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针对近期低温寒潮和强降
雪天气对巷道顶帮板存在围岩张力、裂隙
浸水等干扰因素，冬瓜山铜矿充填区立即
启动特殊天气顶帮板监护应急管理模式，
确保生产安全。

受表土层变化和巷道围岩破碎带裂
隙渗水等因素干扰，恶劣气候同样会对
顶帮板产生潜在的隐患故障。为此，充填
区自元月 19 日起，启动低温寒潮顶帮板
应急管理模式。首先是从维修班组抽调
三名专业支护人员，每天携带找顶钎、手
撬等工具，跟班做好放砂口、充填巷等区
域顶帮板浮石隐患故障排除。其次是加
大生产班组对作业过程中顶帮板的巡查
频次，各班组在填写交接班记录时，必须
详细记录作业现场顶帮板变化情况。提
前组织人员对东西狮子山老区破碎带、
排水沟清理疏通工作，预防积雪融化对
顶帮板的浸泡。另外，各班组在二次派班
时，向职工传授“围岩裂隙牙签承压”自
测法、“粉笔线辨别围岩裂隙是否移动”
等小妙招，时刻掌握顶帮板变化的蛛丝
马迹。在周密做好人力防控的同时，区里
对爆破区、回风巷等重点区域设置了醒
目的警示牌和防护隔离网，提醒过往作
业人员注意顶帮板安全。 汪为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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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安全生产环
保工作，消除各种安全隐患，确保“两
节”期间运输生产安全，日前，铜冠物
流公司成立八个小组分赴各基层单位
作业现场开展安全环保综合检查活
动。

该公司在安全环保综合检查中着
重围绕去年四季度查出的隐患及安全
带班所查的隐患整改情况，冬季防寒防

冻工作开展情况，“安全环保，意识先行”
活动评比考核，“三标一体”、“5S”开
展情况，环保、职业健康工作开展情况；
“六打六治”专项工作开展情况，“安全
主题月”活动开展情况以及安全生产管
理协议、外协队伍管理、特种设备管理、
内部外协人员管理、经营资质、消防安全
等方面，采取现场检查、查看资料等形
式，以确保综合检查质量。 王树强

铜冠物流公司开展安全环保综合检查活动

本报讯 为强化冬季安全生产
“防火、防寒、防冻、防泄露中毒”措施
的排查治理力度，堵塞安全漏洞，确保
矿业公司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凤
凰山矿业公司即日起开展为期三个月
的冬季安全生产检查活动。

此次冬季安全生产检查分为宣传
发动阶段、检查整改阶段和总结提高
阶段。

宣传发动阶段采取多种形式层层
学习传达集团公司冬检活动文件精
神，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冬检活动方
案。

检查整改阶段，发动全体员工，结
合季节特点，针对生产过程中的重点
场所、要害部位和关键环节，组织开展
自查自纠活动。

总结提高阶段，重点总结冬检活动
中形成的好做法和经验、隐患排查整改
结果、活动期间暴露出的问题及今后的
防范措施和建议。

为使冬季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取得
成效，凤凰山矿业公司成立组织机构，单
位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
人，分管安全生产的领导负责具体事宜。

各单位制定详细、具体的冬检活动
方案，做到工作责任明确、时间节点具
体、阶段任务落实有力。

活动中，该公司坚持边检查边整改，
以检查促整改。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制定
切实可行的计划和措施，彻底消除事故
隐患；对暂时不能整改的隐患，制定防范
措施，明确责任人，限期整改。

王松林 段青

凤凰山矿业公司开展冬季安全生产检查活动

本报讯 刚刚过去的一年，技术
中心紧紧围绕“十二五”发展规划和年
度方针目标，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全力
提质增效，去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6877 万元，实现利润 1193 万元，同比
增长 10.37%，超额完成了集团公司年
度考核目标。

该中心坚持强化科技管理，体系建
设、项目管理、科技成果、创新型企业建
设成效显著。加强创新体系建设，该中心
组织开展了“铜基电子材料及成型技术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申报前期工
作，得益于“科技管理信息化平台”的正
式投入使用，极大提高了该中心工作效
率和科技成果的利用效果。2015 年，该
中心组织完成了 2014年 178 项科技实

施计划项目的检查和部分项目的费用
核销工作，项目完成率 87.64%；编制
下发了集团公司 2015 年第一、二批
科技项目实施计划，共安排项目 198
项；组织“铜基电子材料及其装备”等
8 个项目申报安徽省 2015 年重大科
技专项和重点科技计划项目。

