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万青现为金昌冶炼厂熔炼车间阳
极炉三班班长。进入金昌冶厂 20 多年
来，他一直坚守在生产一线，爱岗敬业，
乐于奉献，并处处以身作则，在普通的岗

位上发挥着模范带头作用。
赵万青 1993 年参加工作，20 多年

刻苦钻研，他已在火法冶炼方面打下了
扎实的功底。阳极炉工艺陈旧，设备落
后，为了提高自身工作水平，他虚心请
教，善于思考，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冶炼
经验。他对工作满腔热情，为了生产加班
加点，放弃了许多节假日。

在上年全厂停炉检修中，赵万青带

领全班员工积极完成了工段布置的清理
循环水沉淀池、浇铸机地坑、行车轨道、
拆除炉子等任务，共清理碎砖、氧化铜杂
物几十余吨。在奥炉检修中，他主动请缨
参与奥炉检修，积极奔赴清理现场，和其
他同事一起钻进高温、呛人的烟道，脏活
累活抢着干，顺利完成领导下达的任务。

作为生产骨干，赵万青总能为工段集
体分忧。在一次处理突发事件时，他脚被烫

伤，由于始终牵挂着班中工作，他在家仅休
息了几天，脚还没好，就坚持带伤上班。

赵万青是一名党员，他时时处处以
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在协助工段干好工作的同时，他每天
查看现场安全状态，时时提醒大家注意
安全。尤其在生产劳动竞赛中，积极协调
好各岗位工作，认真完成各项生产任务，
做到无安全事故，无操作事故。

在技术上，赵万青也毫不保守。对于
新参加工作的同事，他总是耐心讲解，直
至弄懂为止，并热心帮助周围同事，以实
际行动带动身边同事，营造出班组人人
学技术、个个钻业务的良好氛围。

朱莉 齐宏明

时时处处为企业
———记金昌冶炼厂十佳员工赵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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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戴着鲜红的袖标、手拿安全记
录本，陈德堂在铜冠神虹化工公司的
每一个角落里仔细查找着可能存在的
安全隐患。6 月 3 日，气温很高，但陈
德堂丝毫不敢马虎。因为这一天，他是
铜冠神虹化工公司的安全员。

从 6 月 1 日到 9 月 30 日，在为
期 120 天的时间里，铜冠神虹化工公
司的 120 名职工刚好每人一天轮流
当“安全员”，这 120 天时间里，每天
都有安全员，人人都是安全员。

如何确保企业安全生产顺利进行，
进一步强化全体员工的安全责任、养成
“上标准岗、干标准活” 的良好安全行
为，切实提高全员安全生产自主管理的
意识和能力，该公司在今年安全月期间
创新思路，用 120 天的时间，让 120 名
职工轮流当一天安全员。“安全环保，意
识先行”的理念，在该公司与全员参与、
全员治理、全员监督结合起来，与促进全
员立足岗位、落实岗位责任、强化操作技
能、查找现场隐患、遵守岗位规章制度结
合起来；与人人操作达标、管理过程达
标、环境动态达标结合起来。

“除了查别人是否违章，还要查每
一个细节：转炉车间里的焦煤气体是不
是有泄露？生产岗位上与烈火打交道的

工人会不会有被灼伤的危险？高温的液
体会不会飞溅到人眼睛？垫护的劳保用
品穿戴是不是合乎规范……”陈德堂对
一天“安全员”的感受一下子就颠覆了
从前的印象。从前在生产一线的自己每
每遇到检查自己安全的领导或安全员
时，总对自己穿戴不到之处不以为然。
如今，旁观者清，做了一天“安全员”的
他一下清楚地察觉到安全工作的重要
性。

记者看到“一天安全员”活动方案：
“每月底，由分厂、部门安排义务安全员
值班表，担任下个月义务安全员，值班表
报公司安环部。参加公司义务安全员活
动的员工，要用心投入，不断提高安全生
产管理水平。每名参加完活动的人员必

须写出当月工作总结。义务安全员有制
止并举报违章的权利及义务。制止违章
行为的发生，每起奖励罚款总额的
50％。对积极主动查找的安全隐患，对
义务安全员一条隐患奖励 50 元，对于
举报重大安全隐患并避免事故发生的
每条奖励 500 至 1000元……”

为了激发 “一天安全员” 的责任
心，同时防止流于形式，该公司考核小
组每月根据活动开展情况，评出一至二
名优秀义务安全员，奖励每名优秀义务
安全员奖金 200 元，同时作为公司年度
评先评优的依据之一。优秀义务安全员
的评选考核，采取一票否决制，对于当
月存在违章行为、安全事故、操作失误、
劳动纪律问题的职工实行一票否决。

