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 新 闻
2015年 4月 16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窦 华

稀贵金属分公司十分注重治安综合治理宣传，通过多种载体、多种形式宣传法律法规以及安全保卫制度、厂规厂纪，
提高职工遵章守法意识，取得良好效果。该公司多次获得铜陵市和集团公司“治安综合管理先进单位”称号，实现了“发案
少、秩序好、职工满意、组织放心”的良好治安管理局面。图为员工驻足观看近日举办的综治板报宣传内容。 章 庆 摄

铜冠建安公司沙溪铜矿主工艺项目部施工人员正在开展精矿脱水项目桩基
施工。为加快沙溪铜矿建设步伐，作为项目总承包的铜冠建安公司不仅在现场项
目总指挥部，还设立了主工艺、总图和设备安装等 3 个施工项目部，积极开展交叉
同步作业。其中，工艺项目部在前期承担着从副井井口到循环水池一线的一系列
土建子项的施工，仅目前正在同时施工的除精矿脱水车间外，还有提升机房、粉矿
仓、磨浮车间等，土建施工正紧张有序推进。 王红平 陈玖生 摄

日前，铜山矿业公司员工正在对半自磨机筒体衬板进行大幅度更换。今年，该
公司加大设备现场隐患排查整治和维护保养力度，提高设备开机率。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张霞 摄

35 年一直从事矿山职工浴室及
锅炉后勤服务，连续 10 年未安心休
息过一天，他就是章子荣———铜山矿
业公司后勤管理科一名普普通通的职
工，他将青春与年华默默奉献在矿山
的后勤工作岗位上，精心呵护着矿山
后勤服务与生产。

4 月 6 日上午，笔者一行路过该
矿业公司生产综合楼，只见一位年届 5
旬的中年汉子，正认真细致地打扫清
洗职工更衣室至新付井段尘土，随即
便产生同他谈谈综合楼运行一年来的

后勤维护管理工作，他听闻后只是微笑
地答道：“这是我应该做的。”说话的同
时却没有放下手中的扫把和水管，仍然
忙着干着手中的活，直至候罐室、更衣室
通道、楼梯扶手、浴室、厕所、垃圾筒等卫
生设施彻底清理，才答应我们的 “请
求”。

“我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已经有 30
多年了，也不会啥技术，过去使用的是
燃煤蒸气锅炉，现在新矿山建设不论
是环境、设施配套都发生了质的转变，
作为一名党员，我应该为矿山生产尽
一份自己的责任，替职工服务出一份
自己的力量。”去年初，随着该矿新井
投入生产，为尽快改善并提高职工后
勤环境，同年 5 月该公司新落成的综
合楼一并投入运用，考虑涉及三班制

工作生产人员多，当时该公司特地将
部分生产富余人员安排到岗协助服务
生产，然而末过数月他们都渐渐地离
开这个枯燥的岗位，从此章子荣一人
便挑起了整栋楼的卫生清扫、消防值
班、花草苗圃灌浇养护等工作，并让爱
人帮助收理日常职工工作服洗涤发
放。为保障生产职工梳洗便利，加强水
电资源的有效利用，他不分白天昼夜
24 小时守候在班中，夜晚那间派班室
灯末灭他帮助熄灭，哪位职工更衣柜
出了问题他及时修复，其他职工拾到
的钥匙等物品，也纷纷交他处帮助寻
找保管，并且他还主动义务地担负起
职工衣扣缝补。去年，该综合楼新安装
了两台 XGQ-50FD 洗衣机和烘干机，
彻底解决了职工长期班中工作服洗涤

难的大难题。为防止机械设备损伤，他
总是温馨提醒他们，勿将金属物等遗
留口袋中，对那些含砂多的衣物，他总
是经常亲手除去砂尘。去冬今舂，该处
7 台空气源组机由于厂家调试不到位，
他在每日查寻电度表时发现日或周的
用电量，同以往有较大出入，他及时信
息告诉厂家，随即厂方来人进行处理，
堵上了能源省耗的一大漏洞。因此，他
每天工作时间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
甚至连一线三班制职工都关切地问：
“老章，你那是辗转不停的球磨机呀，
就没的闲”……

辛勤的耕耘呵护，为矿山生产建设
注入了动力，也为生产一线职工带来便
利。去年，他被矿业公司授予“生产标
兵”光荣称号。 吴 健 程中喜

在平凡中彰显本色
———记铜山矿业公司生产标兵章子荣

金威铜业公司熔铸工作是一个整
天和高温、高风险打交道的艰苦岗位，
即使是在严寒的冬天，工人们也是一身
汗。身为组长的张忠林，坚持生产与安
全两手抓，带领一班人圆满完成各项任
务。

