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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11 日下午，铜冠
投资公司党委按照 “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安排，召开了党风廉政教育
专题报告会。集团公司纪委书记李
文参加报告会并作专题报告讲座。

报告会上，李文作党风廉政教

育专题报告。李文专题报告着重结合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总体要求，深入
浅出地讲述了理想信念与现实、国企改
革与反腐倡廉、公与私等方面问题，具
有很强的针对性。并结合铜冠投资公司
实际，对这个公司进一步抓好改革发展

和党风廉政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
集团公司纪委副书记刘小平在报

告会上作学习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
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专题讲座。

王松林 王 强

铜冠投资公司召开党风廉政教育报告会
集团公司纪委书记李文在会上作专题报告

5 月初，集团公司在全公司范围
内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安全环保工作会
议，部署了全年安全环保工作的重点、
实施方案、工作目标。正当集团公司上
下齐心协力摩拳擦掌落实本年度各项
安全措施的过程中，在随后短短一周
左右的时间内，集团公司所属单位相
继发生了 3 起工亡事故。目前事故原
因正在分析中，但留给我们带来的安
全警示教育是长久的。

众所周知，集团公司历来对安全
工作的认识不可谓不重视，对安全工
作的措施不可谓不得力，对安全工作
的奖惩不可谓不鲜明，对安全工作的
强化不可谓不持续。然而，安全工作在
某一个时间里，仍然会出现因为或疏
忽、或麻痹、或组织不力、或推动不够、
或技能不强防范意识差的“短板”。弥
补各种“短板”的缺陷，集团公司各级
安全管理者近年来做了大量的工作。
无论集团公司层面，还是二级单位层
面，在安全管理上都在不断推陈出新，
不断地探索追求，形成了行之有效的
管理经验与方法。客观地说，整个公司
安全的基础得到了有效地夯实，管理
的水平也得到了大大地提高。零零星
星安全事故的出现，归根到底，在安全
的意识上有待提高。正如集团公司总

经理龚华东月初在集团公司安环大会上
所言：铜陵有色的安全工作永远只有起
点，没有终点。

安全意识的固化与提升，要求我们
每一位员工真正能从发生的安全事故中
痛定思痛，举一反三，对照好自己的工作
环境，把安全的每一个措施落实到具体
的每一个细节上。就是要求我们每一个
员工坚守安全线是“生命意识”的原则。
坚守了安全线是生命线的原则，才能真
正在内心里敬畏生命、敬畏安全。虽然说
企业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不
付出一定的代价，但铜陵有色绝不会追
求牺牲员工生命的发展。铜陵有色的发
展，是为员工谋取更大幸福的发展。

安全意识的固化与提升，要求我们
每一个员工增强“高压意识”。“高压”
是不能碰的，这点浅显的道理妇孺皆知。
作为受过企业多重安全训练的有色员
工，更应该把日常工作中点点滴滴“高
压”意识牢记，决不可因为一时的疏忽
或麻痹，造成一辈子的悔恨，也给企业和
家庭带来无尽的悲伤。

安全意识的固化与提升，要求我们
每一个安全管理者与员工要有“责任意
识”。多到事故的易发地、多发地实地了
解，认真排查隐患。员工每一个工作中
的举手投足动作，都要以对生命负责的
责任意识去对待。只有意识上的坚定到
位、制度上的严密周全、技术支撑上的科
学有效、监督检查上的严格细致，才能真
正把安全隐患扼杀在萌芽中。

安全意识“永远在路上”
□江 君

本报讯 “在集团公司举办的安
全演讲比赛中，作为集团公司主力矿
山的安庆铜矿却无人参赛，考核评比
的重要加分项安庆铜矿得零分；在查
处‘三违’时，我们仅仅以完成公司计
划指标为满足，查处‘三违’的力度不
够、措施不力、效果不明显。我们的考
核得分低于公司平均分，这与我们主
力矿山的地位极不相称，看到兄弟单
位领奖，感到脸上很无光。”5 月 12
日，在安庆铜矿召开的“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暨“安全环保，意识先行”动员
大会上，矿行政负责人胡洪文有感而
发，面对全矿各单位、部门负责人，班
段长骨干、党员代表、驻矿外委施工单
位代表，毫不留情面地揭起家短、挑刺
找不足。

近年来，该矿始终坚持安全为天、

平安是本的管理理念，全力强化安全环
保管理，着力落实安全监管职责，安全管
理重点逐步实现“三个转变”，即由突击
突防向安全管理常态化、程序化转变，由
被动应付式管理向健全安全管理规程，
规范安全作业行为制度化、标准化转变，
由事后处理向事前防范转变。先后出台
了《安庆铜矿矿内机动车辆管理制度》、
《安全生产事故应急管理预案》、《危爆
品管理制度》、《指纹打卡及人员定位系
统》等相关管理制度与规定，立规建制
为安全编起“防护网”，切实通过制度管
人、立起规矩做事。

该矿外委施工队伍较多，矿里着力
强化对外委施工单位管理，纳入主体安
全管理体系同布置、同检查、同考核、同
验收；严格推行准入制，提高准入门槛，
派出专职安全监管联络员，强化安全监

