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提高企业经济护卫人员素质，增强民兵武装队伍力量，日前，金昌冶炼厂邀
请集团公司武保部协调军事业务教员，对新进的保卫人员实施强化军事训练。图
为该厂通过内部转岗到保卫部门的 6名新进人员正在接受军事训练。

齐宏明 刘勇 摄

为更好地保护女职工身心健康、维护女职工权益，近日，金冠铜业分公司组织
女职工学习了最新出台的《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和《安徽省女职工劳动
保护特别规定》，对新规定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解读。图为该公司女职工在观看宣
传栏上计划生育等相关规定。 封保敏 摄

本报讯 为进一步
夯实安全基础，提高矿
山安全生产过程控制和
精细化管理水平，强化
现场安全管理，日前，铜
山矿业公司开展第一季
度安全环保职业卫生综
合大检查暨防洪专项检
查活动。

为了确保安全隐患
大排查各项工作落实到
位，该公司及时制定下
发了活动通知，明确了
活动目标，成立 6 个专
项小组，由领导班子成
员牵头，重点检查范围
是矿山新老区井下和地
表、危险化学品、民爆器
材、应急救援救护器材、
矿区道路运输、人员密
集场所消防、建筑施工、
特种设备、公共场所安
全、环境安全、地质灾害
防范等重区域和岗位。
检查新区各中段采场及
掌子面顶帮板和通风、
各中段文明生产管理、
标准化硬件设施维护、
各点标识牌、警示牌完
好、新区六大系统、民爆
器材使用、运输、储存等
全过程安全，检查仓库

保管和爆破器材出、入库检查登记制
度等各项安全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
严防民用爆破器材丢失和被盗；在特
种设备、放射源安全检查中，重点检
查特种设备日常检测维护保养、露天
及周边安全生产状况和地表设备实
施防寒防冻等制度执行情况，确保安
全运行。对此次大检查中发现的各类
问题和隐患，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
案，明确整改责任，落实整改措施。各
单位认真开展安全生产自查，对检查
发现的隐患和问题，立即采取有效措
施予以整改，一时不能整改的，要制
定落实防范措施，限期整改。

对安全管理各项制度和基础资
料进行梳理，进一步完善安全管理制
度和基础台账。对检查出的问题按安
全隐患整改销案要求，立即整改、反
馈、验收，确保问题和隐患及时整改
到位。通过安全隐患大排查活动的开
展，进一步增强了该公司广大干部职
工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切实提高
了安全风险管控能力，确保公司全年
安全生产目标的实现。

洪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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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万事开头难。一个人，
从平凡实现卓越，根本没有什么“神
奇时刻”，成功的惟一道路就是清晰
的思路、坚定的行动，而不是所谓的灵
感。努力再努力，光明就在前头。

思路决定出路，方向决定成败。成
功完成一项事业，需要从一开始就有
清晰的目标，做好详细的规划，然后朝
着一个方向，不畏艰险，义无反顾，不
断向前，就能实现人生的超越。

能改变自己的，只有自己。就像一
名石匠面对自己所做的工作，可以疲
惫地说自己在打石头，也可以充满自
豪地回答自己在做一件艺术品。不同
的心态，赋予了同样一项工作截然不
同的价值。只有心怀崇高，才能有足够
的信心和勇气，面对困难，面对挫折，
在失败面前百折不挠。

有这样一句话：“没有好习惯，成
功不容易；有了好习惯，失败不容
易。”的确，细节决定成败。在工作中，
要脚踏实地，从一点一滴做起，把每一
件小事做好，每天进步一点点，日积月
累不断进步，不断完善，精益求精，最
终就会实现质的飞跃和突破。无论做
什么工作，一开始必须勇于付出艰苦
的努力，用足够的坚持，才能让事业走
上平稳发展的快车道，最终实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这
样一句话：“优秀是一种习惯！”一个
人，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培养良好的
习惯，才能形成优秀的品质，最终铸就
人生的辉煌。 朱吉红

优秀是一种习惯

冬瓜山铜矿运输区现有职工
113 人，主要担负着全矿井下主运
输线负 875 米每年 416 万吨矿石的
运输生产与维修服务任务。近年来，
为了做好综治维稳工作，该区始终
坚持把维稳作为第一责任贯穿到日
常工作中，努力做到维稳与日常工
作相互结合，相互促进，采取多项措
施，确保全区和谐稳定。该区连续多
年荣获冬瓜山铜矿 “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先进单位”称号。

