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绿山矿井下安全检查。

公司“三会”胜利召开，擘画了新一年发展蓝图，吹响了奋进的号角。

矿业分公司按照公司绘制的 “施工图 ”，树立 “一盘棋 ”思想 ，紧盯 “管理先进 、技术雄

厚、效益领先”这一目标，做实分公司总部和各矿山车间“两头”，落实“六大行动”。

——— 矿业分公司落实公司“三会”精神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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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山矿：精心组织提产量

完成分公司全年产量任务，铜绿山矿至关

重要。 生产经营部相关人员直管铜绿山生产

组织，紧紧围绕产量目标，精心安排年度计划

和月滚动计划。

受春节停产、民工返乡和设备维修等因素

综合影响，节后铜绿山井下台钻数不足，影响

生产。 生产经营部、铜绿山坑采车间督促返乡

人员返岗，加强台钻管理，加强台钻形象进度

过程考核， 目前井下台钻总量达到形象进度

要求。 抓好生产组织计划排布，通过明确采场

采、供、充时间节点，严格考核，提高采场生产

效率，加大采场形象进度管控力度。 对影响流

程运行、 上下工序制约流程效率的现象严格

实施过程考核，持续坚持“零故障”管理，落实

“四级点检”，提高设备维修及时性。 铜绿山坑

采车间加大中深孔采矿力度，一天两次爆破、

备矿， 该车间主任亲自挑选人员全力支持配

合，技术主任跟班。在 -545 中段 5513、5535 等

采场，该车间台车班值班长肖成林、支部书记

邹坚，倒排进度，分班跟踪，连续多日坚守现

场，保证中深孔采矿正常爆破。

钻机、铲运机和矿车，在铜绿山井下奏出

安全生产的乐章。

丰山铜矿：齐心协力抓安全

节后是安全管理的一道重要关口。丰山铜

矿将安全作为“天字第一号”工程抓细抓牢，

从车间到班组，人人如履薄冰，小心谨慎。

3 月 10 日，在丰山铜矿 24 米浓密机施工改

造现场， 综合车间机制班起重工方河国指挥起

吊作业时在检查起吊物体时， 发现浓密机桥架

上有一块钢板连接影响起吊安全， 立即叫停起

吊作业。 浓密机庞大，更换改造地理环境复杂，

维修人员少，维修安装精度质量高，给安全工作

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该车间提前作好准备，春节

后加强职工安全教育培训， 组织职工加强安全

操作规程学习， 尤其是浓密机改造施工方案学

习培训。 作业现场，该车间主任亲自挂帅带班，

监督安全文明检修，协调指导检修工作。 浓密池

在山坡上，路况狭窄不便利，一些工具设施杂物

都要靠人工搬运。 该车间职工发扬团结奋斗精

神，无论是拆除浓密机桥架，还是进料口，大家

齐心协力， 相互配合， 有条不紊地推动各项工

作。人心齐，泰山移。维修工吴勇华开启割枪，割

掉了浓密机桥架钢板连接螺杆， 一名维修工拉

动起吊设施，桥架动了。 众人合力，桥架安全转

运出来。

心有安全，24米浓密机施工改造有条不紊。

铜山口矿：融入中心强党建

铜山口矿坚持党建引领，各党支部融入中

心，立足实际助力生产经营。

铜山口矿坑采车间党支部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 落实井下采场管理人员和党员区

域包保管理制度，每人负责一片区域，全面推

进井下现场标准化。 为确保井下现场作业安

全确认， 该车间党支部增加管理人员下井频

次，车间班子成员每周义务值班一天，加强现

场管理，将设备管理目标分解到各维修小组，

党员干部挂帅， 认真组织开展车间每月设备

大检查活动。 坚持设备日检、周检、月检，及时

发现、整改问题，消除设备隐患，保持设备的

