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井提升量创新高

献礼“五一”国际劳动节

4

月

28

日，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主井提升量

3900

吨 ，创复工复产后新高 ，向 “五一 ”国际劳动

节献礼。

复工复产后，该矿机运车间紧盯主井、盲主井

两套提升系统流程关键点保证提升效率。 为保证

主井 、盲主井两套流程无缝对接 ，生产班组 “见缝

插针”做好设备一二级维护和计划性检修，实现设

备 “零 ”故障 ；班组长分别在

-452

米装载站 、

-785

米装载站关键点“盯梢”，确保箕斗不等矿；调度统

筹全流程实时 “把关 ”主井提升效率 ，已达到实时

监控 ；

-605

米中转站 、

-785

米破碎站及时破矿 ，

保持矿仓仓位。 图为机运车间主井职工利用工作

间隙精心维护设备，确保设备高效运行。

（梅晓艳 周静）

4

月

27

日至

29

日 ， 金格公司开展 “五

一”节前安全环保大检查。 此次检查主要针对

各生产车间前期隐患整改闭环管理 、 作业现

场 “三违 ”整治 、外协工安全培训及基础管理

工作落实情况。

为切实履行安全职责，持续推进年度安全

管理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 此次安全环保大检

查 ， 对所辖主要生产车间的危险源进行了重

新辨识 ，梳理出固定场所安全监管重点 、要害

部位 ， 并结合各生产车间工作实际列出重点

要害部位管控清单 ， 依据清单制定相应的管

控措施和具体责任人 ， 全面推进年度安全环

保管理工作。 （王文霞）

金格公司开展“五一”节前安全环保大检查

4

月

27

日，矿业分公司丰山铜矿开展“五

一 ”节前暨二季度安全 、消防 、防汛大检查 ，有

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此次安全大检查分为井下组、 地表组，检

查组分别深入井下北缘

-254

米西部采场 、

-

314

米采场 、尾矿库 、炸药库 、变电站等区域进

行安全检查 。 各组重点检查作业人员劳保穿

戴、特殊工种持证上岗、职工安全教育培训、疫

情防控、防汛预案、作业现场环境、职业健康防

护设备设施、安全防护设施、现场安全确认、消

防设备设施等情况等。各小组针对检查发现的

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 并下达了整改通知书，

责令相关单位限期整改并督促落实。

（刘鑫涛）

矿业分公司丰山铜矿开展“五一”节前暨二季度安全大检查

“宝贝计划”成功了

“咱那‘宝贝’现在效率越来越高了，还必须

重点关照，争取更大的提升空间。 ”

4

月

26

日，在

冶炼厂电解车间“

30

万吨”残极机组现场，车间

“飞跃

QC

小组”成员又在现场看护“宝贝”，开展

QC

攻关。

原来，他们口中的

"

宝贝

"

是残极机组打包机，

由于打包残极效率提升不高， 无法满足系统满负

荷生产，残极打包需要，且易出现故障，不仅影响

正常生产，还增加了成本费用，车间“飞跃

QC

小

组”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咱们再想一想办法， 让它能发挥更大的功

效。 ”大家给此次行动起了个形象有趣的名字：“宝

贝计划”。作为“宝贝计划”的实施者，“飞跃

QC

小

组”组长、机组班班长包盛华感到肩上责任重大，

他提醒自己一定要像照顾儿子那样胆大心细。

就这样，大家开启了“陀螺式”的忙碌状态，每

天奔波在现场与工作室之间，讨论解决方案。猫着

腰时而观察空压机的压力是否下降， 时而反复查

看钢带送带是否畅通，全力推进改善进度，这已经

成为他们的工作常态。

“打包台高度不够， 离残极垛最高点还有

10

厘米的距离，致使打包的时间不够，造成机头延时

报错，导致正常打包程序终止。 ”“机头盖变形，打

包机头盖易被残极碰撞。 ”大家积极出谋划策，一

项项“问题点”被他们抽丝破解。

找到问题的症结，大家整理思路，对照打包机

的工作原理，查找相关资料，泡在现场里画结构框

架图，给每一个可能制约的部位都做好应对措施。

经过后期的修改后，改善方案在一点点完善。 “这

个措施好，我看完全可以。 ”“行，咱们就动手。 ”讨

论后，立即行动起来了。

在车间维修师傅的配合下， 在残极机组加装

了四个小支撑平台提升高度， 使支撑座加高

8

厘

米。 制作一个长

20

厘米的铁块，以此来保护机头

钢筘壳不变形，降低机头故障率。 同时，完善优化

操作细则。经过多番讨论验证后，终于拿下了这块

“硬骨头”， 试用后的操作工伸出大拇指：“效果杠

杠的。 ”问题迎刃而解，“宝贝计划”获得成功。

“车间飞跃

QC

小组的

QC

项目 ‘提升机组

残极打包合格率’效果可真棒，打包合格率提升了

16%

，仅这一项，可节约成本

10

余万元。”看到改善

实施发挥的功效，岗位职工们无不点赞。

“在复工复产的攻坚创效中，能把创新成果转

化成生产力，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犒赏。但岗位创

新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等着

我们去迎战，去攻克。 ”