“不想‘得罪’人，就是害工友。”
如今，在铜冠神虹化工公司，一天“安全
员”再也没有掉以轻心的人。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陆文武

“今天，我是安全员！”

近日，冬瓜山铜矿运输区生产
班四十几号人每人都喜滋滋地从区
业务组会计手中领到了 200 元的
“安全优胜班组”奖金。拿到奖金的
第二天，恰逢全矿停产检修一天，于
是，生产班班长尹家兵与几个班委
利用检修的时间开了个简短的班务
会。

“这次我们班虽然有幸被矿部
评为‘安全优胜班组’，大家扪心自
问一下，对照‘优胜’的标准，是不
是绝对‘优秀’？成绩面前找差距，
希望大家畅所欲言说出心里话，共
同搞好安全。”班长尹家兵首先发表
了“获奖感言”。“现在井下川里脉
温度高，这是事实，但个别同志因图

一时之‘凉快’，有时就干脆解开工
作服纽扣敞着上衣干活，很不注意
自身形象，对安全也不利……”调度
工老张的话还未说完，就被小叶抢
过了话茬：“可不是吗！上次，我和小
黄在清理 54线漏斗潽矿时，小黄的
安全帽带什么时候开了也还不知
道，被在场的区领导批评了一顿，罚
款不说，他的大名还在矿局域网上
被曝光了好一阵子。”这句话让刚参
加工作不久的小黄羞得满脸通红，
吭哧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话来。这
时小黄的师傅老李为徒弟打抱不平
了：“你就喜欢揭别人的短，以前是
我没带好教育好他，他现在不是已
经改正有进步了吗。这不，前几天他

在 56 线 2 号漏斗放矿时就发现并捡
下来一只打眼旧钻头外加一块方钢，
一下就避免了可能造成负 920 米‘老
虎口’卡结的安全事故，为此，区部一
次性奖励他 500元钱，第二天还请了
我这个当师傅的喝了祝贺酒呢，怎么
样？你眼馋了吧？哈哈！”说完，老李发
出了自豪的笑声。

“是啊，现在区里对安全规章制
度执行起来毫不含糊，我们也不能装
孬种，更应该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
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班长尹家
兵最后总结道。不知不觉班务会已经
开了一个多小时，大家仍然在踊跃发
言……

左 勇

班务会上的“安全感言”

日前，金昌冶炼厂电解车间设备点检员陈从
明趁车间 8 号行车停产检修更换行车主钩制动
轮时对提升系统传动部分内外齿圈进行了细致
检查，发现内外齿圈均磨损严重，存在安全隐患，
马上报告了车间设备点检负责人王金良，这一现
象引起了王师傅高度警觉。

作为车间设备点检负责人，王师傅知道，行车
提升系统传动部分内外齿圈与提升电动机传动轴
连接，安装位置低，拆卸检查难度大，且若拆卸不
当，重新组装时难度更大，耗时更长，为不影响生
产，一般在行车点检时如传动系统运行声音无异常
不轻易拆卸检查；车间其余8台行车提升系统传动
部分内外齿圈有较长时间未拆卸检查了，王师傅当
即请检修单位更换 8号行车提升系统传动部分内
外齿圈，并向车间领导汇报，建议车间安排时间对
另外 8台行车提升系统传动部分内外齿圈逐一拆
卸排查，以确保这8台行车提升系统安全无隐患。

安全责任重如山。虽然 9台行车全部停下检
修要影响正常生产，但领导还是果断地同意了王
师傅的建议，要求 5 个电解生产系统适当调整生
产计划，积极配合点检人员检查行车。车间设备
点检人员很快对其余 8 台行车提升系统传动部
分内外齿圈全部拆卸检查了一遍，查出有 2 台行
车存在与 8号行车类似问题，提升系统传动部分
内外齿圈或断了几个齿或磨损严重。这 2台行车
的提升系统传动部分内外齿圈在王师傅和点检
员罗师傅的现场督促下都及时进行了更换，安全
隐患全部消除。 金昌电解

安全责任重如山
细致点检除隐患

本报讯 日前，有色置业公司为
落实好“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
对有迎江花园、世纪新城二期、学府
名都等在建项目开展安全大检查，重
点是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开展起重机
械及电梯专项检查与整治工作，并严
格安全考核力度，将此次检查与各项
目部安全奖挂钩，确保生产安全。