张忠林 2006 年经招聘进入该公
司后一直从事熔铸工作。此前，他在冶
炼厂工作。面对转岗和新的工作环境，

凭着自己勤奋好学的精神，他在短短
的几个月里便学会了熔炼与铸造的
操作规程与技巧，很快胜任了本职工
作。由于工作出色，他被熔铸分厂聘
为黄铜炉班组长。

工作中，张忠林视安全为天。熔铸
工作整天和高温铜水打交道，易发生
烫伤、碰伤等伤害事故。张忠林坚持
每天派班做到班前讲安全，班中检查

安全，班后总结安全。他及时查找隐患，
将隐患消除在萌芽之中。结合公司开展
“百日安全无事故活动”，张忠林带头
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同时要求全体组员
必须严格执行公司和分厂制定的各项
规章制度。

张忠林注重加强设备管理。他严格
坚持完善设备巡检与维护、保养制度。
工作中，他认真查找安全隐患，一经发

现立即汇报，并积极配合班长和分厂消
除隐患。在张忠林看来，设备是企业利益
的根本保证，是安全生产基础条件的最
重要因素，是保证公司和员工根本利益
的关键要素。因此，他认为加强对炉组的
巡视与检查尤为重要。为此，他每天在设
备开机前、运行中、停机后做好设备的点
检工作，保障设备安全平稳运行，同时要
求全体组员严格遵守执行黄铜熔铸安全
操作规程。他还加强对组员的培训，让组
员熟悉、了解和掌握黄铜炉的设备、危险
点及应急预防、应对措施，以保障设备的
安全有效运行。在他的带领下，该班实现
了安全生产。

朱莉 齐宏明

熔铸炉前的安全卫士
———记金威铜业公司安环先进个人张忠林

“以前，采场调换充填管道，就跟
‘翻山越岭’似的。现在，通过优化管
道线路设计，合理布置充填支管与对
应充填采场之间的管线走向，每调换
一处管道，只需二十几分钟就能解决
问题。”“这种优化设计，使管道系统
对不同位置的充填采场起到‘辐射’
作用，各处的充填采场与充填管道变

得更加灵活机动了，采场调换管道也
更加省时省力。”4 月 10 中班，冬瓜
山铜矿充填区井下维修工阮学军和工
友小周在负 730 米中段调装充填采
场管道时，对新改进的管道线路带来
的好处，赞叹不已。

负 730 米中段 57 线有三处充填采
场，主充填管道是从 59 线斜坡道穿绕至
充填放砂口。随着采场充填进度不断推
进，已有两处采场相继进入结顶充填阶
段。采场在接顶充填过程中，需要间隔挤
压充填，维修班长李为怀介绍说：“‘间
隔’ 充填，就是每隔一个班次充填一
次。”为了不让管道也受到“间隔”，维修

班组需要把穿绕在斜坡道的数十根充填
支管拆装至别处采场继续充填。等到下
一班次充填接顶采场时，再将管道恢复
原位。这样一反一复，既费时又费力。

不仅负 730 米中段如此，其他中段
也存在类似情况。这并非是系统管道设
计上的缺陷，而是由于井下生产次序和
交叉作业等因素，决定了主充填管道的
线路“定位”。既然主管道的位置不能
改变，那么，采场间的分支管道线路能
否优化呢？为了寻求充填支管与对应采
场能够无“缝”对接，充填区对各采场
的管道线路走向与对应采场位置进行
逐一梳理，最大限度优化充填支管线路

设计，优先考虑采场在不同充填时期的
管道调装分支点，确保每一套系统管道
能够覆盖周边区域采场充填，使主管道
系统由过去的“一对一”充填模式，变
为现在的多采场“捆绑”式充填法，让
管道在各采场间产生“辐射源”效应。李
为怀班长介绍：“这种管道‘辐射源’效
应的最大好处，就是缩短了管道调装路
径，过去调装斜坡道管道至少需要五六
个小时。今天，我们只花了二十几分钟就
结束战斗。”

管道“辐射源”使采场充填产量屡
屡刷新。今年 3 月份，充填区采场充填
完成 159728 立方米，超计划 133.11%。
一季度，全区共完成采场充填 443769
立方米，超计划 25%，一举实现首季开
门红，而且比去年同期多完成 85000 立
方米。 汪为琳

千米井下的管道“辐射”源

本报讯 作为一个数百名员工的
老矿，一个季度能查处隐患 20 多起，
作为井下连续实现安全生产 28 周年
的老矿山，黄山岭铅锌矿的“秘诀”就
是用“心”在抓安全。

