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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 月 6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安全环

保工作会后， 公司基层单位按照会议要

求， 迅速传达会议精神， 结合实际抓落

实，切实把安全环保工作抓早抓实，推动

公司安全环保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1 月 9 日， 矿业分公司召开 2021 年

安全环保工作会，听取该分公司 2021 年

安全环保工作报告，对 2020 年工作目标

考核结果进行通报，并现场表彰 2020 年

度安全环保先进暨“百日安全无事故”竞

赛活动先进集体和个人， 以及签订安全

环保责任书。 会议指出， 矿业分公司

2020 年安全环保工作成效明显，顺利实

现“一杜绝、五为零”安全目标和“一达

标、一为零”环保目标，各项指标均控制

在考核范围内， 这是该分公司组建以来

连续两年实现安全环保工作目标。 会议

强调， 安全环保工作只有起点， 没有终

点。 要认真贯彻落实公司 2021 年安全环

保工作会议精神， 充分总结过去一年安

全环保工作经验做法，并坚持问题导向，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

环保集中攻坚行动， 进一步夯实基础管

理、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源头治理、严格

过程管控，全面组织实施清洁生产，为矿

业板块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环保保障。

1 月 16 日， 冶炼厂召开 2021 年安全

环保工作会，总结了 2020 年安全环保工

作， 安排部署 2021 年安全环保重点工

作。 会上，传达了公司安全环保工作会议

精神，讲解了 2021 年度厂安全环保目标

管理考核方案，签订了 2021 年安全环保

绩效目标责任书，表彰了 2020 年安全环

保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会议要求各单

位一是提高政治站位， 真正从思想上重

视安全环保工作，牢固树立安全环保“底

线意识”和“红线意识”；二是加强现场反

“三违”、安全环保隐患查处力度，从根本

上消除安全环保隐患，促进管理提升；三

是加强职工安全环保知识学习， 建立长

效学习和常态化管控机制， 完善体系运

行，提高职工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

1 月 6 日， 设研公司召开 2021 年安

全环保工作会，全面总结 2020 年安全环

保工作， 表彰安全环保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 对 2021 年安全环保工作做出部

署。 会上，签订了 2021 年安全环保工作

目标责任书，做到 2021 年安环工作早安

排早部署、严把关严落实。 2021 年，设研

公司安环工作以“四个一”为抓手，确保

实现“四为零”。 即：主体责任“一锤定

音”，做好安全环保目标层层分解，确保

责任落实到人；制度体系“一体推进”，制

定培训、应急演练、危化品处置等标准化

操作流程，保证体系完备、过程标准；过

程管控“一贯到底”，加强细节把控，特别

对固废管理、关键设备、车辆交通、外包

工程进行监督， 确保安环实现全过程管

控；监督考核“一票否决”，树立“隐患就

是事故”理念，以“零容忍”的态度展开排

查，按照“三定四不推”和“分级管理”原

则，不折不扣做好安全整改及防范措施。

（秦霄 鲁方昆 刘欣杰）

公司基层单位抓早抓实

2021 年安全环保工作

吴庆华：坚守在搬砖现场的“守护神”

“慢点爬，注意安全！”1月 5日，凌晨两点多，在冶

炼厂澳炉炉内的砌筑现场， 将班里的每个人送上去

后，此时，熔炼车间电炉四班班长吴庆华，这才顺着扶

梯往上爬。

连续接到突击任务，都是在凌晨时分，吴庆华早

早从家里赶来，先烧好热水，写下安全记录，等到大家

都坐下，细心交代安全注意事项。遇到有急事没到的，

吴庆华在排班室等着，在规定的时间内，带着大家到

达检修现场。

“换着来，换着来。 ”从澳炉 7楼吊运下来的耐火

砖，平均一箱有七八十块，每块都是重达五六十斤。看

到有人气喘吁吁，吴庆华将人员分为两组，一组先上，

另一组休息。 在这样的调整下，短

短几分钟内，一箱耐火砖，很快全

部卸完，送到指定的区域。

在澳炉“打砖”，不仅要靠身上

的劲，更要会动脑，这样才能够配

合得上。“往前面走一点。”“顺着手

接砖。 ”第一次参加检修的新员工，

遇到不懂的， 吴庆华一面耐心讲

解，一面做好示范。 同时在检修现

场， 他常常带头用手扒开包装，搬

出砖、接到手、送到地，一系列连贯

的动作，既要保证能够配合“打砖”

的人， 又要让新员工能够看得明

白。 在吴庆华的引导下，新员工很

快就上手了， 实践中进行大胆尝

试，基本上都能够掌握要点。

炉内作业空间狭小，空气流通缓慢。 现场平台由

钢管、导轨、木板等材料搭建而成，只能围绕着进行施

工。碰到交接班，中间可以休息，但吴庆华一次没出去

过，长达 4个多小时，在炉内的搭建台上清砖。每次当

工友准备出去时，吴庆华站在起脚的地方，面对面再

三叮嘱，手里要扶好，脚下要踩稳，一定要注意安全。

澳炉炉内的砌筑工作， 从最开始 18米多高的深

度，到现在一层层往上递增，如今，离着出去的炉口很

近，但吴庆华每次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只有当大家都

上去后，我心里才感到踏实。 ”吴庆华非常坚定。

（邱超）

袁正刚：忙碌在电积系统的“领头羊”