提高认识强责任。该区坚持把
发展、稳定、和谐作为首要任务，把
信访稳定工作与安全生产、降本增
效、经营管理等日常工作紧密结合。
根据生产特点和人员分工情况，成
立了以区党政主要领导为区综治负
责人，成立以班组为单位的综治职
能小组，班长担任小组长，综治成员
分班组包干，采取月头报计划，月末
总结汇报和平时沟通、协调的方式，
从源头发现综治隐患，落实解决方
案和责任人，保证班组这个最小管
理细胞的稳定，加大不稳定因素的
摸排力度，强化交流沟通，畅通信息
渠道，形成点面结合的维稳信访工
作网络，确保全区和谐稳定，从而有
力地促进了全区的安全生产。

调整思路细安排。为了搞好工
作衔接，确保和谐稳定，年初该区组

织综治成员召开维稳工作专题会
议，充实维稳队伍，明确分工、各负
其责，对各班组的情况严细摸排，
做到心中有数，重点防范，及时化
解矛盾，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有针对性地对辖区地表井下生产
维修区域进行定期检查整治，对重
点地段设施以及其他废旧物资进
行正确摆放保管并重新登记造册，
对炸药雷管等火工材料有效管控，
领取及多余返还时必须由班长及
爆破手参加验证；对送外维修的备
品备件材料，区主要领导及材料备
品员签字确认后，严格按程序操
作，做到谁经办谁负责；对违章及
偷盗行为及时制止并及时上报矿
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结合工作重宣传。该区结合工
作性质，按照矿有关维稳要求，及时
制定维稳工作实施方案。加强民主
管理，深入推进区务公开，对涉及到
职工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如
工资奖金分配明细账及时上墙公
布，对评先竞优、工作岗位调整等，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及时
进行释疑解惑，化解矛盾；落实信访
调解及“送温暖、献爱心”与扶贫帮
困慰问工作，不断满足职工的合理
诉求。同时，利用派班会以及学习日
组织职工学习《刑法》、《治安处罚

条例》、《冬瓜山铜矿职工奖惩条
例》 以及反邪教普法等法律法规，
加强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律意
识，引导和教育职工转变观念，提高
自身素质，从而使职工懂得什么能
做，什么不能做，并结合一些案例分
析“现身说法”，使职工争做综治维
稳工作的传播者。以“一带一，一帮
一”的方式，互帮互助树新风。

强化值班勤沟通。近年来，针对
区里陆续分配来的人缺乏对艰苦岗
位认识的现状，支部除要求值班区
干对其教育外，还及时召开座谈会
并进行家访，找其谈心，帮助其转
变思想观念，改正缺点；对于迟到
缺勤等情况严格按照《劳动纪律和
不安全行为管理规定》 进行处罚；
对于涉赌人员，班子成员通过“零
距离”贴近职工家属，及时为他们
做好政策解读答疑解惑到家庭，把
问题解决到个人，做好一人一事的
思想帮扶，赢得理解和支持，把矛
盾化解在萌芽，做到结合工作抓维
稳，确保安全和谐两不误，实现日
常工作与维稳信访的 “双丰收”。
2015 年，该区安全高效地完成矿
石运输 420 多万吨，创建区以来最
好水平，全员也做到了无一例违法
违纪现象的发生。

左 勇

强责任 细安排 重宣传 勤沟通
———冬瓜山铜矿运输区加强综治维稳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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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希望师傅们不仅要传
授好的技术，同时还要传授好的工作
作风，为公司培养一批技术能力过硬，
工作作风扎实的青年技术骨干。”这
是凤凰山矿业公司党委副书记吴斌日
前在该公司“拜师带徒”签字仪式上
对师傅和徒弟们寄予重望的一番话。

多年来，该公司始终把“拜师带
徒”工作作为矿山培养青年技能成才
的重要途径。针对矿山人才短缺、青工
技能较为薄弱这一现象，该公司团委

不断创新提升青工素质的方式方法，认
真组织那些在职业道德、业务技能、工作
成绩等方面都比较优秀的科技人员、技
术工人，通过签订师徒合同，使青工队伍
的整体素质得到稳步提升，有效地推动
了企业青工技能振兴计划的实施。

