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间琐谈

非

常

时

期

科

学

防

疫

冬春季是新冠病毒传播的

活跃期，加之“春运”临近，疫情

传播风险增加，疫情防控进入非

常时期。 近日，《人民日报》官微

发表《转扩！ 九大最新疫情谣言，

千万别被骗！ 》文章，对近期出现

最新疫情谣言进行了科学辟谣。

近日，在《人民日报》官微看

到科学辟谣， 澄清真相的信息。

诸如谣言：" 新冠病毒会在咽喉

滞留 4 天， 要喝盐水和醋来消

毒。 " 真相：截至目前，没有证据

表明， 新冠病毒会在咽喉停留 4

天，才进入肺部，目前有效的消

毒方式有医用 75%酒精、紫外线

以及含氯消毒剂等。

又诸如谣言：“新冠疫苗接

种开放网站预约，凭社保卡可领

疫情补贴。 ”真相：新冠疫苗接种

全民免费，将由医保基金和财政

共同负担，个人不承担疫苗的成

本和接种费用。 当前疾控部门不

会主动发出所谓的“预约短信”，

各地人社局并无办理疫情补贴

业务……

诸如此类通过朋友圈等个

人社交媒体发布虚假、编造等疫

情防控信息的事例有不少，其结

果都是扰乱公共秩序，必须受到

相应惩处。

疫情面前无小事， 疫情防控靠大家。 面对疫

情，最需要冷静与理性，进行科学应对，让不信谣、

不传谣成为社会共识。 疫情防控形势如此严峻，如

果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辟谣， 那是给防控工作添

堵， 也是对奋战在抗疫一线人员劳动的极大不尊

重。 在过去一年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我们积累了

不少科学、精准防疫的经验，已经处于有准备的状

态，但眼前又一次考验到来了，此时比任何时候都

更需要避免松懈与大意， 为了过一个祥和平安的

春节，进一步织密疫情防控网，已经刻不容缓。

相信每一个经历了 2020 年严峻形势的人应

该都深有体会，病毒侵害的是肌体，疫情防控无小

事，对每一个人都是一场考验。 在这个非常时期，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行动起来，积极响应号召，戴口

罩、勤洗手、测体温、常通风、不聚集，为抗击疫情

尽自己所能。 换一句话说，不添乱也是一种积极参

与，以切实有效的防控措施，坚决把新冠肺炎病毒

消灭在萌芽状态。

（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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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8

日

8

时

38

分 ， 在冶

炼厂熔炼车间电炉平台 ，火红的

铜水从铜口喷涌而出，现场传出

一片欢呼声，这是澳炉经过

5

天

的升温、造熔池后顺利产出新年

第一炉铜，标志着该厂澳炉第九

炉期生产正式拉开帷幕。

为确保起好步、 开好局 ，冶

炼厂精心组织扎实做好生产各

项准备工作，对重点设备设施进

行安全确认 ，一方面组织岗位职

工清理澳炉堰口 、放铜 、放渣区

域 。 另一方面消除安全环保隐

患，严格按照安全操作流程和工

艺流程进行现场试车 ，加强上下

游工序协调配合 ，确保生产环节

衔接紧密通畅 ，加强现场设备设

施巡检频次 ，全方位保障第九炉

期生产安全平稳运行。

（鲁方昆 邱超）

冶炼厂澳炉顺利产出新年第一炉铜

1

月

21

日， 在冶炼厂转炉车间办公楼现

场， 相关人员正在张贴该厂印发的最新疫情

防控宣传海报， 并向职工宣传疫情防控最新

知识，助力打好疫情“预防战”。

为了做好厂区疫情防控工作， 该厂始终

绷紧疫情防控弦，坚持科学有效防控。一方面

通过印制、发放、张贴最新疫情防控宣传海报

等方式，向职工宣传疫情防控知识，讲解权威

的防控方法。 同时，该厂利用《冶炼熔炉》微信

公众号，

LED

显示屏，工作微信群、

QQ

群等多

种途径， 宣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最新动态

和科学知识， 告知职工在厂区疫情防控常态

化期间注重个人防护，禁止人员聚集，让疫情

防控宣传深入到车间、班组、岗位中。 另一方

面，该厂加强科技防疫能力，在安装紫外线非

接触式测温设备的基础上， 引进了人脸测温

系统，安装在厂区入口、办公楼、食堂、澡堂等

区域出入口，实现人员快速测温，进一步提升

体温检测的效率和准确率， 为做好厂区疫情

防控工作提供了保障。

(

初易）

冶炼厂

多措并举打好疫情“预防战”

