩地面，防止扬尘污染，并节约了几十万的治

理成本；每日及时记录相关数据，对尾矿库进

行检测及维护，保证排水安全通畅。

在新库建设过程中，一处烈士墓地因种种

原因不能及时搬迁，墓址又在尾矿库内，在生

产排放尾砂的同时，如何保证烈士墓安全是姚

建军经常想的问题。 为防止烈士墓被淹，姚建

军组织职工装沙袋将烈士墓围起来形成水砂

隔离， 再通过安装水泵及管道把剩余的水抽

掉，由于抽水管道过长，经常要下到 2 米多深

的水中移位，且管道无法弯折，无法在坝内水

中进行作业，他便想到用容易在水中进行操作

的消防管道的方法成功解决了抽水问题，及时

保住了烈士墓，受到了村民们的赞誉。

姚建军作为铜山口矿普通职工的一员，三

十年如一日地奋斗在生产一线，闪烁着普通劳

动者的光芒，作为一名“守护者”将矿山建设得

更加美好。

（汪纯）

姚建军观察矿浆浓度。

姚建军在雨中清理浓

密池旁的精矿矿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