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中旬，因雨水较多，金昌冶炼
厂综合车间日污水处理量大增；17 日
早上，生产正紧张繁忙时刻，综合车间
新净化池两台卧式水泵出现故障抽不
出水来，担负该车间设备维修保障任
务的工程技术分公司金昌项目部机械
二班立即投入抢险。

9 时，在项目部安排协调下，吊车

到达现场，机械二班两个作业小组 8
名维修工在正副班长带领下一个组负
责一台，两台故障水泵抢修工作同时
展开。暴雨中，钳工师傅首先将两台水
泵进、出水管拆卸，把卧式水泵与驱动
电动机分离；起重工指挥吊车把直径
150毫米，长约 5 米多的进水管从水
池里吊出，几个钳工开始清理进水管
里的淤泥、杂质，另几位钳工则忙着拆
卸水泵固定螺丝。所有螺丝锈蚀严重，
拆卸较麻烦，锤子、錾子、松动剂、扳手
全部用上，几经周折，才将两台水泵固
定螺丝拆下。此时，雨越下越大、越下

越急，维修工们脸上雨水汗水混杂在一
起，模糊了双眼，摘下手套用手掌抹一下
继续干，尽管穿着雨衣，工作服也已湿
透，但没有一人离开现场去避雨。

在起重工的手势精确指吊下，汽车
吊先后把一台近 1 吨重，一台约半吨重
的故障水泵从基座上安全吊起移开，再
把两台同样重的备用卧式水泵吊起就
位。钳工们迅速上前细微调整水泵位置、
对中、找平，与电动机连接安装，拧上、紧
固固定螺丝，紧接着，连接进、出水管道，
更换底阀。10点 30分，抢修结束，两台
卧式水泵重新恢复工作。 嵇家保

暴雨中的抢修

“作为一名矿工的妻子，我能深
刻体会到每天等待丈夫下班回家的那
份心情，更为那些妻子翘首以盼的身
影所感动……”6 月 22 日上午，冬瓜
山铜矿提升二区派班室座无虚席，掌
声热烈，一支由职工家属安全协管员
组成的矿嫂演讲队，走上讲台用发自
肺腑的心声讲述事故给家庭、给企业
带来的危害，呼唤人们讲安全、反“三
违”的责任。

为了增强一线职工的安全生产意
识，构筑安生生产第二道防线，这个区
特意邀请了冬副井、团山副井、冬辅
井、维修、水泵、安全维护等 7 个班组
的部分职工家属安全协管员来到工
区，专门为全区职工举办一场安全演
讲会。

冬副井信号工陶锐的妻子胡艳林
第一个上台演讲，她说：“以前老公下
班后就是找人喝酒、或者是看电视、上
网，现在回到家一有空就掏出几张写
满字的纸反复地念，说是下井的安全
制度。我问这是为什么？他说是为了安
全。我因他的回答干脆而震惊，这可是
一个连高中没有读完的男人，从他说

‘为了安全’这句话那一刻起，我更加理
解了安全大于天……”“矿工兄弟们，安
全直接关系到家庭，我代表员工家属说
一句掏心话，安全工作重于泰山，让我们
大家一起抓安全……”皮带工薛增宝的
妻子张登梅深情地说。她的发言结束时，
台下响起一阵阵掌声。

矿嫂们感人肺腑的心声道出了“安
全是最大幸福、安全是最大效益”的丰
富内涵，台下工友们听着她们的演讲，心
灵得到强烈的震撼，青工小张由衷地说：
“以前一听演讲就瞌睡，今天的矿嫂安
全演讲却很触动我的心灵，让我更加明
白安全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和家庭。”

胡敦华

矿嫂的安全演讲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促进各级管理人员增强法制观
念，强化廉洁从业意识，筑牢反腐倡廉
的思想道德防线，推进矿山依法经营
和科学管理，安庆铜矿党委于日前举
办一场廉洁从业警示教育专题讲座。

为丰富教育内容，提升教育效果，
该矿特邀铜陵市检察院预防处处长李
小兵、集团公司纪委副书记刘小平来
矿指导并授课。李小兵处长围绕“从
严管控自我，远离职务犯罪”主题，从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面临的形势、职务
犯罪的根源以及从我做起、从严管控、
预防和减少国有企业职务犯罪进行了
详细地讲解；刘小平副书记以《严格
要求，严格管理，廉洁从业———为集团
公司改革发展稳定做出贡献》 为题，
分析了职务犯罪滋生的主观原因，并
从 “认清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坚
定反腐败斗争的信心；集团公司预防
职务犯罪的基本做法；有色员工如何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三个方面