1 月 19 日， 新疆克州州长迪力夏提·

柯德尔汗率州政府相关领导及州级、县级

相关部门负责人到矿业分公司萨热克铜

矿调研。

会上，迪力夏提·柯德尔汗听取了该矿

主要领导关于履行社会责任、 生产经营、

安全生产、疫情防控、资源开发等情况，以

及生产经营面临的主要困难等工作汇报。

迪力夏提·柯德尔汗州长对矿山在维稳、

就业、脱贫、经济建设以及新疆疫情中所

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同时对矿山后续工作

提出三个方面建议：一是防疫。 按照自治

区 " 五统一 " 要求， 防疫工作还需严防死

守， 要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和稳岗工作需

要，鼓励职工春节期间留在矿山，巩固疫

情防控成果；二是稳定。 矿山离边境线很

近，要多与派出所、警务站等，对突发事件

进行联动演练， 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三

是安全生产。 春节将至，要加大安全生产

的风险管控，严防各类事故的发生，确保

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让广大职工

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春节。

迪力夏提·柯德尔汗州长要求， 州、县

政府、 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 要积极主

动地为企业做好服务工作， 针对企业的难

点问题，按照点对点，一企一方案的要求，

把各项工作做好， 为企业的经济发展创造

条件。

（郭林）

新疆克州州长

率队服务矿业分公司萨热克铜矿

1

月

15

日，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维修车

间开展以“防火防爆，防寒防冻，防误操作，

防小动物” 为主题的专项排查治理活动，确

保变电所冬季安全正常运行。

该车间开展的“四防”专项排查活动主

要是针对该矿所辖的四个变电所消防装置

及设备设施运行情况进行检查。 当天，由专

人组成的四个小组，分别按照制定好的检查

表，逐项进行排查，做好相关记录。 检查中针

对发现的防火封堵存在的异样情况、五防闭

锁装置存在的锁具生锈、卡涩、损坏、程序错

误等情况进行详实检查，并分类治理，对通

风孔洞破损的挡板、 防护网进行及时更换，

确保落实到位。 此次“四防”专项活动，对排

查中发现的隐患问题， 已全部进行整改处

理，保证了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艾静）

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维修车间

开展“四防”排查治理

机电修造公司：

2019

至

2020

年，机电修造公司奋力克服疫情、汛情及内部业务萎

缩的影响，举公司之力搏击于外部市场，先后承揽了大冶铁矿充填砂仓

制作安装项目、长沙飞翼深锥浓密机制作安装项目、云锡铜业稀贵熔炼

系统制作安装项目。 公司施工队伍的足迹先后越过尖林之山、踏过矿山

公园、远赴彩云之南，谱写出一曲曲奋斗之歌。公司项目管理在安全、质

量、交期、成本、效率、士气六个方面跃升新台阶。

安全：

突出现场安全 力推特色活动

机电修造公司的安全管理重点区域在施工

现场，安装工地往往环境复杂。 公司在现场安全

管理上进行了三个层级的管理： 一是公司指派

安全管理人员专项督导； 二是项目经理全面负

责；三是现场安全员全程监督。 安全管理全方位

的同时从四个方面着力：一

是精心编制施工安全方案；

二是现场隐患排查治理达

到零隐患；三是全程与甲方

安全管理部门共同促进；四

是现场营造安全氛围，推进

特色安全活动。

每班开工前，施工队伍

列队开展安全活动，一方面

进行当日工作安全交底；另

一方面检查员工安全着装、

精神状态。每日早晨的队容

队貌形成工地一道独特的

风景线。

质量：

落实过程管控

打造精品工程

过程管理是项目质量控制的途径， 特别是

关键过程的管控落实落地， 通过严格的质量过

程把关，以上项目均实现零返工，设备安装运行

正常，各项产能指标达标，实现与业主方双赢的

良好结局。 精品工程的打造为市场开拓奠定了

基础。

交期：

关注客户需求 提升服务意识

机电修造公司不断满足客户需求， 不断提

升顾客满意度，致力于中色大冶内部市场、外部

市场、非洲市场的服务质量。 工程项目具有任务

重、工期紧的特点，公司为满足客户需求，急用

户之所急，细化项目工序节点，科学制订甘特图

和网络进度图，分步控制实施进度，所有项目实

现了计划进度， 在同步施工的队伍中处于领先

地位，做到做一项业务，交一方朋友，留一处口

碑。

成本：

锁定项目预算 保障目标利润

项目投标前，首先项目组组长反复预算，精

准的预算既提高了中标概率， 又锁定了项目的

利润， 中标后组长实施的分项价格控制各子项

的成本，对采购的每一次物资，外委的每一项业

务，制造的每项支出，安装的费用额度进行精益

管控，所有项目均达到目标利润。

效率：

方案量身定制 全程专项负责

机电修造公司对

项目管理实施项目负

责制， 而这种项目负

责制不只是施工负

责， 而是在项目的投

标前就指定项目负责

人，并对投标准备、方

案制定、采购、制造实

施、安装组织、交工验

收以及贷款回笼、售

后服务全过程的负

责。 公司对每个项目

量身定制管理办法，明确组织架构、职能分工、

队伍建设、考核模式，所有项目实现了全程高效

运作，贷款及时收回，承包制考核按时兑现，项

目管理思路超前，指挥靠前，方案周全，极大地

提升了公司项目运行效率。

士气：

丰富文化活动 激发员工热情

上下同欲者胜。 为促进项目部上下拧成一

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公司的关怀无

时不体现在工地，现场传递正能量，项目群内倡

导团结向上文化，公司领导常下基层慰问鼓劲。

工地的领导及员工通过顺口溜式的小诗句来抒

发自己的热情，表达对劳动者的赞美，并制作音

乐相册、美篇等方式传播工地热火朝天的场景，

提振了施工队伍的士气。

近年来， 机电修造公司的项目管理虽然取

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项目

管理团队的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公司将总结成

绩、正视问题、持续改进，不断满足客户需求，不

断提升顾客满意度，致力于中色大冶内部市场、

外部市场、非洲市场的服务质量，为修造公司的

市场开拓再创佳绩。

（王平原 朱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