围绕集团公司生产实际，加强科
技攻关。该中心本部各研究所去年共
计开展科研项目 40 余项，专业研究
成果斐然。采矿研究所“天马山矿段
负 175 米中段以上采空区充填治理
及残矿回采方案研究”等 9个项目通
过验收，获得集团公司科技创新成果
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选矿研究所获 2015 年度安徽省

科学技术二等奖 1 项，铜陵市第十四次
科学技术一等奖 1 项，集团公司科技创
新成果一等奖 2 项及三等奖 2 项，取得
国家授权专利 3 项；冶金研究所获集团
公司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 1 项，铜陵市
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 1项。

积极拓展内外市场，科技经营效益
稳中有进。该中心全年开展设计咨询项
目 100 余项，通过集中优势力量，重点
抓好集团公司内部项目建设。在做好公
司内部项目的同时，积极拓展外部设计
市场，完成了多个项目的设计咨询，3 个
项目获 2015 年度全国有色金属行业部
级优秀工程设计奖和优秀工程咨询成
果奖。同时，检测研究中心通过了国家
实验室认可的监督评审和安徽省质监

站的复评审，主持和参与起草了国际标准
2项，国家标准 1项，行业标准 6项。能源
公司开展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6 项，完成设
备合同金额 461 万元，合同能源金额约
570 万元。

推进卓越绩效，稳步提升管理能力和
水平。该中心通过持续推进卓越绩效管
理，荣获集团公司 2014 年度铜冠质量
奖。去年，该中心认真研究谋划，根据设计
研究院和检测监测工作特点，拟定设计研
究院和检测中心改革改制初步方案，并报
主管部门审核。通过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
与应用，ERP 系统按期投入运行。持续开
展标准化工作，顺利通过省质监局 4A 级
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三年复审。

傅大伟 张 蓓

技术中心提质增效推动生产经营稳步提升

本报讯 近日，铜山矿业公司召
开职工代表大会，全面总结 2015 年
工作，分析矿山当前形势，明确今年
“五项”重点工作。

今年，该公司重点工作：一是不断
加快转型步伐，推进矿山达产达标。合
理调配资源，快节奏推进生产，积极实
施探采结合、薄厚配采、井下露天互
补，井下出矿中段达到每日 1500 吨
的目标，实现生产持续稳定。加强质量
管理和监督，优化经济指标，有效降低
原矿贫化、损失率。强化过程管控，加
大对生产关键环节控制，完善采、出、
选生产系统保障机制，强力推进采掘
衔接，对各采掘作业面实施动态管理，
保障后续采场有序衔接。强力推进探
矿工作，大力推进岩山吴副负 345 米
以下地质探矿、前山南负 301 米以下
30 号、29 号盲矿体普查及地质探矿
等工作。

二是不断完善设施，构筑安全环
保矿山。严格执行安全管理制度，保持
反“三违”高压态势，以零隐患、零违
章、来保证零事故。采用定期、不定期
等多种方式，加强各类安全隐患的排
查，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和问责

制，强化各级安全管理职能，建立安全
管理长效机制；加强安全标准化体系
建设，按照科技环保的要求，继续加大
环保投入，确保环保设施连续稳定运
行，为矿山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三是不断持续改进，全面提高矿
山质量。进一步加大成本管控力度，严
格落实责任和奖罚制度，层层实施、层
层把关。强化全面预算管理的执行和
考核，在执行过程中不得随意调整，不
得超预算办理任何事项。深入开展对
标管理，指标目标分解进行月度跟踪
考核，并分解到各班组和岗位。大力推
进挖潜降耗工作，通过对非定额材料
的控制、材料、备品备件费用控制，保
障费用不超标。构筑供、购管理新平
台，加大对物资的调剂，降低生产成
本。严防跑冒滴漏，加强对风、水、电的
管理，控制大型设备的开启，建立完善
的修旧利废管理制度和奖惩办法。加
强能源考核，减少非生产用能，厉行节
约，杜绝浪费。

四是不断攻坚克难，促进可持续
发展。建立起多渠道、多形式的合作
交流机制，围绕资源开发与合理利
用、生产系统工艺优化、项目建设设

计与施工优化、安全高效、节能降耗
等方面开展工作。围绕产能开展科技
攻关，对深部矿体进行研究，组织科
研人员对周边的残小矿体、围岩稳固
性差的矿体以及埋藏深、产状和地下
水复杂的矿体进行研究，优化采场结
构和回采技术参数，合理规划开采顺
序和品位搭配；根据矿石品质和品位
的变化，优化选矿工艺及技术参数，
最大限度地回收资源。继续对采掘充
选系统进行优化，加强对通风系统的
研究，结合采掘布局对通风系统进行
优化，调节作业气候，创造良好的工
作环境。