完善制度，强化措施，“苛刻之心”
严防安全“纰漏”。年初开始，这个矿就
开始强化安全管理制度和标准化建设，
确保安全管理制度化、程序化。将安全
目标层层分解，落实责任主体。接着该
矿又完善了《安全奖惩实施细则》、《班
组长安全绩效考核办法》、《中层管理
人员目标责任书》、《安全生产责任制》
等安全绩效考核和奖惩制度，加大了对
违章违纪、安全事故的处罚力度；通过
开展岗位安全危险有害因素辨识与控
制措施制定活动，持续修订完善安全操
作规程，提升职工安全防范技能。

培训在先，查处随行，“惩戒之
心”让安全意识牢固。年初，这个矿安
全职能部门便利用空挡时间来开展全
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班组长、安全员
安全培训、各类专项培训、委外培训，
至今已经开展了 100 多人次。1 月份
又对新入矿职工、转岗职工、“三违”
职工实施安全教育，严格按照规定进
行教育后上岗作业。“你会什么，不会
什么，在培训中都可以坦诚说出来，矿
里也会根据你的岗位所需，适时调整
好培训的细节内容，而不是笼统地一
‘培’了事。”矿安全科有关人士介
绍，该矿培训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
“个性化”。

培训了，合格了，还有违章违纪
的，那便只有“惩戒”。在这一理念下，
今年在例行综合大检查 3 次后，针对
发现的安全隐患和文明生产不达标现
象，矿里开展了严肃查处。不管是井下
检查，还是地面专项检查，只要发现安
全隐患和文明生产不达标现象，立即
就地整改。

“思虑之心”促进了这个矿安全
实现长治久安。和其他企业不同的是，
这个矿虽然地处偏远，但“活跃安全
文化”始终是这个矿在安全建设上的
一个重要活动。最显著的是，这个矿每
年都要举办 “职工季度安全大比武”
活动。同时把外来务工人员也纳入安
全文化建设的范畴，使在“管”的同
时，更多的“寓管于乐”。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程虹

黄山岭铅锌矿用“心”抓安全

本报讯 4 月 9 日下午，金冠铜
业分公司硫酸车间工艺工程师胡生
杰受邀为该公司分析化验中心讲解
硫酸工艺知识。从制酸系统和废酸废
水处理系统的工艺流程和技术，再到
硫酸生产系统中关注的分析项目和
关键数据指标范围的讲解，该中心化
验员工对于硫酸工艺有了更进一步
的了解。

“车间工艺的培训是我们今年新
增加的培训项目，希望通过这种对接
一线生产的培训，增长化验员工的专
业知识，拓宽眼界，使化验员工深刻
了解到每个化验数据对生产的重要
性，在分析处理样品、判断异常数据
时更加敏感。”该中心负责人介绍说。
每年年初，该中心都针对性的部署安
排了全年的培训计划，今年，有包括
应急预案培训、基础理论培训、仪器

培训、生产工以培训在内的涉及安全环
保、生产技术、专业管理类多达十几项
的培训贯穿全年。坚持内培与外培相结
合的方式，该中心的培训涵盖每一个岗
位、每一名员工。得益于这些分门别类
的培训，该中心员工自身素质提高的同
时，专业知识不断积累，中心去年顺利
完成了该公司六大车间各类生产控制
样品、生产原 / 辅料、出厂产成品、环境
监测类样品及各类科研试验类样品的
检测工作，完成分析样品多达 60943
只，报出各类分析化验数据 284292 个，
与 2013 年相比，分析样品量增加了
12.66%，分析 化验数据量 增 加了
28.59%。也正是尝到了这种甜头，该中
心今年的培训新增了车间生产工艺，熔
炼、硫酸、电解、动力、渣选工艺流程、基
本原理的培训将进一步增长该中心员
工的专业知识。 傅大伟 刘萍

金冠铜业分公司分析化验中心
在强化培训中提升员工专业素养

本报讯 一季度，凤凰山矿业公司
共完成铜量 521 吨，硫精砂 8200 吨，
铁精砂 8800 吨，均超额完成计划任
务，实现首季生产开门红。

今年以来，该公司以“抓循环、促
供矿、保安全”为目标进行生产组织，
克服 2月份春节放假以及冬季气温低，
生产设备设施容易出现故障等不利因
素，适时开展以 “全员绩效强管理、挖
潜降耗保安环”为主题的劳动竞赛，充
分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一季度，
该公司主要以坑下负 440 米中段供
矿为主线，通过加强采场探、采、出、
充循环衔接工作，确保生产衔接有序
进行。坑采车间在按计划要求抓好采
场循环工作同时，突出重点采场，严
格控制好各作业点的贫化和损失率
的管理，减少废石混入溜井，同时加
大采场探边扫盲工作，做到探、采有
序衔接，减少矿产资源的损失。工程
车间在做好负 440 米中段北风井吊
罐天井和北风井回风巷道，组织好废