QC

小组负责人如是说。

（晨曦 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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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和润有色医院向冶炼厂捐赠防疫药品和职业病防治宣传手册。 鲁方昆 摄

在公司全面推

行安全双重预防机

制工作以来， 矿业

分公司铜山口矿选

矿车间群策群力、

集思广益， 结合本

单位开展了一系特

色工作， 鼓励全员

参与， 为双重预防

机制工作的全面实

施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创新方法论

理清工作思路

“双重预防机

制是一项长期抓的

工作， 而不是短期

内的一项任务，车

间班子成员必须带

头参与， 进行跟踪

引导， 不能专门安

排 一 人 或 几 人 来

做， 这样就违背了

公司推行这一机制

的目的和初衷。 ”铜

山口矿选矿车间车

间主任朱容杰在双

重预防机制推进会

议上强调。 针对双

重预防机制， 结合

自身实际， 该车间

采取“自上而下，自

下而上” 上下联动

的工作模式， 以更

加贴合选矿岗位实

际的方式践行着公

司 制 度 的 落 地 生

根。 自上而下模式

是要从车间管理层

开始到基层一线针

对双重预防机制建

设进行系统化、详

细 化 的 学 习 和 培

训， 车间班子成员和大班管理人员这一层

级对双重预防机制有一个系统性的认识，

在开展工作时能构建好一个工作方向和关

键的切入点， 从而能顺利的推动工作有序

开展。 自下而上模式的开展是要求从基层

一线职工到车间管理层针对岗位、 工序和

流程进行全面梳理， 借助原来发生的事故

和岗位作业存在可能的注意事项等诸多要

素进行梳理和归纳， 形成班组岗位人员对

风险的辨识。

找准切入点 简化梳理难度

“双重预防机制工作是一个系统性的

工作，危险源辨识初期阶段，由于职工面对

繁琐的专业术语和各类风险辨识表， 都懵

了， 更别说是将风险辨识覆盖到每个岗位

每个机台。 ”有大班长提出了一个问题。 为

保证工作高效的开展， 选矿车间 1 月中旬

组织管理人员针对双重预防机制工作的开

展中现有难题和工作实施意见进行了一次

“头脑风暴”大讨论，确定了工作的方向和

切入点。

“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以岗位作业过

程中存在的危险因素为切入点， 继而拓展

到区域、部位、防控措施和等级划分，从而

完成岗位风险辨识，将问题各个击破。 ”朱

容杰说道。 说做就做，针对职工无法处理相

关制度的制定和填表的难题， 他亲自组织

培训和现场审核， 指导职工通过回忆每天

上班至下班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风险源点

做好记录并初步进行评级， 最终梳理完成

本岗位风险源点的收集和评估。“每天上班

第一件事情是做好交接班， 这个时候可能

出现的隐患是劳保用品穿戴不整齐， 交接

班记录不清晰准确……” 这样的梳理方法

极大地减少了职工的工作难度， 减少了人

力物力消耗也缩短了工作时长，一举多得。

短短 1 个月内， 选矿车间的安全风险源辨

识就已初步梳理完毕， 为后续工作提供了

充足时间。

增强主动性 实现全员参与

安全工作的本质是要保证人的安全，

其中最关键是要加强人员的安全意识。 由

此可见， 开展双重预防机制体系建设最核

心的是要将岗位风险辨识植入每个人的潜

意识中，及时发现和整改隐患，杜绝事故的

发生。 针对这一目的，选矿车间力求全员参

与，加大双重预防机制工作渗透率，将安全

风险源辨识工作任务细分到每一道工序、

机台和作业步骤上， 职工在提报和审核中

提高了对安全风险源点辨识的敏感性同时

增强安全意识。 在隐患排查治理方面，选矿

车间鼓励职工们主动参与到查找隐患、治

理隐患中来。 一旦发现安全隐患职工可以

填写隐患排查清单并进行拍照留取证据再

向上报送，一旦经过审核确认为有效后，车

间会对提出隐患职工进行奖励。 此举极大

地提高了职工隐患排查的积极性， 也有效

地加强了双重预防机制工作体系建设的推

进。

经过铜山口矿选矿车间系列工作的开

展，该车间已经超公司计划进度，安全风险

源点辨识工作已经进入后期阶段， 向每位

员工发放了风险告知卡，车间各生产岗位、

机台、厂房、办公区域张贴完成风险告知栏

和四色图展牌， 隐患排查治理也形成了个

人、班组、车间联动模式，实现即时发现及

时整改，形成了科学完善的安全防护体系，

为双重预防机制体系建设工作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有利保证安全工作的顺利开展。

（汪纯 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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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职业健康意识 加强岗位自我防护