五是不断提升责任意识，推进人
企共同发展。以促进发展为目标,切实
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
作优势，创新党建思想工作方法。高度
重视技术人才的培养，抓好送温暖工
作，大力开展劳动竞赛活动，完善激励
机制，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
促进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推进
企业文化建设，紧密结合公司实际，重
塑企业精神，形成具有铜山特色的企
业文化体系。

夏富青

铜山矿业公司确定今年“五项”重点工作

今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郑守明，是
冬瓜山铜矿提升一区一名起重工。他
在矿山起重工岗位坚守了二十多年，
完成换绳作业近百次，是一位工区放
心、班组信任、工友称赞的好员工。

冬瓜山铜矿主井深达 1100 多
米，井筒提矿箕斗的每根首绳、稳绳、
尾绳均重达十几吨，每次主井换绳作
业时均需起重工、钳工、焊工等多工
种配合作业，作业人员多、连续作业
时间长、所用各类工具多，其中起重

工在换绳作业中挑大梁、唱主角。从
事起重工工作二十多年的郑守明，对
在井筒作业有着丰富的经验，多次参
与竖井急、难、险、重的检修任务，得
到了工友们一致称赞。2014 年元月
份，天气寒冷，冬瓜山铜矿主井第一
次使用换绳车更换主井首绳，在换绳
作业前几个星期，该区就进行了大量
的准备工作，在正 95 米主井井口风
门处，连续一个多星期都看到郑守明
带领几名维修人员在井口做准备，拆
除井口风门、架设工字钢、固定换绳
车配套组合天轮等。郑守明背着保险
绳，忙上忙下，迎着井口接近零度的
寒风一干就是四、五个小时。在首绳
更换时，时值大夜班凌晨作业，寒风

吹在脸上如刀割般，高空作业时人被冻
得直打哆嗦，身为副班长的郑守明二话
没说，背上保险绳下到作业平台上，迎
着寒风作业一干就是一个早班，保障了
夜间作业的工作进度和安全。

主井钢丝绳的维护和检查直接关
系到主井的安全生产和钢丝绳的使用
寿命，每次主井首绳的维护，郑守明都
积极主动参与，认真盘点换绳有关零部
件、工具、材料的准备情况，坚持做到每
周首绳、尾绳点检工作，并对首绳、尾绳
绳径，断丝情况作详细记录，保障了钢
丝绳的安全使用，为首绳使用寿命的延
长做出了积极贡献，工友们都称他是主
井“守护神”。

廖友健

郑守明：主井“守护神”

2016年 1 月 8 日的《安徽日报》第六
版“社会广角”专栏刊登了“走路看手机，
女子坠河身亡”的社会新闻。笔者随机在
网上搜一搜，找到了不少类似的事故。近
日笔者在铜陵市长江西路天桥路口多次
看到，有些青年人只顾玩手机闯红灯的现
象，志愿者们吹哨子、喊话也制止不住。

据报道，我国有 12 亿人使用手机，其
中有 8 亿多人使用智能手机。因此，有的人
就说 “这都是智能手机惹的祸”。笔者认
为，这种说法不妥。因为，智能手机是现代
科技进步的产物，它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
带来了便捷，想找什么，只要轻轻一点，都
能马上知道。因此，玩智能手机使不少人特
别是青年人成“瘾”、成了“低头族”，一时
一刻也离不开手机的 “瘾”，已成为病态
了。现代科技给人们带来了好处，但是辩证
法告诉我们，凡事都有利有弊，如果掌握不
好度的话，再好的事物也会向相反的方向
转化。没有智能手机之前，看不到这么多的
“低头族”，也没有人为玩手机而付出生
命。那时，我们会在一起高高兴兴地聊天、
家人聚餐时会相互交谈，其乐融融，不会有
如今饭桌上大家各自低头刷屏的情景。

错不在智能手机，而在使用智能手机
的本人。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特别是当今
的社会是个创新发展的社会，人创造了各种
各样的先进科技产品，我们要有能力来驾驭
这些产品，否则，一旦人们成为先进科技产
品的“奴隶”，那就必然要走向反面。殷修武

玩智能手机也要注意安全

1 月 29 日，铜陵市立医院召开 2015 年度表彰大会会议，总结成绩，部署该院今
年工作。会上，荣获该院 2015 年度的 5 名突出贡献奖，13 个先进集体，36 名优秀员
工等分别受到表彰。图为2015年度突出贡献奖获得者接受领奖。 童绪龙 摄