开展拜师带徒工作，就是要充分发
挥技能骨干的传、帮、带作用，大力开展
以“带作风、带技术、带业务”为主要内
容的师带徒活动。通过师傅的言传身教，
使青工更好更快地掌握本岗位所需的实

践知识和操作技能，尽快培养一批青
年技术骨干，使更多的青年职工成为
品德优良、技术精湛、贡献突出的青年
岗位能手，解决目前公司存在的许多
岗位青黄不接、青工技术接替不上的
问题。

今年，该公司师徒结对 17 对 24
人，涉及的工种有铲运车司机、运提
工、装载车司机、地质技术、压风工、
水泵工等专业工种。师徒签订合同，
明确各自的职责、培养目的及保证

措施。拜师带徒领导小组严格师带徒活
动的考核工作，将在原有考核工作的基
础上与月检查、季小结、半年考核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期满考核鉴定。拜师带徒活
动领导小组将根据最终综合成绩得分情
况评定出合格出徒与优秀出徒，同时给
予师徒一次性奖励；对优秀出徒弟者，可
参加“最佳师徒”的评选，并在今后上
岗、晋级、晋职、推优、入学深造等方面优
先考虑。

段 青

凤凰山矿业公司“拜师带徒”为企业发展增添新动力
本报讯 为了不断挖掘内部生

产潜力，促进各岗位标准化操作 ，
确保阳极板各项技术指标达标，提
高外卖阳极板质量，金昌冶炼厂熔
炼车间 4 月 20 日至 4 月 30 日开展
阳极炉“强化操作、确保质量”短途
劳赛活动。

此次劳赛以个人参赛为单位，
根据考核结果取前 3 名进行奖励。
劳赛要求炉前做到标准化操作，确
保铜水温度及流动性好，加足石英
石，除净渣、氧化到位、还原适中，避
免出现氧化板、起硫板。单炉操作时
间为 4 小时，单炉产量 1 号、2 号、3
号炉为 300 块；0 号炉 330 块；每炉
废品要小于 3 块，阳极板厚度控制
在 48±3 毫米之间，每炉阳极板飞

边毛刺控制在 5 块以下，每炉阳极板
断角（裂纹）控制在 3 块以下，阳极板
角应拨起，不得过肥有夹层，阳极板表
面不得有鼓包、结渣。

此次劳赛由各班组长负责组织、
安排，根据综合考核成绩，发放组织、
管理奖。参赛选手按规定穿戴好劳保
用品，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一旦发生安
全、操作事故，取消比赛成绩。每班炉
长、拉煲工必须参加，另有志愿参赛者
也可报名参加。

今年以来，该厂除开展好 7 项厂
级劳动竞赛之外，还鼓励支持各车间、
各班组结合生产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
自主劳动竞赛活动，提升劳赛活动开
展的效果，达到促进生产经营稳定发展
的目的。 白艳蕾

金昌冶炼厂熔炼车间
开展阳极炉“强化操作、确保质量”短途劳赛活动

工作在生产一线，一路走来，他
以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和忘我的敬
业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奋工作、
默默奉献。他就是天马山矿业公司
金口岭选矿车间精矿工段维修工蒋
其如。

蒋其如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兢
兢业业，勤勤恳恳。选矿车间尾砂通过
水隔离泵输送到井下，设备维修工作
经常受到环境和条件的限制，遇到的
困难也比较多，但他从不叫一声苦和
累，经常和工段维修人员一起到井下
水隔离泵系统维修现场，协助维修人
员及时处理好水隔离泵各系统出现的
设备问题，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为更
好地处理设备维修工作积累了经验。

去年 9 月的一天夜里，井下负 171 米
中段的水隔离泵系统出现故障，不及
时维修就会影响正常生产。接到单位
的维修通知，他立即赶到工作现场，经
检查是多级泵损坏，急需更换，但仓库
里没有库存的多级泵，为了保证生产
的连续性，他连夜对多级泵进行临时
大修组装，凌晨 3 时许，多级泵组装
结束后，他又马不停蹄地把多级泵运
送到井下进行安装，一工作就是一个
通宵，直到清晨水隔离泵系统恢复了
正常的运转。

