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可以说是当前生产中最热门
的话题，在各种大大小小的研讨会、工
作部署会上，在各处宣传栏、案例展览
中，以及电视上、网络中、报刊杂志上
都可见到，无不用各种方式诠释着安
全理念和知识，以此唤起人们对安全
的重视和警醒。

我是今年 7 月正式从学校毕业，
怀揣着梦想走进金威铜业公司。从我
上班至今，听的最多的就是安全，大会
说、小会讲，班长说、师傅讲，可谓“安
全”二字无处不在。换言之，安全已经

渗透到我们每位员工的每一个行动中
了，但为何我们身边还会出现违章违
规者？说到底，大家的安全观念还未从
被动的“要我安全”转变为“我要安
全”的观念上来。

安全是什么？安全到底为了谁？安
全的真正意义是什么？都需要我们为
之思考。我认为安全是一种责任，安全
是一种经验，安全是一种态度，安全是
一种荣誉，安全就是一切。所以，生产
中我们要积极营造“安全第一，生命
至上”的安全氛围。有了安全生产的
保障，企业才能稳定长远发展。

安全是效益，安全是福利，安全最

大的受益者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俗话说：
“安全是根绳，牵着千万人；安全是根
线，连着亲人念。”安全生产是我们每一
个人的共同心愿。安全为了自己，安全为
了家人，安全为了企业，安全为了社会，
安全为了你、我、他。那么，怎样才能做到
安全生产呢?“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安全生产，重在落实”。生产中，我们要
从规范自己的行为做起，拒绝不安全行
为，树立安全生产观。时刻把安全放在第
一位，加强自我防范意识，不断累积安全
生产知识，通过安全事例举一反三，认真
学习和总结，并落实在具体行动中。

彭 颖

安全到底为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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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冬瓜山铜矿充填区抓采
场充填施工，采取排计划、细分析、严
管理等举措，采场充填产量屡创新高。
11月份，完成井下采场充填 15 万多
立方米，1 至 11 月份共完成充填量
165 万立方米，完成年计划 107%，提
前一个月完成年度采场充填任务。

今年，充填区采场充填受系统因
素、采场衔接、管道老化等影响，存在生
产任务重、安全管理难度大等难题，尤
其是现场作业环境及安全隐患故障排
除工作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面对重
重生产困难，充填区从自身管理抓起，
严格实行指纹考勤时间、各类休假每月
公开上墙制度，以及持续开展采场连续
充填竞赛活动，使广大职工以昂扬向上
的工作热情投入到安全生产工作中。

在扎实抓好当月采场充填量的同
时，根据年度充填计划任务，主动编排

好后续投入充填的采场施工计划，提前
掌握具备充填能力的采场，确保每月安
全生产工作抓有方向，干有目标。通过深
化工作危害分析，研究分析所存在的实
际困难，不断加大现场隐患排查整改力
度，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充填作业安
全有序运转。

在抓设备安全生产管理方面，通过
合理调整采场充填次序、优化管道线路
走向、加强班中管道设备巡检频次及隐
患故障排除力度等举措，有效确保充填
管道设备安全有序满负荷运转。同时以
学习马钢集团“奋力求生存、携手保家
园”降本增效行动纲领为契机，认真开
展管道防腐、管道翻边、放砂口充填弯管
回收、自制及修复充填包箍等修旧利废、
小改小革活动，既保障了采场充填产量
节节攀升，同时还做好了降本增效工作。

汪为琳

冬瓜山铜矿充填区
采场充填创新高

本报讯 近日，铜山矿业公司第
二轮清洁生产方案顺利通过了由铜陵
市经信委、市环保局组织的专家组审
核评估。该公司自开展清洁生产以来，
实施无 /低费方案 35 项、中 /高费方
案 6 项，经过五年多的运行，在降低
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提高能
源循环利用方面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
益和环境效益。

该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省、市环

保主管部门关于清洁生产审核的工作
安排和部署，进一步提高公司环境保
护管理水平，从源头消减污染，于
2010 年 5 月委托安徽省环境科学研
究院协助其开展了首轮清洁生产审核
工作，并于 2013 年顺利通过审核验
收。为认真履行企业职责，围绕“节能、
降耗、减污、增效”，全力推行清洁生
产。该公司于 2014 年 6 月，委托安徽
文川环保有限公司作为第二轮清洁生

产审核外部指导机构，共实施可行方
案 13 个，其中无 / 低费方案 11 个，中
/ 高费方案 2 个，目前，所有方案均已
实施。该公司通过第二轮清洁生产方
案的实施，各项能源消耗及污染物排
放有了大幅下降，每年可节约用电
118万千瓦时，间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量 380 吨，二氧化硫排放量 3.5 吨。其
中，仅通过实施浮选系统改造一项技
术，该公司选铜回收率平均提高 1%以

