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铜山矿业公司以“夯实
综治基层基础，筑牢维稳第一道防
线”为原则，紧紧围绕矿区安全生产，
切实搞好矿区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创
建、维稳、法治建设，扎实有效地开展
综治工作。

该公司党政领导把综治、维稳工作
摆在重要位置，并纳入年度目标考核。
与公司各单位签订了《综治维稳责任
书》，坚持党政一把手主抓、分管领导具
体抓，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保一级、层
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对公司各个要害
部位要害岗位存在的问题，开展了专项
整治，严密治安防范，筑牢屏障保平安。
该公司把为职工群众创造平安的社会
治安环境作为构建和谐矿山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夯实社会治安管控
的前沿阵地，建立二级单位联动、联防
网络和联动协议书。积极开展矛盾纠纷
排查，全力维护矿区稳定，做到工作有
安排、有计划、有落实。

该公司针对职工群众关心的热点、
难点、焦点，以及带有苗头性、倾向性的
疑难信访案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预案
措施，主动走访、下访了解情况，做到苗
头性问题早发现、早预防、早化解，消除
了不稳定因素，真正做到矛盾不上交、不
激化。对信访案件制定了相应的应急预
案和管控措施。全力排查各种不稳定因
素，把矛盾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按照
“全覆盖、零容忍、严检查、重实效”的要
求，扎实开展动态安全检查，明确整改责
任单位、责任人和整改期限，严格整改抓
落实。加大对矿区门岗、监控室、要害部
位夜间值班情况的动态巡查力度，预防
各类案件发生。档案重新进行分类归档
整理，确保了矿山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机
制健康运行。

该公司大力弘扬法治精神，深化普
法教育。充分利用标语、广播电视、板报、
实物展示、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引导职
工群众自觉学法、懂法、知法、守法，使广

大职工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普法教育，
进一步提高了职工的法律意识。要求基
层单位做到管好自己的人，做好自己的
事，看好自己的门。充分利用公司微信、
短信平台方便快捷、覆盖面广的特点，以
短信群发的方式定期向广大干部职工发
出以综治、平安、维稳、反邪教等为主要
内容的综治温馨提示短信，注重群防群
治，营造综治和谐氛围。今年年初，该公
司保卫部积极开展了反偷盗工业器材专
项整治，对周边两个露天采矿场进行不
间断巡查，对重点人员进行走访调查，对
出现的偷盗案件进行排查，1 至 3 月份
出动保卫人员巡逻守夜 46 人次，并对
红线范围内的私挖盗采活动进行拉网式
巡视、巡查，封堵，收缴了私挖工具，挡获
了私挖盗采嫌疑人。

该公司在危化品管理运输上做到严
格保管使用，执行火工品的审批、发放、
领用、清退制度，每天对火工品的库存及
管理台账进行核对，确保火工品账、卡、

物相符。对重点防火部位、要害部位通过
综合整治，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促进了生
产的经营和发展，有力维护了生产的正
常秩序。同时，加强火工品、消防、危化品
运输、易制毒品、要害部位安全监督检
查，开展每周一次对寒山炸药库、各涉爆
单位火工品检查，坚持每月对放炮员更
衣箱检查。按规定对库管员个人信息卡
的管理、使用、规范和手持机操作流程进
行检查，落实岗位带班值班制度，组织举
办民用爆炸物品培训班，签订《爆炸物
品安全管理责任书》。对危化品运输安
全责任进行落实，加强驾修人员的安全
学习教育，增强安全意识，防止病车上
路，做到“一日三检”。加强防火安全检
查监督，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抓好危险化
学品、易制化学毒品的安全监督检查，避
免了涉危灾害事故发生。

该公司通过座谈演讲、板报宣传、召
开综治委会议及治安形势分析会等多种
形式，针对治安实际，制定预防措施，深
入基层单位，排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将
隐患防范在萌芽状态。开展“问计于民”
活动，动员广大员工为综治工作献言献
计，使综治活动深入人心，为实现矿区新
的发展目标和营造和谐稳定的良好矿区
环境而努力奋斗。 程中喜