“兄弟们，这段时间对于我们来说比较特殊，大

家一定要齐心协力动起来，跟上大部队的节奏啊！ ”

在冶炼厂电解车间电积岗位的检修动员会上， 电积

的“领头羊”袁正刚跟大伙儿打了个预防针。“年底了，

我们生产安全目标要实现，同时还有检修任务，我们

要用行动完成每一项目标，我们是生产者，也是检修

工！”班组的兄弟们听了袁正刚动“情”的话，顿时感觉

肩上有了责任。

检修不等人，作为电积系统，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这回的检修，是让设备设施恢复“元气”的绝佳机

会。 凭着袁正刚对电积系统的了解，电积低位槽罐该

清理了。 他安排当班人员提前把罐

内液转空，让槽罐“休息”一天。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袁正

刚要让他的兵动起来， 他必须得带

头动起来。低位槽罐清淤泥，需要准

备工具，现场安排好装淤泥的斗，他

提前进行了安排。 当他和大伙一起

打开低位槽罐， 里面残留的电积液

随着罐口的打开而流出来。 往罐内

望去，淤泥已经快要把罐口堵住，他

拿起铁锹， 一锹锹地把罐口的淤泥

铲出放在塑料桶里， 再由另一名同

事提到斗旁倒在斗内， 大伙儿看袁

正刚踏实肯干，心里很佩服。大家知

道这活儿是力气活，没等袁正刚说话，他们就开始了

接力赛，等到可以钻进罐内继续清淤泥时，大伙也是

轮番上阵，缓解因长时间同一个姿势同一个动作给身

体带来的不适。 在袁正刚的带领下，经过了四天的艰

苦奋战，终于将低位槽罐清理得干干净净。

检修在继续， 袁正刚仍然还在检修一线奋战，设

备设施维护离不开他， 管道阀门检查更换离不开他，

行车的检修配合离不开他，他不但自己“动”起来了，

还带着电积人一起“动”起来，成为电积系统最美的检

修人，带着电积人越过寒冬等待春暖花开。

（芳草）

安全生产要承诺，要重诺，更要践诺

近日，在媒体上看到一些交通、井下

事故的发生 ，在辞旧迎新之际 ，看到了

这些事故的分析 ，大家心中都留下了许

多遗憾和感慨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 。 近

日 ，设研公司全体干部职工签署了安全

环保责任承诺书 ，履行承诺 ，接受监督 ，

对自己负责 、对岗位负责 、对企业负责 。

这个承诺时刻提醒大家 ，把目标要求落

实到行动中。 而安全工作，要承诺，要重

诺，更要践诺。

首先，承诺，是把“仪式感”升华为

“责任感”。

新年头一个大会 ，就是安全

工作会 ；上岗前第一个学习 ，就是岗位

安全学习 。 有了安全 ，我们才能 “开好

局、起好步”。 “安全第一”早已是我们每

一个人的共识。 组织一场岗位安全的签

字仪式 ，大家在安全承诺书上郑重地签

下自己的名字 ， 表面上看是一场仪式 ，

实际上包含了企业每一份子对安全生产

的责任和义务， 树立的安全红线意识和

底线思维， 这样的仪式感， 让人铭记于

心，时刻不忘。

其次，重诺，是把“我要做”升华为

“必须做”。

对安全不重视 ，对安全隐患

不警醒， 迟早要由自己买单、 由企业买

单。 签订了承诺， 心中就多了一份沉甸

甸的责任。 在日常工作开始之前， 首先

着眼于安全， 有利于整体管理效率的提

高。 在安全工作中，面对“硬骨头”，就要

拿出 “不破楼兰终不还 ”的勇气和决心 ，

面对关键环节， 就要思考制定出针对性

强的 、立竿见影的措施 ，面对工作短板 ，

就要敢于动真碰硬， 严格考核， 确保整

改落实到位， 用铁一样的纪律来维护自

己的安全承诺。

第三，践诺，是把“心中愿”升华为

“脚下路”。

安全工作的责任担当 ，是企

业每一份子必备的基本素质。 既然作出

了承诺 ，那么 “说到就要做到 ”。 大家要

始终围绕安全责任落实，坚持严抓严管，

坚持以上率下，坚持责任到人，把承诺一

字一句践行到岗位中的一天又一天里 ，

用实际行动维护企业安全生产， 推动管

理提档升级 。 把安全主战场前移到一

线 、到岗位 ，抓基层打基础 ，扎实推进各

项安全制度落地见效。

总之， 许下安全承诺， 重视安全承

诺， 践行安全承诺， 我们每一个人的责

任，也是企业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

（李甲）

工间琐谈

在冶炼厂稀贵车间检修现场，总能看到一个蓝色

的身影在每一个检修项目中来回穿行，时而指导施工

队安全作业，时而指出作业人员的违章行为。 他就是