管与指导，促进安全环保责任全覆盖、广
参与，不留死角、不存侥幸。

狠抓隐患排查治理，严格督促整改
销案。去年，该矿组织安全设备、5S管理
大检查 4次、危化品专项检查 18 次、特
种设备检查 2 次，查处各类安全隐患
238条，全部在规定期限内整改销案，整
改率达 100%；查处“三违”115起，处罚
金额58000多元，全年实现安全无事故。

今年，全面强化对“三违”的查处曝
光力度，实行严查严管，矿安环部对安全
员实行分片包干，着力查处明知故犯的
“顶风者”、三心二意的“麻痹者”、无知
乱来的“糊涂者”、自以为是的“冒险
者”、体力不支的“疲劳者”、盲目擅行
的“蛮干者”。通过联保互保责任制的落
实，让职工相互提醒、相互把关、相互督
促、相互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切实形成不

能违、不敢违、不想违的安全管理氛围，
人人绷紧安全弦，个个把牢安全关。突出
抓好四大安全管理重点：以井下顶帮板、
溜井监管为重点井下施工作业安全防范
管理，以危化品运输使用为重点的易燃
易爆品安全防范管理，以井下运输、装载
为重点的车辆行驶安全防范管理，以改
善深部中段通风为重点的作业环境安全
防范管理。加大三项投入：加大安措费用
投入，专款专用有效提升安全设施的标
准，提高防范能力；加大环境治理投入，
整治尾矿库废水排放，完善氨氮 COD
在线监测；加大安全教育培训投入，提升
教育培训手段，改善硬件，升级软件，尤
其在打造特色安全文化上重投入、重实
效、争创新，全面增强全员安全环保意
识，提高安全环保履职能力。

陈文革

安庆铜矿安全动员会亮家丑自揭短
客观挑刺找差距 正视问题补短板

虽然事情发生在半个月前，但
至今在工区职工们谈起还津津乐
道。

“上次，我因班次不同而错
过了报名机会。这一次刚好是我
歇公休，说啥也得报上名。”
“告诉你，我昨天早已在‘党支
部 QQ 群’ 里报名啦！” 这是
“5·1”前夕，在冬瓜山铜矿充
填 区 班 组 党 员 中 掀 起 的 一 股
“报名热”。他们可不是在忙碌
五一假日的户外运动，原来大家
是为能够参加 5 月 1 日在千米
井下开展的党员义务奉献日，而
争相报名呢！

井下负 850 米中段 2 号回风
巷因巷道喷浆治理、车辆运输以及
充填排水等多工序交叉作业，使得
回风巷路面特别泥泞和湿滑，急需
铲车清运。为节省开支，充填区党支
部班子在 4 月 29 日的班组生产例
会上，决定 5 月 1 日中班组织党员
开展义务奉献日，突击清理 2 号回
风巷。

开展党员奉献日，为啥还需报
名呢？原来为进一步增强全区党员
“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
格党员”思想意识，同时也让全区
职工在班前会后，了解和掌握党员
“两学一做”最新动态，激励大家
以昂扬向上的工作热情投入到安
全生产、降本增效工作中。充填区
党支部自今年 4 月份开始，在组织
开展党员学习教育和义务奉献日
等党建创新工作中，一律实行报名
与签到制度，并且在第一时间以图
文并茂的形式，将“两学一做”开
展情况张贴在派班室 “党支部创
建园地”栏里。5 月 1 日歇公休的
预备党员、充填三班青工章斌得
知当天要组织开展 “党员奉献
日”，着实令他兴奋不已。章斌满
心喜悦地说：“4 月份‘党员奉献
日’，我因班次不同，未能如愿参
加，这一次说啥我也能参加上
了。”维修班入党积极分子章华一
听说此事，抢先在 “党支部 QQ
群”里报上名……

5 月 1 日 8 时 30 分，党旗辉
映下的负 850 米中段 2 号回风巷
内，一派忙碌景象。数十名党员和
入党积极分子挥舞着镐、锹等工
具，突击清理着巷道路面、排水沟。
为了不窝工，在清理现场，区长张
卫东带领李为怀、陈卫军、吴咸会
等几名队员负责铲锹装车。党支部
书记潘红军带领董明、夏峰、查华
英等几名党员负责推运翻斗车。经
过三个多小时突击奋战，共清理淤
泥、矸石 100 多车，不仅使巷道路
面焕然一新，同时也节省下一笔铲
车清运的燃油费。

汪为琳

报 名

5 月 6日 15 时许，铜山矿业公司掘
进区在考勤员点完名后，副区长陈阳重
站了起来说：“今天，吴文虎等几个职工
到新区负 613 米中段 12 号采场负 582
米切割层进行锚网支护工作。”并交代
了现场安全注意事项。随后，吴文虎接
到派班指令后，怀着一种忐忑的心情
到区长办公室，对区长徐志国说：“区
长，今天我就锚网支护干最后一天，明
天我就不想在哪里干了，那里地方太危
险，岩石状况不佳，区部要想办法及时
处理。”徐志国问他为什么？吴文虎回答