上，铜精合格率达 99.8%以上，每年增
加铜量 35 吨。

目前，该公司正通过逐步推进清洁
生产审核工作，不断加强生产工艺流程
的研究，改造制约生产、影响指标的工艺
环节，努力实现清洁生产，并将清洁生产
与现有的各种管理制度相结合，使清洁
生产管理日常化、规范化、制度化，有效
促进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升。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张霞

铜山矿业公司以清洁生产促降本增效

本报讯 工程技术分公司金泰项
目部以保障生产设备安全正常运行为
目标，积极承接业主单位设备维修任
务，提供优质、安全、高效的维修服务。

12 月，该项目部为顺利完成铜陵
市安全隐患整改重点项目———金泰
化工公司 14 台化学品原料、产品储
罐进出口管道改造任务：一是提前做
好准备，组织施工人员认真学习施工
图纸，熟悉设计意图及明确图纸要
求，有关施工规范、规程及工程现场
特殊情况，精心制定整改实施方案；

二是与业主单位积极沟通协调，召开专
业会议讨论确定施工方案和工期；三是
加强过程管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施
工人员做到清楚工程难点，掌握技术要
领，严格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施工。针对
环氧丙烷、甲醇、碳酸丙烯酯、碳酸二甲
酯、丙二醇等原料、产品的不同特点，采
取相应的作业流程和方法，加班加点，
最终提前两天圆满完成了储罐进出口
管道改造任务，为生产单位顺利开车提
供了有力保障。

王 文

工程技术分公司金泰项目部顺利完成
铜陵市安全隐患整改重点项目

本报讯 12 月 11 日下午，金冠
铜业分公司选矿车间职工项小伟在仔
细检查陶瓷板与刮刀间隙，查看完油
路系统、水压等压力表均在正常范围

后，打开进气、进水、进料手阀，接通电
源，确认收到开车信号后，点击“开
车”按钮启动陶瓷过滤机……这是金
冠铜业分公司团委在选矿车间对第三

批导师带徒的三名职工进行的实践考
核。在经过半年导师的精心指导，项小伟
等三名徒弟操作技能明显增强，开启设
备驾轻就熟。

“导师带徒”活动是该公司作为培
养高技能、高素质青年技术队伍的有效
途径之一，目前已完成三批 43 人协议
期满理论及实践考核工作，取得了较好
效果。此项活动将作为常态化工作持续
开展下去。 封保敏

金冠铜业分公司团委完成
第三批导师带徒考核工作

本报讯 近年来，金昌冶炼厂坚
持规范选人用人机制，不断优化绩效
考核管理，确保干部队伍素质，适应工
厂转型过渡期人才培养需求。

坚持从严考核干部。该厂制定出
台了《金昌冶炼厂管理技术人员考核
及绩效分配实施办法》，制定了厂科
级行政管理、工程技术和专业管理三
个通道人员个人绩效考核、年度工作
能力考核和每两年一次的德勤廉考核
及周期履职考核的内容、方法、流程以
及考核结果运用，特别是明确了对三

个通道管理技术人员的薪酬分配和不
称职处置办法。周期履职考核以德、
能、勤、绩、廉五个方面的民主测评考
核方式，为强化三个通道人员管理和
选拔任用提供依据。年度工作能力考
核对科级行政管理人员领导能力、谋
划能力和管理学习创新能力进行考
评；对工程技术及专业管理人员解决
实际问题能力和学习创新能力进行考
核。个人绩效考核对每个管理技术人
员都确立了考核要素和个人 KPI 指
标，实施量化细化考核，并严格按照考

核结果实施绩效分配，管理技术人员年
收入真正实现了与个人绩效考核和工作
能力考核的双挂钩。

坚持规范选拔任用干部。结合生产
转型过渡时期的需要，通过组织考察、民
主推荐考评、公开竞聘等多种形式，公
开、公平、公正选拔聘任干部。为强化干
部培养和人才梯队建设，今年，该厂又制
定出台了《金昌冶炼厂科级行政管理人
员后备人才管理办法》，规定了科级行
政管理人员后备人才选拔、培养、任用等
一整套管理程序和方法。 齐宏明

金昌冶炼厂强化干部队伍建设

本报讯 近日，铜山矿业公司以
深入开展冬季“四防”工作为重点，
紧紧围绕安全生产重点，从宣传发
动、组织领导、检查整改等方面层层
落实安全责任，确保全年安全生产目
标实现。

严抓宣传发动，促认识提升。针
对该公司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的实
际，以专题会议、宣传标语、派班会、
政治学习日等有效形式，对“四防”
工作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营
造出浓厚的活动氛围。同时，及时组

织开展安全专题知识教育和消防安
全演练活动，进一步提升了职工的自
我预防、自救互救能力，确保了每名
职工都做到主动参与、认识到位、提
升素质。

严抓组织领导，促责任落实。结合
矿山安全生产实际，及时调整了专项
工作领导机构，围绕宣传发动、监督检
查、考核考评加大领导力度；对领导
层、管理层和作业层人员的职责、职
权、任务进行细化、量化，坚决做到目
标明确、组织到位、责任清晰，使公司