专项检查逐级落实责任人，重
点开展起重机和电梯设备的隐患排

查，对查出的安全隐患进行汇总并及
时整改。特种设备的日常管理工作，特
别要加强对维保单位的管理，杜绝特
种设备“以包代管”现象。规范起重机
械和电梯安全技术档案管理，建立健
全起重机械和电梯等特种设备的安全
技术档案，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和培训
档案，检查、整改与销案记录档案等。

今年以来，该公司通过召开动
员大会、制定实施方案、开展班前安

全宣誓等形式，增强员工安全环保意
识。针对季节变化和施工特点，重点开
展了防洪防汛应急预案、安全文明施
工、地质灾害安全防护、人员密集场所
消防疏散、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以及特
种设备、电气设施、高空作业等专项安
全管理，加大月度安全生产检查力度，
以及隐患排查、整改和销案的强化。四
年来，该公司安全事故率为零。

王松林 周尚清

有色置业公司严格安全检查成效显著

日前，铜冠机械公
司加工制造分厂职工
正在统一设置的焊接
平台上作业。加工制造
分厂今年在开展“5S”
管理中，不断强化现场
管理，进一步加大定置
管理和标识管理、定置
牌摆放的检查，制作新
的焊接平台和地架、货
架，并做好标识，做到
作业规范，大小工件摆
放有序。
王红平 王征社 摄

端午节前夕，凤凰山矿业公司团委开展了“青安岗在行动”活动。在该公司的
混合井井口，活动现场组织者与下井员工们一一签订了安全生产承诺书，进一步
提高全员安全生产意识。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段青 摄

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铜冠建安公司在全公司深入开展“安全
宣誓”、“安全一家亲”、“安全环保演讲比赛”、安全环保横幅签名等专题活动。图
为该公司在山东招金金合项目部现场举行安全环保横幅签字仪式，并向职工发放
“致职工家属的一封信”。 李海波 摄

6月 19日，天气刚刚转晴，冬瓜山铜
矿充填区维修综合班班长董明带领吴咸
会、阮学军、章华等几名工友扛着铁锹、编
织袋赶往矿区正 52米 8 号防汛监测点，
对半山坡上的六道挡水坝加固作业。当大
伙远远看见每一道坝体都安然无恙时，感
觉眼前的挡水坝宛如雨后彩虹般绚丽。

此次 8 号防汛监测点挡水坝加固，
既是做好防汛设施隐患排查，也是对此
前的筑坝质量进行一次自我检验。其实，

对于充填区生产或维修班组来说，像筑
垒挡水坝、修整排水沟等防汛作业已经
不是第一次了，可是为啥偏要对这次的
筑坝进行一项特定的自我检验环节呢？
更何况挡水坝在施工结束时，已经顺利
通过矿里和区部的验收了。董明介绍说：
“由于 8 号防汛监测点位于东狮子山老
区的半山腰，其附近还存有几处被封堵
的‘民采点’，区里根据所掌握的近期天
气预报，把此处的防汛筑坝列为一项重
点工程。”按照原先的施工方案，8号防
汛监测点需要施工三道挡水坝，但是根
据图纸分析和多次对现场地形查勘，发
现只施工三道挡水坝，一旦遇到强降雨，
很容易形成“堰塞湖”，不仅起不到防汛

的作用，反而使大量积水从“民采点”倒
灌至井下。按照疏导和水流有向的原则，
遂即将三道挡水坝改为六道。前三道挡
水坝顺着山坡的沟洼依次筑垒，其任务
是缓解水流冲力。另外三道挡水坝则沿
着“民采点”交叉筑垒，并且与减压挡水
坝首尾相连，对“民采点”形成一道“滴
水不漏”的“护城墙”。

在半山坡上筑坝，从搬运泥土到开
挖挡水坝地基，其难度如同“空中走钢
丝”。参加筑坝施工的青工小周绘声绘
色地说道：“扛着一袋六七十斤重的泥
土爬山时，人的身体要保持向前倾斜的
姿势，这样才滑不倒。”筑坝任务从 6月
8 日开工，经过 7 天奋战，终于按期完成

8号防汛点的筑坝工程。
俗话说：不经风雨怎能见彩虹。当 8

号防汛点的挡水坝施工完毕不久，6 月
16 日、17 日，铜陵范围连续两天出现强
降雨天气。这期间，董明每天和工友冒
雨上山检查巡护防汛设施。6 月 19日这
天，山坡上的路面刚刚晾干，他们立即
对挡水坝展开全方位的自我检验工作。
虽然每一道坝体都完好无损，但大伙根
据水位痕迹和泥土的冲刷力度，发现沟
床呈斜坡状，靠近斜坡端的挡墙也变得
特别潮湿和“臃肿”，董明分析说：“这
主要是当时筑坝心急，忽视了对沟哇底
板的平整，造成水流‘一边倒’，使得挡
水坝低处的几袋泥土吸水过多。”青工
小阮不无感慨地说道：“通过此次自我
检验，不仅增长了雨季防汛技能，也使
现场隐患整改更加简洁明了。”