黄智，稀贵车间安全员，为车间外委施工安全行为保

驾护航的人。

每天早上 7点半，黄智便出现在办公室，将外委

施工单位安全培训的材料和需要开具的各种作业票

据准备好。 待施工人员来后，他第一时间做好安全培

训，宣贯安全知识，并细心地开好相关作业票据，存档

保留。 做好这些后，他便马不停蹄地走进现

场，在各个检修点巡检，对现场作业的违规、

违章行为进行监管。

有一次，黄智在巡检过程中发现，外委

施工队在进行回收系统液碱管道焊补更换

检修项目的时候，作业人员坐在槽罐上作业

未做防护措施。 他及时叫停施工，并批评施

工队负责人疏于对高空作业人员的安全监

管。 他要求作业人员立即系好安全带，将安

全带悬挂在棚顶上，才能继续作业。 看到作

业人员做好这些后，他才安心继续巡检。

在粗炼系统分金分银反应釜钛焊的作

业过程中， 外委施工人员在反应釜内作业，

外委监护人员使用临时照明工具为其照明。

黄智在巡检过程中发现施工队搭设的照明

工具仅仅使用两根电线插入移动卷线盘来

供电，这属于严重的违章行为，存在一定的

安全隐患。 他立刻上前叫停施工，并要求外

委监护人员使用安全插头，避免安全隐患。

自检修开始后，黄智便放弃了休假，每天扎根在

现场。 寒潮来袭的时候，职工心疼他，“小黄，去排班室

坐坐暖和一下。 ”可他却说道：“我多走走就不冷了。 ”

每天下午，他都要等到外委作业人员全部离开现场后

才下班，他说：“这样才安心。 ”他用自己穿行的脚步为

车间的外委施工安全织了一张密密的网，为车间检修

的顺利完成做出贡献。

（王琴）

黄智：穿行在检修现场的“蓝工装”

“考得不错，你们的安全考试过关通

过了！ ”1 月 24 日，在冶炼厂电解车间用

电设备检测现场，一场特殊的安全考试，

让现场一下热闹起来。 故事还是得从头

说起。

“马上就要安全生产知识考试了。 ”

“是啊，这次班长不划考试范围，不确定

考试形式，不知道要考些什么呢？ ”自从

接到班长通知说下周车间将会进行一次

安全考试，检验开车生产后，人员安全操

作技能。 岗位班组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

来，很多人都拿起了复习资料，生怕自己

考不好，被班组公布在小黑板上。

上午，维修班班长朱广顺对正在埋头

复习的雍年宝和张雷说：“我们今天去检

查检查用电设备运转情况，并调试可控硅

参数。 ”没时间多想，心里急着想早点完成

任务，他们三步并作两步，

来到大板 1 系配电变压器

值班室。 雍年宝开始一一

查看验电器合格证、 警示

器、手柄，当一切检查完毕后，便带上绝缘

手套开始验电。

“班长，这验电器的手柄太短，触碰不

到顶端的开关，没法验电啊。 ”雍年宝检查

短接开关时， 试了几次都碰不到。“小问

题，随便找根棍子接上就行。 ”朱广顺轻描

淡写地说。“那哪行，我们回班组取长的绝

缘杆吧。 ”“来来回回多麻烦， 我们试试

吧。 ”朱广顺说。“班长，你这是违章指挥

啊，我不干！ ”雍年宝坚持要回班组拿绝缘

杆，“没有合规的验电器，我们不能进行调

试作业。 ”

“张雷，你上！你个子高，跳起来就能

搭上开关。”朱广顺转身对身边监护的张

雷道。“班长，雍年宝说得没说错，这样乱

接验电器会有安全隐患啊！ 我也不干。 ”

张雷也有些不解地说。“你们今天是怎么

了，对我还不信任吗？还是我来吧！”话音

未落， 朱广顺拿起身边的管子就要接验

电器。

“班长， 不能使用不安全的工器具，

这是车间岗位安规的规定。”张雷着急地

喊着。 朱广顺没有说话，盯着他们俩，周

围很安静，静得能听到他俩“呼哧呼哧”

地喘着粗气。沉默几秒钟，朱广顺“噗嗤”

一下笑出了声，“恭喜， 你们的安全考试

全部通过了！ ”“考试？ 啊，我明白了，你

这是在考我们！ ”两人一拍脑门，恍然大

悟。原来，这是车间为了加强员工的安全

意识， 特意让班长不定期地对员工进行

抽查考试，这就是考试的一部分。

朱广顺笑着说道：“看来你们已经把

岗位规章记在心里用在实践，其实合规的

验电器我也带来了，就在工具包里。 开始

干活吧！ ”“只有坚守岗位红线，不触碰安

全底线，懂安全、会安全，确保了装置安全

高效运行，才能在新一年对标攻坚中挖出

更多的生产潜能。 ”在“现场小考场”的结

尾，班长又一次勉励大伙说。

（晨曦）

安全考试过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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