夯实综治基础 筑牢维稳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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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6 年，金昌冶炼厂结
合当前生产经营和转型发展实际，围
绕安全环保、设备工艺、降本增效、管
理提升等方面大力实施职工培训教育
活动，不断提高安全环保管控、职工操
作及管理水平，促进生产经营稳定运
行，确保年度方针目标顺利实现。

该厂今年全年安排职工培训项
目 55 项，累计涉及人数达 2000 多人
次。其中，熔炼车间作为全厂生产的

重要核心单位，将提升职工操作水平当
作全年培训工作的重点，全年共安排了
转炉长培训、司泵工培训、贫化电炉培
训、设备维护保养培训等专项培训 11
项。动力车间在全厂要害岗位最多、危
险源较多，是安全生产重点防控单位，
因此该车间将职工安全教育培训作为
重点，广泛开展各个工序的应急预案知
识培训和演练活动，提升职工安全生产
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安全环保部在加

强对新修订的金昌冶炼厂安全环保六
项管理制度的宣贯培训的同时，做好质
计化验人员业务能力和廉洁从业培训。
党群工作部根据集团公司要求，将党员
素质教育作为今年培训工作重点，组织
开展党章党规党纪学习，提升广大党员
政治素质。

该厂在做好职工内部培训的同时，
有针对性地组织职工外出考察培训、进
修，扩大技术人员和操作骨干与其他单

位的交流学习，拓展其视野，增强技术引
进。为提升培训教育效果，该厂要求外出
考察学习人员学习结束后，必须提交外
出考察学习报告。为将学习培训力有效
转化为生产的推动力，该厂发挥学习培
训的效果，组织人员围绕生产过程中出
现的工艺瓶颈和难点问题，从工艺、技
术、操作、管理等方面加大攻关力度，促
进生产经营稳定有效运行。

齐宏明

金昌冶炼厂大力实施职工培训教育活动 本报讯 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教
育活动，在党员干部中掀起学习贯彻
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热潮，工程技术分公司党委开展反腐
倡廉教育活动。

该公司党委购买了《中国共产党
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教育读本，及时分发到各
支部，做到党员人手一册，并将集团公
司纪检工作会议和党群工作会议精神
的宣传贯彻作为学习的一项重要内
容，要求各支部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开
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各支部
利用党员时政教育学习、职工政治学
习日认真传达集团公司纪检工作会议

和党群工作会议精神，对集团公司董事
长杨军同志讲话精神进行重点学习，要
求广大党员干部强化看齐对标意识，在
政治方向上看齐，在把握改革发展大局
上看齐，在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上看齐，
在廉洁自律、干净干事上看齐。

为使学习教育活动取得实效，该公
司党委组织全公司党员开展了《中国共
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知识测试。通过宣传教育
活动的开展，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地
认识到廉政建设对每个工作岗位的重要
意义，真正从思想上预防腐败现象，从纪
律上制止腐败现象的发生，营造了“鞭
挞腐败、崇尚廉政” 的良好氛围。

丁 嵘

工程技术分公司党委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活动

本报讯 为全面推进优质
护理服务，进一步规范临床护
理技术操作，铜陵市立医院于 3
月 30 日举办了 2016 年优质护
理服务技术比武技能操作竞
赛。

据了解，参加本次技能操作
竞赛的选手是来自全院临床各科
室 88 名参赛选手经过首轮理论
考试得分前 20 名的选手。此次
技能操作是从卧床患者更换床单
法、约束法、协助患者翻身及有效
咳嗽、女病人留置导尿术、经鼻
（口腔）吸痰法、心电监护技术等
六个项目中随机抽取两项进行考
核。一位参赛护士说：“开展这样
的技能竞赛，能促使我们在搞好
本职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自
己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技术水
平。”

铜陵市立医院护理部主任孔
菁表示，本次活动充分检阅了医
院护理队伍的整体素质，充分展
示了青年护士特有的风采，从根
本上激发了青年护理人员热爱本
职工作、苦练专业技术的积极性，
同时更新了护理理念，规范了护
理技术，将有助于提高医院的医
疗服务水平，从而为广大群众提
供优质的服务。

童绪龙

护理技能比武
展天使风采

铜陵市立医院

3月 28 日，天马山矿业公司金口
岭选矿车间选铁工段维修人员一上
班，就接到车间的设备维修任务，5 吨
抓斗行车故障不能运行，已经造成铁
砂堆积过高，影响到车间正常生产。