深入浅出地进行了细致讲解。两位领导
的讲课以生动典型的案例、通俗流畅的
语言、深刻实用的法理使与会人员身心
接受了一次廉政洗礼，是一堂入脑、入心
的教育课。

讲座结束后，该矿全体中层管理人
员在会上集中签订了《安庆铜矿中层管
理人员廉洁从业承诺书》，机关部门人、
财、物管理岗位人员集中签订了《安庆
铜矿关键（敏感）岗位管理人员廉洁从
业承诺书》。 郑元香

安庆铜矿廉洁从业警示教育讲座入脑入心

（上接第一版）
尽管有担心、有怀疑，也有人等着

看笑话，但要创新发展，就得义无反
顾。该矿首先开通了移动手机OA办
公系统，让调度报表方便快捷查阅传
输，无论多远一开手机就能第一时间
获得矿山主要数据。投资上百万元建
设调度指挥监控系统，确保看得清
（图像）、记得准（数据）、传得快（网
络）、定位精（监控），以 OA 办公系
统为基础，建立了矿局域网，16 个部
门单位搭建了自己的信息门户。而今，
各种数据资料轻点鼠标可查询，翻开
手机可翻阅，远在千百里外，只要有信
号，产品指标随时调。

启示：创业难，要在过去的辉煌上
创业则更难；创业要搏，创业更要实实
在在做，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弯道
超越，就一定能实现跨越式发展；谋事
要实，体现在工作上就是要看得准、敢

于行、得使劲。

观念意识的变迁

经过二十多年的生产发展，该矿一
步骤主矿体回采已基本结束，二步骤矿
柱回采难度大、品位变化大、生产成本
大，适逢市场低迷，产品价格持续滑落，
上量增效压力山大，但有极少数干部、职
工仍固步在以前大采场、富品位的粗放
管理模式上，大手大脚，心浮身懒，干事
不实，要求不严，满足现状，裹足不前。

面对此情此景，该矿党委提出矿
山面临两个转变的精准判断，即生产
经营上由大采场、省成本向深部、边小
矿体等难采、品味、矿量急剧下滑、超
成本开采转折；劳动用工由粗放型管
理向多需求、规范化管理转折。而要实
现这两个转折，首先必须是观念认识
的转变，该矿党委充分利用内部网、五
分钟党校、各种会议等全方面展开明

矿情、转思想的宣传教育，明确“早转早
主动，早转早稳定，早转早脱困，早转早
发展。”班子成员和职工面对面谈实情、
交实底，寻计问策于职工，真正扑下身子
实在创新业，聚力闯难关。

真心实意交心交底，汇聚起职工齐
心求发展的共识，观念的转变催生了工作
新动力。在深部中段投产缺员时，通过优
化、精简，有 45名职工服从矿山工作需要
换岗到新岗位；通过闲置资产盘活，解决
了大学生公寓，安居暖心；通过指标细化、
责任到人，党员干部带好头、严落实，领导
干部重细节、抓重点，一步一步把降本增
效措施夯实、工作抓实、指标落实，全矿上
下正人心齐、同奋力迎难攻坚。

启示：观念更新，万两黄金；认识决
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只有实实在在让
职工知晓矿情、感知压力与被动，切实转
换观念凝聚共识，才能为企业发展汇集
正能量、激发向心力。傅大伟 陈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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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4周年，激励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自觉践行“三严三
实”要求，铜冠物流公司党委在“七一”
期间广泛开展“五个一”主题活动。

主题活动主要内容是：开展一次
以“三严三实”为主要内容的学习研
讨活动，组织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各党
总支书记、党支部书记通过上党课、中
心组学习、培训轮训等形式，学习“三
严三实”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

开展一次以“亮身份、守承诺、担
责任、创一流”为主要内容的党员主
题活动。通过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演
讲、征文、知识竞赛等，使广大党员了
解中国共产党建党 94 周年的光辉历
程、丰功伟绩、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

过一次革命传统教育的活动组织
生活会。通过组织党员就近赴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组织党
员阅读 《创造成就未来———“我和我的
铜陵有色”故事集》，联系企业发展历程
和自身成长的经历，谈感想、谈体会，谈
见解、谈感受。

开展一次学习先进典型活动，通过
对身边评选出的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
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典型学习，
引导广大党员向先进学习，向先进看齐，
把向焦裕禄、谷文昌、沈浩等同志学习与
向身边典型学习结合起来，努力形成
“比、学、赶、帮、超”局面。

开展一次形势任务教育。通过公司
年中工作会议、支部“三会一课”、班组
职工政治学习、内部网络平台、宣传栏等
形式，深入开展形势任务教育，以更严的
要求、更实的举措，突出抓好事关改革创
新、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完成
全年方针目标和各项任务。 王树强