良好状态。 选矿车间党支部着力提高党员职

工的设备管理水平，3 月 1 日， 邀请专业技术

人员现场授课，结合 5064 球磨机传动部分相

关技术要求， 对其大齿圈的相关数据进行抽

样检测，完善相关技术参数。 铜山口矿各党支

部还开展区域环境整治， 针对自身现场安全

管理、周边环境，以及后期发展规划，对采场

运输主干道花池及周边沿线空置场地进行环

境整治，持续巩固绿色矿山建设。

铜山口矿“两手抓、两手硬”，党建为生产

经营提供了强大引擎。

萨热克铜矿：争分夺秒修设备

设备状况直接影响着生产。萨热克铜矿复

产后， 该矿采掘车间着力抓设备维护保养和

检修。

该车间为确保设备的高效运转，在增加维

修力量的同时， 还请维修技师和沃尔沃铰卡

驻矿技师，给设备操作人员上课，讲解各种机

器设备的保养和简单维修要点， 进一步提高

操作人员自主排除小故障的能力。 3 月 7 日，

由于新疆防疫管控， 空压机厂家维修人员不

能按时到矿山， 该车间技术人员为了不耽搁

生产，便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在对 5 台空压机

设备进行故障排查时， 发现其中一个空压机

不能正常工作， 故障原因在于配电柜部分电

子元器件烧毁。 他们便从几台废旧的配电柜

里拆下好的元器件，重新安装好后，又对另外

几台空压机的配电线路、排气温度过高、进气

阀喷油、DSC 通讯等故障进行了处理。 为确保

井下作业尽快恢复正常，他们顾不上休息，连

午饭都是车间派人送到空压机房解决。 经过

十几个小时的抢修，终于在晚上 10 点钟前，将

5 台空压机全部修好，满足了井下作业的供风

需求，井下作业全面恢复正常。

设备一响，黄金万两。 在职工听来，机器

的轰鸣声无比悦耳。

做实矿业板块，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们

干劲十足。“十四五”新征程，奋蹄向前！

（矿业宣）

风劲帆满图新志 砥砺奋进正当时

铜山口矿加强设备管理。

丰山铜矿选矿职工检修分级机。 萨热克铜矿技术员组装配电柜。

矿业分公司

开展安全专题警示教育

3�

月

8

日， 矿业分公司领导班子及中层

管理人员奔赴各挂点班组， 参加安全专题警

示教育，和职工一起学案例、讲教训、谈感想。

此次安全专题警示教育是安全警示教

育月 “五个一 ”中的重要内容 ，即 ：开展专题

研讨、警示教育会，结合“笏山金矿案例 ”“防

范非煤矿山典型事故措施 ”“回顾矿山重大

生产安全事故 ”， 查找身边是否存在类似的

问题。 当日一早 ，该分公司领导班子及中层

管理人员分别来到各自的挂点班组 ，与职工

共同学习 《山东烟台两起事故分析 》及与班

组相关事故案例。

学习结束后 ，挂点人员与职工一起开展

事故案例分析。 该分公司主要负责人在挂点

的铜绿山选矿生产一班指出 ，要牢记血的教

训，做好现场安全确认 ，穿戴好防护用品 ，抓

好横联竖保 ，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

标准 ；分公司党委负责人在挂点的铜绿山综

合车间副井卷扬组要求职工增强责任心 ，做

到 “四不伤害 ”；分公司纪委 、工会负责人在

挂点班组铜绿山坑采车间台车班大炮组要

求抓好民爆管理不懈怠。 （梅晓艳）

黄石市应急管理局

到冶炼厂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为确保全国两会期间黄石市安全形势持

续稳定，

3

月

9

日， 市应急管理局深入冶炼厂

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检查组检查了冶炼厂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情况，危险化学品生产情况，安全预案、消