公司各单位多措并举筑牢

职业健康防线

2020年 4月 25日至 5月 1日是第 18 个

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 近日，国家卫健委发出

《关于开展 2020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

的通知》，要求有关单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以“职业健康保护·我行动”为主题，聚焦

职业健康保护行动、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普

及职业健康知识。 连日来，公司各单位纷纷开

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多措并举筑

牢职业健康防线， 在全公司范围内营造关心

关注职业病防治的浓厚氛围。

在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期间， 为了让职

业健康的理念深入职工心中， 冶炼厂开展形

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 贴近班组， 注重实

效。 该厂与和润有色医院一起送防疫药品到

班组， 并深入生产一线向广大职工讲解和发

放预防职业病防治宣传手册。 加强宣传，营造

氛围。 该厂在厂区主干道悬挂宣传条幅，在车

间宣传栏内张贴职业病防治科普知识， 在班

组黑板报进行职业病防治措施的宣传， 形成

全厂人人关注职业卫生防治的良好氛围。 疫

情期间， 重点把控食品卫生， 做好职业健康

“入口关”，每天检查食堂食品卫生，安排人员

就餐时安全值守。 进行现场职业危害标识牌

的检查，对破旧、受损的及时更换，对需要添

加标识牌的岗位、 场所安排制作安装，做

到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告知率和警示标

识设置率达到 98%以上，提醒职工时时刻

刻不忘职业病防治工作。整理编写职业病

防治核心知识 100 条，供广大职工学习参

考。 继续加强对生产现场中，涉及人员值

守、易燃易爆危险品、危险化学品等场所，

以及生产、储存、使用、运输中有人员设备

的各个环节深入排查， 安装监控设备，健

全监控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对属于重大危

险源的易燃易爆物品储区、 罐区严格按照标

准规范进行安全告知，全部做到在线监控、事

故预警，完善连锁装置和应急措施，实现安全

全监护，更好的应对职工现场突发疾病，最短

的时间内发现并抢救。

4月 24日，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组织各

单位及外包工程队接触噪声、 粉尘及辐射人

员开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宣教活动。 该

矿特邀请专家开展《重点行业职业病危害及

预防》的专题讲座，普及职业健康知识，推动

各单位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 保障广大

劳动者权益。 专家从职业病的相关概念、重点

职业病的预防和职业病案例分析三个方面，

向该矿接触噪声、 粉尘及辐射人员传授职业

病防治知识和方法，加强岗位自我防护，预防

职业病。

4月 26日， 矿业分公司丰山铜矿选矿车

间的一名职工用实际行动演示劳动保护正确

穿戴，在岗位上积极宣传《职业病防治法》，这

是该矿深入开展职业健康宣传周活动的一个

缩影。 该矿通过悬挂张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

标语、 职业危害告知牌、 职业卫生安全警示

牌、开辟职业病防治法宣传专栏、设立劳动保

护监督岗、观看职业健康安全教育视频、组织

开展职业健康安全教育培训等系列宣传教育

活动，普及职业健康知识，进一步推动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 不断增强广大职工职业健康意

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

4月 27日， 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利用全

员周一安全会的契机， 在全矿范围内开展职

工职业健康培训， 各单位相关专业人员围绕

职业病知识、危害因素、防治疾病注意事项等

内容对职工进行宣讲教育， 向职工普及相关

知识。 除开展培训外，该矿还通过在矿内各电

子屏播放标语、制作横幅、黑板板报等手段开

展宣传， 后期还将组织一线相关岗位职工进

行体检。 通过开展职业病防治系列工作，使职

工增强自我防护意识，有效减少职业病危害，

保证矿山稳定发展。

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公司今

年职业健康宣传周活动以线上活动为主，线

下为辅，通过活动的开展，让职业健康理念深

入职工心中， 积极引导职工增强职业健康意

识，加强岗位自我防护，远离职业病危害，以

健康的体魄为公司推进二次创业、再次崛起，

打造现代化铜企业贡献力量。

（芬达）

丰山铜矿职工在职业病防护宣传栏前驻足观看。 刘鑫涛摄

▲

丰山铜矿职工利用手机观看职业健康宣传视频。 刘鑫涛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