说：“新区负 613 米中段 12 号采场负
582 米切割层由于相邻 13 号采场刚大
爆破，致使 12 号采场负 528 米切割层
岩石松动、裂缝大，给切割巷道整修工
作带来了安全隐患。”这句话从一名生
产骨干口中说出，给徐志国很大的心里
震撼，并对吴文虎有一种敬畏的心情。
话音刚落，徐志国感觉到事情的严重
性，立即电话联系公司安环部、生产部负
责人告知情况。

第二天早上，徐志国和分管安全副
区长会同公司安环部、生产部人员乘笼
车来到井下现场时，映入眼帘的全部是
破裂缝的浮石，严重威胁切割巷道的安
全和质量达标。潜在安全隐患，如果不及
时放顶，暴露时间过长，引起冒顶事故。
大家经过现场观察，随时记录切割巷道、

岩石物理变化情况。此后，他们研究制定
实施方案，本着先采取处理破裂松动的
浮石多钻眼少动爆破的方法进行锚网支
护的原则。经过该区职工全力以赴紧张
有序地施工，仅用了两天半时间就保质、
保量、保安全地锚网支护好切割巷道，及
时消除了安全隐患。事后，徐志国告诉吴
文虎：“在安全问题上，每一个员工都不
能有半点麻痹和疏忽，安全与危险只是
一瞬间。要做一个勇于负责、敢于负责
人，牢固树立对企业负责、对亲人负责、
对自己负责的观念，把安全作为永远做
不完的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从现
在起，你不用再忐忑了。你坚持执行制度
就行，咱们制定制度就是要执行的。只有
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安全生产。”

洪同国

忐 忑

进入二季度以来，张家港铜业公司紧紧抓住当前良好的市场机遇，合理控制库存，强化风险防控，进一步加大“去库存”力
度，将升级改造后的三台阳极炉开足马力生产，日均产合格阳极板达 680 吨；新老电解系统日均产合格阴极铜达 840 吨，阴极铜
和阳极铜产量均创历史最高水平，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平稳运行，为该公司实现“双过半”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图为电解车间行车正在起吊 A级铜出槽。 杨学文 摄

本报讯 5 月 17 日，冬瓜山铜矿
全面停产进行全矿范围的年中设备检
修工作，确保设备良好的运转率，为全
年铜量任务的完成提供有力保障。

这个矿年中设备检修计划时间为 7
天，主要检修项目有主井首绳更换、2 号
稳绳更换、1号尾绳更换，井下负 920 米
旋回破碎机衬板更换，半自磨大提升斗、
6号板更换、井下负 875 米卸矿站曲轨
更换、采区无轨设备维修，110 千伏总

降、地表、井下高压设备电气保护试验
等 120 余项内容。为确保年中检修保
质、保量、保安全按时完成，这个矿成
立了年中设备检修领导小组，下设安
全督察、质量技术、后勤保障三个职能
小组，并制定了周密的检修方案以及
详实严格的 《2016 年年中检修安全
规定》、《停、送电注意事项》、《主井
换绳安全操作规定》 等相关规章制
度。此外，这个矿针对主井首绳更换重

点检修任务，特别制定了《主井首绳更换
工作危害分析表》，对检修中的各项步骤
逐项分析危害及后果、评估风险度、防范
控制措施作了详细安排，提出了具体安全
要求，进一步强化检修过程中的安全管
理，确保人员和设备安全。

目前，这个矿繁重且艰巨的设备检修
工作正紧锣密鼓地展开，全矿上下全力以
赴，力争安全高效地完成此次全矿设备的
“体检”工作。 汤 菁

冬瓜山铜矿为全矿设备全面“体检”

5 月16 日上午，在五松山宾馆，集团
公司组织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集团
公司领导班子、各基层单位党政主要领
导、公司机关中层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杨军
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
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就贯彻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所做

的部署安排。杨军在传达学习中指出，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具有
极强的政治性、指导性和针对性，是指引
安徽立足新起点、实现新发展的纲领性文
献，是推动安徽在中部崛起中闯出新路、
创造美好前景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集
团公司两级领导班子，各级党组织要把学
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
徽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认真
组织传达学习和宣讲活动，并与正在开展
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力求
学深学透、融会贯通，更好地推动集团公
司各项工作。 王红平 摄

5 月 16 日上午，省委综合考核工
作领导小组在五松山宾馆三楼 A 会
议室，对集团公司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 2015 年度综合考核情况反馈通报。
省委考核组组长王唯通报了考核结
果，其中集团公司在 2015 年经济下行
的压力下，克服困难保持了经济相对
平稳运行，发展和党建两个方面均在
考核中获得了较高的得分；领导班子

综合考核年度等次为较好。同时，省委考
核组还指出了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
意见或建议。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杨军代表领导班子就改进存在的问题，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班子能力，更好
地推进集团公司经济发展作了表态发
言。集团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各基层单位
党政主要负责人及公司机关中层管理人
员参加考核反馈通报会。王红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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