防设施、器材配置情况和特种设备设施使用情

况等。在对危险化学品重点生产岗位声光报警

装置 、液位联锁 、特种设备的检测等进行了重

点检查，专家们对检查出的问题进行了面对面

交流，要求限期整改，消除隐患。

检查组强调，一要提高站位，认清形势。提

高思想认识 ，绷紧安全弦 ，清醒认识到做好全

国两会期间安全防范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

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二要警钟长鸣，防患未然。

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措施、更大的力度，履职

尽责、积极作为，狠抓落实。 三要督导检查，筑

牢防线。立即行动起来，强化研判分析、强化督

导检查 、强化监管执法 ，精准施策 、高效防范 ，

为全国两会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吕翔 张建辉 黄琨）

弘盛公司

对新入职大学生进行转正考核

3

月

5

日 ， 弘盛公司对

193

名新入职

大学生进行试用期转正考核。

本次考核坚持公平 、 公正的原则 ，突

出考核重点 ，注重考核实效 ，根据不同专

业 、岗位设置了不同的考核内容 ，就新入

职大学生在试用期间的工作实践 、专业理

论学习 、 适应能力等情况进行综合考评 ，

为该公司进行新员工转正定级提供依据。

该公司下一步将继续结合新入职大学

生的工作实际 ，进一步完善新入职大学生

培训评价模式 ，优化培训方案 ，为新入职

大学生搭建职业发展平台 ，不断激发新入

职大学生学习新知识 、 新技能的动力 ，提

升新入职大学生综合能力 ， 为

40

万吨项

目顺利投产提供人才保障。 （杜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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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间琐谈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也是全面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第一年。

这一年，公司面临的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提质增效

任务更加艰巨，改革发展机遇更加凸显。 形势任务教育

作为企业应对市场变化，提振职工士气，推动企业和谐

发展的重要抓手，显得尤为重要。 如何开展形势任务教

育，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凝聚合力？ 笔者认为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

首先，增强形势任务教育的针对性。 公司上下要利

用各种会议以及《大冶有色报》、“中色大冶”微信公众

号、《有色电视新闻》等媒体和宣传阵地，向广大干部职

工宣传当前有色金属行业形势和企业严峻的生产经营

形势， 积极分析导致这些困难和挑战的深层次原因，强

化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

中开新局。 教育引导大家增强危机感、 紧迫感和责任

感，做好过紧日子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与企业同呼

吸、共患难、心连心，全力以赴投入生产经营和各项工

作中。

其次，增强形势任务教育的系统性。 为进一步统一

思想、 统一行动， 团结动员广大干部职工稳中求进、务

实重行，全力以赴推进提质增效攻坚，公司有关部门在

“中色大冶”微信公众号开展主题为“学精神、见行动、

创佳绩”形势任务有奖竞答活动，竞答内容包括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

次全会精神，中国有色集团、公司“三会”精神及有关领

导讲话内容， 还编写了《公司 2021 年形势任务教育读

本》，微信公众号开辟了“形势任务‘云课堂’天天讲”栏

目，在公司大屏滚动播出形势任务教育宣传标语……公

司上下充分发挥媒体“内鼓士气、外扬名气”的作用，结

合实际进行具体化， 引导广大干部职工进一步知形势、

明任务、顾大局。

最后，增强形势任务教育的渗透性。 2 月 19 日至 20

日，公司“三会”召开后，公司领导要求公司各单位、部

室加强“三会”精神的学习宣贯，将公司“三会”精神融

入公司改革发展和生产经营中。 公司各单位将传达好、

学习好、宣传好公司“三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任务，

主动作为、扎实部署、精准发力，将“三会”精神落实到

具体行动中。 连日来，冶炼厂、矿业分公司、物流公司等

单位领导班子成员通过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基层党组

织通过“三会一课”等方式，学习传达公司“三会”精神，

确保会议精神层层传达， 覆盖到每一名党员干部职工，

营造浓厚干事氛围， 为实现全年生产经营目标打牢基

础。 公司上下应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 让形势任务教

育“入脑入心”，并贯穿全年，更好地发挥正确的舆论引

导作用。

（芬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