8 时 10 分，维修班长琚现辉来到
作业场所查看原因，发现行车 22 千瓦
提升电机联轴器磨损，无法铰合，需更
换电机。问题找到了，可是如何更换电
机又让大家犯了难，这台电机有半吨
重，要从十多米高的主梁上卸下来，同
时从地面吊运一台新的电机装上。可
是现在车间抢修人员少，还缺少专业

起重人员，现场铁砂库存储的铁砂堆
积过高，也影响到了电机吊运。班长琚
现辉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思考了一
会，就有了一套抢修方案。他立即向设
备主管领导汇报维修现场情况，需要
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来到抢修现场协助
行车电机更换。等到技术人员到场，检
修工作随即展开，琚现辉先安排两名
维修人员到行车平台上拆卸故障电机
底脚螺丝，并嘱咐大家注意高空作业
安全，自己则带人到材料库房用板车
拉来电机和配件运送到行车下方，维
修人员克服行车平台操作空间狭小等

困难，小心翼翼地用手拉葫芦将故障
电机卸下，放置安全位置。紧接着，利
用另一台正常运行的行车将新的电机
吊运到维修行车主梁上，并安装成功。
虽然天气还有点冷，但是紧张的拆卸、
调离和安装过程还是让大家的额头上
都挂满了汗珠。9 时 30 分，行车电机
的更换工作全部结束，经过点检调试
后，设备投入正常使用。这场抢修战不
到两个小时就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为
生产争取了时间，保证了铁砂的正常
储备。

朱 艳 张 叶 周祖湘

我为设备维修人员点个赞
———天马山矿业公司金口岭选矿车间设备抢修侧记

本报讯 “2016 年 3 月份第三次
学习，有平同志主讲；2016 年 3 月份第
四次学习，友杰同志主讲……”在凤凰
山矿业公司 3 月份的中心组学习计划
上，列入主讲人的矿领导名字赫然在目。
从新年开始，除了处理日常分管事务外，
该公司班子成员们每周都要忙着按照学
习计划认真备课，自己首先学深、学透，
为在每周三的中心组学习日上轮流领学
做好充分准备。

面对当前严峻的经营形势，今年以
来，该公司党委切实发挥党委理论中心
组的带头和带动作用，把中心组学习作
为新时期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建设和干部
队伍建设的重要载体来抓，为完成全年
各项任务目标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保

障。形成长效机制。年初，该公司党委就
创新了中心组学习方式，制定学习计划，
明确了每一位班子成员的领学内容和领
学时间。除了每次学习规定一名领导领
学外，还推进了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
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建设，专门下发
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委中心组 （扩
大）学习的通知》，除领导班子参与学习
外，还将党群工作部、办公室、人力资源
部、财务部、机动部负责人及所在党支部
负责人列入参学名单，全面提高职能部
门领导干部的理论素质和决策水平。夯
实学习内容。矿业公司党委中心组（扩
大）学习紧贴政治理论学，及时将《集团
公司纪检工作会议精神》、《杨军同志在
集团公司纪检和党群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等最新精神进行宣传贯彻。紧贴中
心工作学。中心组成员始终坚持围绕矿
业公司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如安全生
产、挖潜增效、节能减排等，以及职工中
存在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确定学习
主题，认真查找差距，把完善学习内容、
提高自身学习力作为提高学习能力的重
要环节，常抓不懈，力求学得生动、学得
深入、学得有效。加强督促检查。该公司
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严格实行签到
考勤制度。要求参学人员不准缺席，对
因公外出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学习的，
要求履行请假手续。同时，对学习的指
导思想、学习内容、学习要求、学习的方
式作了明确要求，确保考勤到位、内容到
位、时间到位、记录到位。 吴美娜

凤凰山矿业公司党委中心组学习新机制激发新活力

为提升教师学习使用新技术新工艺的能力，安工学院在本学期开展了新技术
系列讲座，讲座共分四讲。3 月 25 日下午，电气工程系教师邵健作了系列讲座的
第一讲（如图），主题为《解读物联网》。