1 月 31 日，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工程项目部洋溢着团结、和谐、欢乐的氛围，
由项目部开展的迎新春系列文体活动正在进行中。该项目部领导和 50 余名员工
欢聚一堂，共贺新春。图为现场集体跳绳。 傅大伟 刘 萍 摄

日前，稀贵金
属分公司举办了以
“凝心力、同奋斗、
铸辉煌”为主题的
迎新春联欢会。职
工们自编自演了舞
蹈、歌曲等多种形
式的精彩节目，抒
发自己对祖国的热
爱、对公司的祝愿
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之情。

章庆 摄

本报讯 去年至今，凤凰山矿业
公司把推进姚家岭工程建设作为当前
和今后的工作重点，加速姚家岭项目
工程建设步伐，认真落实 “安全、优
质、高效、廉洁”的建矿思想，积极推
进项目建设。

探矿工程是推进新矿建设重点工
作。该公司已经实施的 1号探矿井于
去年 3 月 30 日开工,截止 12 月底累
计完成掘砌施工 40 米;2 号探矿于
2014 年 12 月 20 日开工，截止 2015
年 12 月底累计完成井颈段掘砌
115.6 立方米，掘进量 7981 立方米，
支护量约 1610 立方米。同时，所实施
的 4 号探矿井也于 2015 年 6 月底完
成了 900 米进场道路的修整工作；截
止去年底完成了井架基础、卷扬机房
基础、稳车基础、沉淀池等施工工作。
目前，探矿斜坡道正在进行安全专项
报批。

对辅助工程，该公司从供电工程
入手，实施的 35 千伏临时变电所场

地平整及进场道路工作已于去年 11 月
份结束，达到了开工要求。到今年 1月，
这一重点工程的 110 千伏线路完成 27
基杆塔基础浇筑及安装工程，35 千伏临
时变电所土建工程招投标工作及电气设
备租赁事宜正在办理中。供水工程到今
年 1 月初，该公司已经完成了全部管道
安装施工、设备安装、泵房建设，完成供
电台区施工工作并通过检测。

科研项目是推进新矿建设的科技基
础。集团公司科技管理部组织的选矿专
家组已对 《姚家岭负 500 米至负 900
米矿段矿石选矿试验报告》 进行了评
审，并通过了验收。《姚家岭锌金多金属
矿矿岩物理力学性质研究》报告已编制
完成。《姚家岭锌金多金属矿前期采矿
工艺技术研究》及《姚家岭负 200 米至
负 500 米矿段矿石选矿试验报告》工作
已启动，正在准备前期相关工作。《姚家
岭矿床的矿体三维变化规律与储量动态
估算研究》 已通过地质专家组立项审
查。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段青

凤凰山矿业公司多措并举确保新老矿山顺利接替

铜冠物流金运物流分公司始终把关爱职工，帮助职工解决困难作为增强企业
凝聚力，稳定职工队伍的重要工作来抓，真心实意、踏踏实实为职工办好事。图为
在春节来临之际，该分公司相关领导将慰问金送到困难职工家中。 汪开松 摄

本报讯 1 月 27 日，有色建安
钢构公司几位负责人，带着该公司全
体员工的一片爱心，来到市人民医院
重症室，向该公司生产工艺部员工张
胜东家庭送上两万余元的爱心善款，
接过善款的张胜东不胜感激，反复说
道：“感谢领导，感谢企业！”

张胜东原本拥有一个小康之家，
妻贤子孝。1 月 22 日，张胜东年仅
19岁的儿子张成功在擦拭窗户时不

幸坠落，导致盆骨粉碎性骨折，右腿
全部骨折，肺部受到严重创伤，现仍
在市人民医院重症室治疗，已发生费
用 15 万元，后期还需治疗费用约 50
万元。

该公司得知后，立即向全体员工
发出献爱心倡议，各部门员工纷纷向
这个不幸的家庭献出自己的一份爱
心，向困难职工家庭送上公司大家庭
的温暖。经过倡议，该公司共筹得善

款两万余元。
据了解，该公司为提高企业凝聚

力，让员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在工作
中始终坚持“五必访”制度，即有病必
访、有困必访、有亲人亡故必访、子女上
大学必访、员工结婚必访，同时，每年春
节开展向家庭生活困难的职工送温暖
活动，让职工感受企业大家庭的温暖和
关怀。近年来，该公司共发放慰问金 10
余万元。 陈潇 谢玉玲

有色建安钢构公司关爱职工提高企业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