汪为琳

雨后“彩虹”多绚丽

连日来，每天早晨上班时分，凤凰
山矿业公司露采车间职工周进都满怀
喜悦地坐上他“竞聘”得来的“斯太
尔”新车驾驶室，一会摸摸新方向盘，
一会擦拭一下罗盘上的浮灰，开始工
作前的认真调试。

“没有上次公开竞聘上新车的机会，
这会儿还不知道是谁开这辆新车呢……”
抑制不住喜悦的周进把自己坐上这新
车归功于该公司的“公平竞争”。

该车间员工仍清楚地记得不久前，
该公司首次在这个露采车间开展了车
间主任“竞聘”。通过组织推荐、本人自
荐、职工联名推荐相结合的报名方式，
以无记名的投票差额选举办法，现场投
票、现场公布选举结果，选举产生了职
工信得过的新的车间主任，并按照组织
程序实行了正式上岗聘用。

“主任竞聘，新来的驾驶车也要

竞聘，这公平！”该车间一位老师傅一说
起这些“琐事”连连赞叹。上半年，露采
车间更新了一台新的“斯太尔”车用于
生产作业。在新车司机的选用上，该车间
没有采用直接“空降”的方式，而是组织
驾驶员、维修工针对上新车的驾驶员进
行了无记名投票，最终，周进当选为“新
车”驾驶员。“谁上新车驾驶，是小事，重
要的，是让公平、公正的理念渗透到矿山
每个车间、班组，渗透到每一个员工的心
底”。该车间班组员工这样赞叹道。

秉承“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理
念，多年来，凤凰山矿业公司小到车间的
生产岗位、部门业务人员，大到车间班组
长、车间主任，均会通过规范运作，公开
透明的方式，挑选合适人才，为职工创造
良好的成长环境、激励环境，调动了职工
的积极性。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美娜 根波

“谁开新车凭竞争”

本报讯 日前，由安徽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团委联合院学生会设计、拍
摄的该学院首部学生形象宣传片———
《我在这里，你在哪》完成制作，先后
在该学院校园网、团委官方微信、微
博，以及优酷、腾讯、土豆网正式发布。

这部宣传片选取了该学院近百名
2014级各系学生代表，从学生角度生
动形象地展示了精彩而充实的大学校
园生活。优美的校园及周边景区风光，
真实的专业实训室、活泼的社团活动风
采通过人文视角呈现出来，彰显了新时

期大学生“实践、竞争、创新、和谐”的价
值追求和责任担当。7分32秒的宣传片，
前后历时近2个月时间完成拍摄制作，接
地气的拍摄内容更贴近于学生的生活。该
宣传片发布短短几日内，在该学院贴吧的
点击率就突破了 5000人次，而优酷点击
率也超过3000人次。

“我们希望以这样一部学生形象的
宣传片献给已经毕业的和正在校奋斗的
学子，同时，提前送给即将录取到学院的
学子们！”该学院负责人如是说。

傅大伟 徐婧婧

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发布首部学生形象高清宣传片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突发事故
应急处置能力，6 月 18 日，铜山矿业
公司安环部、保卫部组织 20 余人参
加了寒山炸药库消防应急演练。

此次演练模拟 “炸药库突发火
灾”事故发生后，该公司立即启动应
急响应，后勤保障组、警戒组、救护队
及炸药库应急分队等各小组反应迅
速，各小组按照职责和分工实施灭火

救援。整个演练指挥调度有条不紊，演练
收到了预期效果。

该公司炸药库房由于远离矿区，一旦
发生火灾，值班员工必须立即组织灭火自
救。此次演练主要包括员工使用灭火器进
行灭火和利用室外消火栓出水灭火进行
灭火演练。通过此次演练，使员工们熟悉
并掌握了灭火器及消火栓的使用方法，提
高了单位抵御火灾的能力。 程中喜

铜山矿业公司开展炸药库区防火防灾演练

节能宣传周期间，冬瓜山铜矿为营造浓厚的宣教氛围，在正 52 米井口开展节
能知识有奖答题活动（如图）。活动现场，一线职工们踊跃参与答题，并再次学到
很多节能小知识。 汤菁 杨文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