石提升的同时，强化了对负 440 米中
段罐笼运提矿工作管理，确保坑采车
间重点采场矿石的运提。根据尾砂生
产和储存情况，以采场循环充填为重
点，组织好充填工作，确保采充平衡。
为防止选矿指标非正常性波动，选矿
车间加强岗位责任管理，及时调整技
术性操作，确保选矿技术指标达到或
超过计划要求。

在确保生产任务完成的同时，该
公司还持续做好安全工作，持续开展
反“三违”活动，强化日常安全检查，
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安全生产中
的突出问题、薄弱环节，重点是提升运
输设备及爆破器材、坑下通风防尘等
工作。同时针对季节性特点，在做好安
全生产及冬季“四防”和环保工作的
基础上，强化系统设备管理，做好设
备、设施的正常运转工作，确保各大系
统的正常、可靠运行，从而保障了一季
度各项生产任务的超额完成。

王松林 段青

凤凰山矿业公司实现首季开门红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退休干
部原公司质量计量管理处副处长房
厚禄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5
年 4 月 14 日 5 时 50 分在铜陵市
立医院逝世，享年 79岁。

房厚禄同志系安徽省枞阳县人，
1936 年 4 月出生，1961 年 10 月参
加工作，1966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生前历任铜山矿打眼放炮工，凤
凰山铜矿生产技术科采矿技术员，采
矿三区、四区区长、支部书记，技术监
督科副科长、科长，质量计量管理科
科长，铜陵有色公司安全环保处副处

长，质量计量管理处副处长，1998 年
4月退休。

房厚禄同志热爱中国共产党，
热爱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
恳，任劳任怨，具有高度的革命事业
心和责任感，积极支持铜陵有色的
建设和发展，为铜陵有色的建设和
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房厚禄同志的遗体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 8 时 20 分在铜陵市殡仪
馆火化。

铜陵有色公司老干部部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房厚禄同志逝世

本报讯 铜冠物流公司坚持以强
化优质服务、提高工作质效为重点，以
分类引导、加强教育和监督考核为手
段，增强机关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不
断提高创新能力和工作效率，更好地
发挥机关服务、指导、协调基层的职能
作用。

该公司在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中，
通过建立限时办结、办事公开等五项
目规定，把规范管理，争创一流工作业
绩作为机关作风建设的核心，把客户
单位和上级领导以及职工群众是否满
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志。

落实限时办结制。对事关客户单
位和基层生产经营及职工切实利益，
须由机关部门办理的事项，有时间要
求的应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并回复，没
有明确时间要求的一般应在 7 个工
作日内回复；批示批办件应于 24 小

时内送达，并按照事事有着落、件件有
回音和急事急办、能快则快的原则，积
极承办落实。

推行办事公开制。对可以公开的
事项、有关制度和文件等，一律通过内
网局域网进行公开，以方便基层和职
工了解政策；逐步简化机关办事程序
和环节，坚持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对
服务对象不允许以不清楚、不知道等
理由进行搪塞推诿。

推广首问责任制。要求机关部门
首位接听客户或基层单位及职工群众
来电或接待来访、办事的，应热情接待、
文明用语，做好服务，耐心地向服务对
象问明事由，明确答复或办理，或引导
至有关人员或职能部门接洽办理。

实行一次性告知制。对客户单位
或基层单位、职工群众的办事请求，承
办人应一次性告知所办事项的全部办

理程序、依据、时限及应具备的全部资料
和注意事项，并热情引导和帮助完备，不
得让当事人无故多次往返。

建立督查工作网络。对机关各部门
明确一名兼职督查人员，具体负责本部
门贯彻落实上级有关会议部署、各项重
点工作、工作目标分解任务的落实以及
完成情况的督查，责任到人，动态管理，
对没有按时按质完成的要及时督促整
改，提高办事效率。

该公司为推动机关作风建设工作
常态化、长效化，成立了机关作风建设工
作小组，将不定期组织基层职工代表围
绕机关部门执行力和服务水平等方面开
展督查和评议，并及时指出存在的问题，
提出整改意见和措施，对在优质服务工
作中涌现的先进典型和好的经验予以表
彰和推广，确保机关各项工作任务的落
实和完成。 王树强

事事有着落 件件有回音
铜冠物流公司加强机关作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