上下充分认识到“四防”工作的重要性、
严肃性和艰巨性。

严抓安全检查，促隐患整治。细化安
全检查计划，按照“零盲区、无死角”的
要求，加大对井下采场、溜井、出矿进路
及脉外大巷、提升运输系统等的安检力
度，对查出的问题和隐患，责任落实到各
工区，确保隐患及时有效整改；突出对井
下作业人员的安全监管，通过安全确认、
安全监察、专项治理等措施，对违规、违
章行为坚决查处，确保安全工作整体推
进。 冯兴蒙

铜山矿业公司严抓细管确保安全生产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冬季安全
生产工作，确保安全生产无事故，
12 月 9 日上午，天马山矿业公司由
安全环保部、生产机动部、武保科
组成的检查组分别对天马山和金
口岭矿区进行了冬季安全生产大
检查。

检查组重点对各基层单位和
部分机关科室的地表更衣室、宿舍
区、易燃易爆物品场所、危险品使
用和储存场所、民爆器材使用以及
居民区用电安全管理等进行了全
面细致的检查，严防安全漏洞，确
保生产安全。针对查出的隐患，该
公司安全环保部下发整改通知单，
要求责任单位定措施、定期限、定
责任人，确保整改到位，确保矿区
冬季安全生产。

朱 艳 刘伟林

天马山矿业公司
开展冬季安全生产

大检查活动

铜冠黄铜公司职工
日前在熔铸生产中查看
铸锭情况。今年以来，铜
冠黄铜公司在加强熔铸
设备管理中，积极对
M1 无芯炉振动下料系
统进行改造，加大黄铜
屑料投料比例，减少新
金属使用量。同时利用
熔铸 M3 有芯炉对接起
熔成功，并对更换下来
的 M3 炉体、M3 感应
体进行拆卸，及时进行
浇筑，以确保随时备用，
确保了熔铸生产保持稳
定运行。
王红平 汪 勇 摄

日前，安工学院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报告会。铜陵学院邵
军教授受邀为该学院教师作专题报告。报告紧紧围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紧扣当前热点旁征博引，生动阐释了“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主要
目标和基本理念。 傅大伟 徐婧婧 摄

日前，冬瓜山铜矿对全矿 19 个党支部进行了 2015 年度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检
查考评（如图）。相关部门检查人员对各支部的台账检查情况进行了反馈，指出了
不足，并就进一步做好党建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汤 菁 摄

为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天马山矿业公司金口岭矿区于 12 月 12 日举办了
职工钓鱼比赛。来自该矿区的 40 多名钓鱼爱好者参加了此次比赛。

朱 艳 吴 江 摄

安全是我们生产生活中离不开的
一个词汇。对于企业生产来说，安全更
是生产的第一要义。工作中我们进行
安全培训、安全教育、安全测评，都体
现了企业对员工的重视度。随处可见
的宣传标语，图片事例……使员工的
安全意识不断强化。

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安全意识，
那么这个企业是无法生存的，无

法令人信服的。多年来，金威铜业公
司狠抓安全生产，是对员工负责，对
国家负责，更是对企业自身发展负
责。

安全是企业生产的重中之重。安全
生产，意识先行。那么在生产中，员工更

要积极做到安全生产，遵守安全守则，对
于安全方面的法律要有基本的了解，安
全测试要认真对待。安全生产，意识先
行。生产中没有安全意识，那么早晚都会
对生产造成不良的影响。有了安全的意
识，我们还要行动起来，提醒他人做到不

违章操作，进入厂房时穿戴工作服，佩戴
安全帽，在安全区域进行安全操作。此
外，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制止他人违
规作业。

安全工作要从点点滴滴做起，重视
安全的企业，那么这个企业必将发展得
越来越好，对于企业和员工来说，安全生
产是双赢的选择。

桑 田

安全生产 意识先行

本报讯 为保障冬季设备安全运
行，近期，金昌冶炼厂熔炼车间以设备
安全运行、隐患及时排查整改及
“5S”管理等工作为重点，认真落实
各项设备管理工作。

在设备安全运行上，该车间树立
“重操作、重保养”的理念，坚持日常
点、巡、周、月、专检制度，有效开展
“5S”管理、“用修合一”、“设备五定
润滑”等工作，突出抓好职工的标准
化作业和用修合一的技能。尤其对起
重设备及其它大型重点设备坚持重点
环节重点监控，主动消除因设备造成
对生产的不利影响。

在设备防患治理上，坚持预检预
修制度。各班组充分利用计划换枪及
生产间隙时间，见缝插针地处理一些
设备隐患。对发生的设备故障，不论大
小一律要在一天内召开分析会，落实
防范措施和对防范措施的跟踪确认。
对重复发生的及长期抑制生产的设备
安全隐患有计划地进行整改、改进或
改造。同时，保证重点设备的备品备件
处于热备状态。

白艳蕾

金昌冶炼厂熔炼
车间加强冬季
设备管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