铜冠物流公司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4周年系列活动

本报讯 冬瓜山铜矿充填区抓采
场充填安全稳产高产工作，以逆势反
转、管道无缝对接新模式和连续充填
常态化“三招”，完胜上半年时间任务
“双过半”。

今年以来，充填区采场充填存在
相邻采场导通渗漏等不利因素，该区
通过优化管道线路设计、事先做好挡
水坝筑垒和持续开展连续充填等举
措，使原本处于逆势中的采场“反转”
为夺高产的优质采场。特别是充填空
间达 30 多万立方米的大团山老区ⅴ
号盘区采场，经过充填区班组前期现
场环境治理、充填排水改造、放砂口管
道线路调整等大量准备工作，于 5 月
上旬正式投入充填。这一大容量采场
能够早日实施充填，不仅为老区安全
提供了有力保障，还为后续生产衔接

创造出有利条件。
为实现井下充填支管与对应采场之

间的无“缝”对接，充填区在布置不同中
段充填分支管道线路时，优先考虑各处
采场在不同充填时期的管道调装分支
点，确保每一套主管道系统能够覆盖周
边区域相邻采场充填，使主管道由过去
的“一对一”充填模式，变为现在的多采
场“捆绑”式充填法，使采场调换管道变
得既加省时又省力。

第三招连续充填常态化。充填区一
方面提前做好各中段充填巷道排水沟开
挖工作，确保破碎带渗水不四处漫溢，另
一方面合理布置充填排水泵的安装位
置，及时抽排充填涌水。截至 6 月 23
日，充填区累计完成采场充填量 899000
多立方米，超计划 46.3%，提前七天实现
上半年时间任务“双过半”。 汪为琳

冬瓜山铜矿充填区“三招”完胜“双过半”

本报讯 近几年来，矿产资源中
心大力倡导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积极
导入卓越绩效模式，深入开展对标挖
潜、降本增效活动，管理成效日渐显
露，该中心去年首次获得“铜冠卓越
绩效提名奖”荣誉。

该中心今年更加注重推动管理精
细化。深入开展全面预算管理，加强成
本费用管控。从构建科学、协同、高效
的预算工作体系入手，该中心不断细
化全年预算目标，横向分解到各业务
流程，纵向深化到各预算责任单元，做
到全员参与，全程控制，不断加强刚性
约束，提高预算执行力。扎实开展经济
活动分析，推进基层成本分析细化到
机台。同时，加强结算工作，控制现金
流量等关键指标预算，加大应收账款
清收清缴，防止产生呆坏账风险。

深化“对标挖潜，降本增效”活动，
推动管理创新。通过建立对标管理常态
化机制，不断提高分析报告质量，注重落
实持续改进措施。与安全现场管理、标准
化班组创建相融合，深入开展“5S”管
理活动。进一步加强信息化、标准化建
设，丰富和完善中心网站功能，满足
ERP生产模块应用需要，实施标准化动
态维护。

在设备管理水平提升上，该中心注
重设备管理基础工作。今年，该中心启动
了 TPM 设备管理活动，开展了不同层
次、不同形式的 TPM 设备管理培训，加
强设备点检工作，调整大修理管理模式。
以新型液压钻机引进应用为契机，选调
技能素质可塑性强的员工应用操作，达
到降低劳动强度，提高钻进效率的效果。

傅大伟 萨百灵

矿产资源中心不断强化精细化管理

陶世武是金昌冶炼厂熔炼车间奥
炉值班员，也是行车技师。工作二十多
年来，他保障了备用设备完好率的稳
中有升，他所负责的班组多年来设备
一直安全运行。

陶世武负责奥炉备料行车、循环

水、风机等工作。他工作积极，努力学
习，虚心请教，刻苦钻研专业技术，注重
理论联系实际，始终抱着提高自身综合
素质及技术水平的信念，将自己的专业
理论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工作表现出
色。

陶世武负责管理的循环水和风机岗
位担负着奥炉供水和全厂的供风系统，
设备繁杂多样，既有德国最先进的 3K
风机、也有老式的小空压机，GM 风机，
D700 风机、螺杆风机和柴油发电机等。
身为值班员的他坚持备用设备的每周试

车，保持备用设备完好率。在一次动力配
电房鼠患引起的跳电事故中，2 台柴油
发电机成功自启，顺利并网，及时为奥炉
供水。

陶世武担负的另一职责是管理的备
料行车工艺担负着各种原料的进料，奥
炉配料、供料工作。在铜精砂库存压力
大，进行外卖时，为缓解人员少的压力，
他利用工作间隙，主动上行车精确抓砂，
在库存不足时，他又主动放弃休息日，做
了大量的清库工作。