傅大伟 徐婧婧 摄

为进一步推动企业文明创建工作，美化工作环境，3 月 29 日上午，铜冠建安
公司机关党支部组织机关全体人员开展了义务劳动，对该公司机关卫生责任区内
的杂草、落叶、白色垃圾等进行了清扫。图为该公司机关人员正在拔除草坪上的杂
草。 李海波 摄

4 月 26 日 13时，金昌冶炼厂硫
酸车间循环水 1 号泵房负一楼管道
地坑里的循环水主水管道突然泄漏。
由于事发突然、管道漏洞较大，尽管该
岗位生产工在第一时间发现管道泄
漏，关停、关闭了运行中的循环泵和相
关闸阀，喷涌而出的水流还是淹没了
管道地坑，并漫溢到负一楼，水位距负
一楼的 3 台冷水泵 400 千瓦高压电
动机和 3 台热水泵 280 千瓦低压电
动机基座不到 10厘米。

设备故障就是命令。担负金昌冶
炼厂设备维修保障任务的工程技术分
公司金昌项目部调度中心、铆焊管道
班和电气二班值班人员立即赶到现
场，在项目部分管领导组织指挥下迅
速投入抢险、抢修。很快，铆焊管道班
班长曾杰带人用板车拖来两台潜水泵
放入地坑，电工接通电源，潜水泵往外
抽水；为加快排水速度，争取抢修时
间，又陆续增加 4 台潜水泵，6 台潜水

泵同时工作大大加快了排水速度。
约 17 时，地坑里的管道全部露出，

维修工们穿着胶靴下到地坑里开始排
查，寻找管道泄漏点，经细致检查发现，
连接在循环水进水主管道上直径 800
毫米的水质净化器一处腐烂了一个大
洞。根据金昌冶炼厂不久将停产大修和
目前生产需要情况，抢修时间及水质净
化器整体状况，现场抢修经验丰富的维
修工们在征得业主单位同意后，决定在
漏洞处打补丁焊接修补。天色渐黑，电工
取来 36 伏变压器及灯头、灯泡、电缆，
接上检修照明灯具；为赶时间，所有抢修
人员在现场吃盒饭解决了晚餐。抢修工
作按预定方案有条不紊进行，电焊工在
待焊接修补的水质净化器进水端主水管
道上用风焊切割开了一个天窗，放入与
管道直径同样大小的一块圆铁板，堵住
进水主管道里残留余水后，便开始下料，
给水质净化器腐烂的洞口打补丁进行焊
接修补工作；腐烂洞口焊接修补完工后，
再拆去进水主管道里检修焊接水质净化
器漏洞时堵水用的圆铁板，焊接封闭进
水主管道上的天窗。直到深夜 12时多，
整个抢修工作全部结束，硫酸车间生产
恢复正常。 嵇家保

紧急抢险抢修

原有色第一冶炼厂离休干部陈玉
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6 年 4
月 1 日上午 9 时 20 分不幸逝世，享
年 86岁。

陈玉昇同志生于 1930 年元月，
江苏省睢宁县人，1948 年 9 月参加革
命工作，1949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

陈玉昇同志于 1948 年 9 月从学
校分配至安徽宿县潘山大队工作，先
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27 军机要处机

要员、8011 师司令部机要科机要员等
职。1956 年 12月转业，先后在铜官山
矿务局、铜官山钢铁厂、铜陵有色公司
行政处房产组、凤凰山铜矿、第一冶炼
厂工作，历任组织干事、团支部书记、
车间副主任、基建科副科长、纪委副书
记、审计监察科科长等职务，1988 年
7 月离休。

陈玉昇同志遗体在深圳市火化。
铜陵有色稀贵金属分公司

2016 年 4月 2日

陈玉昇同志逝世

铜山矿
业公司面对
重重困难与
压力，在全
体员工中树
立过“紧日
子 ” 的 思
想，严抓过
程管控，细
化 责 任 流
程，精化成
本控制，从
源头杜绝各
类浪费现象
的发生，力
争 节 支 降
耗、挖潜增
效 取 得 实
效。图为该
公司尾矿库
管理车间员
工日前在回
收储砂池堵
包用的蛇皮
袋。
张 霞
郑宝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