凭借多年的维修实践经验，蒋其
如深知一台设备保养不及时、不到位
或维修不彻底，即使设备能运转也是
“带病”工作，很可能会造成更大、更
多的故障发生，不仅增加了维修量，而
且维修成本也会加大，给单位的经济
利益带来一定的影响。为了杜绝此类
现象的发生，他在设备管理上严格执
行日常巡查、点检、周检和危险源监控

制度，确保设备安全运转。
工作之余，蒋其如积极参与或组

织修旧利废、双增双节、五小攻关等活
动，每年为单位节约成本数万元。他
最大的兴趣就是拆除废旧备品及
废件，进行小改小革以提升自己的
维修技能。精矿工段井下负 176 米
水隔离泵经常出现跑浑现象，罐体
内砂子经常涌进清水池内，影响了
多级泵的使用寿命，他仔细查找原
因，认真思考，查阅资料，制定解决
方案，通过改进后不仅延长了多级
泵的使用寿命，也节约了人工成
本。

常言道：“道虽远不行不至，事虽
小不为不成”。蒋其如就是凭着他“干
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的工作信念，
在平凡的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期一名有
色员工的高尚情怀。

王松林 朱艳

———记天马山矿业公司优秀员工蒋其如

用实际行动确保设备安全运转

本报讯 为维护干部人事档案
的完整、准确与安全,铜山矿业公司
近期抽调专人对干部人事档案进行
整理、归档，确保干部人事档案的真
实性、严肃性。

该公司党委高度重视干部人事
档案管理工作，本着以人为本、实事
求是的原则，认真组织整理。为了使
档案管理规范化，该公司拨专款将
干部人事档案进行整修，按规定做
到“两室分离”并达到规定的“六
防”要求，配备了空调和相关辅助
设施，实现网络化管理。

该公司近期又抽调专人集中办
公，严格按照档案管理工作有关规
定和要求，对干部档案重新进行梳
理、鉴别、分类、排序、编目，并在此
基础上，不断对归档内容进行补充，
尤其是干部任免手续的完备性、

“三龄两历一身份”的甄别，确保正确
无误。为落实好此项工作，该公司采取
多措并举、统筹规划、从严管理，确保
档案的安全、完整、准确。该公司严格
按档案整理的要求对工资、岗位变动
的原始资料、干部履历表要补充完整，
对今后查阅原始资料、积极协助人力
资源部、财务部和咨询档案人员创造
条件。由于干部档案管理基础扎实，资
料完整，通过每次人事档案整理，使档
案管理更具科学性、专业性、规范性、
完整性。同时按照电子档案前期工作
要求做好相关基础信息的统计、纸质
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电子信息录入
以及档案的目录、编号、索引信息等内
容的更新录入、整理、归档、记载、电子
版照片存档等工作，为下一步实现干
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程中喜

铜山矿业公司扎实开展干部人事档案规范化管理工作
高标准 严要求

本报讯 日前，天马山矿业公
司金口岭选矿车间多举措布置防洪
工作，做到早抓早落实，确保车间安
全度汛。

该车间结合安全生产大检查活
动，加大对隐患的排查力度，对防洪
设施、防洪区域做到每日检查一次，
对发现的隐患集中进行整改，重点
对笔山 1 号、2 号线进行了巡检，对
机厂保安线避雷器进行了更换，为

车间汛期安全生产提供了保障。
该车间对防洪防汛物资做到早计

划、早落实，确保汛期物资供应到位；
及时清理车间周围排水沟内杂物，保
证水流畅通，并将沟内沉积砂进行清
捞装袋，以供防洪时使用；组织人员对
污水沉淀池、回水泵房池内污泥及时
清除，防止污水外排，确保安全环保达
标。

朱艳 张叶 周祖湘

天马山矿业公司金口岭选矿车间
防汛工作早抓早落实

为确保矿山均衡生产，铜山矿业公司合理加大坑下采场探矿、掘进、采矿衔接力度，全力以赴加快推进深部开采工程
达标达产进度。图为该公司组织地质勘探人员在负 613米中段 4号采场详探时情景。 夏富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