作为兵头将尾的陶世武深知自己肩

上责任重大。每天，他总是早早来到班
中，提前对各岗位依次巡视，及时了解
生产动态，一旦发现哪里存在事故隐
患，便及时联系处理。在他辛勤踏实的
工作下，他所负责的班组至今未发生一
起设备安全事故。

以身作则，团结同事，陶世武就是
这样一个人。他在工作中严要求，技术
上多交流，生活上多温暖，极大地带动
了班组成员的生产积极性，增强了职工
的凝聚力，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
着自己火热的青春。 朱莉 齐宏明

陶世武：为了设备的良好运行

本报讯 日前，铜冠电工公司针
对夏季高温易发火灾的特殊季节，举
办了一场以提高防火意识、火情紧急
情况处置、灭火器的正确使用为主要
内容安全消防培训，来自基层近 40
名消防队员参加了培训。培训结束后，
所有消防队员参加了实战灭火演习。

芦广胜

铜冠电工公司举办
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本报讯 日前，金昌冶炼厂举办
“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演讲比赛。来
自基层各党支部的 12 名参赛选手声
情并茂，围绕安全环保主题，配合
PPT 图文演示和背景音乐，激情演
讲。演讲比赛穿插有奖问答互动环节。
经过激烈地角逐，最终该厂综合车间
党支部杨聚霞、硫酸车间党支部杜胜
利夺得比赛的一等奖。 齐宏明

金昌冶炼厂举办“安全环保
意识先行”演讲比赛

本报讯 日前，铜冠物流金铁分
公司举办了一期安全知识培训，来自
分公司班组长以上管理人员共计 30
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物流公司安质部、金铁分公司负
责人结合自身多年的安全管理经验，
讲解了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以及班
组如何加强安全基础管理，提高管理
水平等方面内容。培训还结合观看近
几年来国内发生的几起重特大案列的
安全教育片，使参培人员受益匪浅。

邹卫东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
举办安全知识培训

本报讯 为切实维护女职工权
益，关心女职工身体健康，自 6 月 22
日开始，铜冠物流公司工会组织了为
期一周的妇科专项健康检查活动，充
分体现公司对女职工的关心和爱护。

多年来，公司一直坚持“以人为
本”的理念，十分关注职工的健康状
况，将职业健康纳入企业管理体系，真
正兑现了公司《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
集体合同》的规定，把女职工健康体
检工作落到实处。公司工会每两年都
会安排一次女职工健康体检，有助于
女职工及时了解自己的身体健康，做
到“早检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
疗”,提高女职工的生活工作质量。

高立萍

铜冠物流公司工会组织
开展女职工健康体检活动

6 月 23 日，铜冠投资玻璃钢公司在安全月中开展全体员工横幅签名活动。该公司按照集团公司要求，开展了安全宣誓
活动、生产区域封闭管理、查处“三违”、安全法教育等系列活动。 王红平 姚德民 摄

今年以来，面对激烈竞争的市场格局，铜冠建安安装公司着力强化技术工人
的实践操作技能，在工程建设上以质量取胜于客户，赢得了集团公司内外部业主
的广泛赞誉，也为该公司立足于市场开拓求生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该公司现有
5 人获得市级优秀岗位能手殊荣。图为该公司高级技师汪久定带领同事对汽轮机
实施修复，成为我市企业第一例成功修复汽轮机的技术员工。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舒婷 摄

本报讯 日前，铜冠机械公司通
过多项举措，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
系列活动。

为切实做好夏季消防安全工作，预
防火灾事故发生，确保内部消防安全，
该公司开展了夏季消防安全综合大检
查，检查内容涵盖该公司供配电系统、
天然气供气系统、混合气体房、喷漆房、
消防器材、避雷设施等关键部位。

在开展夏季消防安全综合检查
前，该公司要求所属分厂要提前排查
潜在火灾风险，逐级落实责任，扎实细
致地将消防安全工作落实到每个环
节、每个岗位，对检查出的隐患和问
题，同时，要做好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演练工作，扎实做好消防应急准备，提
高扑救初起火灾能力，确保该公司消
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王征社 唐少兵

铜冠机械公司扎实开展
“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

铜冠物流金城码头充分利用船舶装卸的空档期，组织精干维修人员争分夺秒
对码头装卸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和检修，以保障下一轮货船卸货作业的正常运转。
图为检修人员正在对拆卸下来的卷扬机进行维护保养。 王树强 王 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