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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多年来，稀贵金属分公
司一直将技术比武活动作为培养技术
人才的有效载体，从思想上提高认识、
更新观念、明晰思路，在行动上创新办
法和手段，以此达到提高企业员工整
体素质的目的。

每年年初，该公司结合本单位实
际，制定详细的技术比武实施方案，明
确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活动内容、方

法步骤，并成立领导小组，做到此项工
作有组织、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要
求基层单位各自召开技术比武动员大
会，学习技术比武文件的精神，了解技
术练兵比武活动的意义，明确技术比
武活动的目的，使广大职工从思想上
认识到参加技术比武活动不仅仅是提
高业务水平，更是适应岗位发展形势
的需要，是对自己负责、对企业负责。

2016年，该公司共开展了精炼浇铸
工、湿法冶炼工、磨浮、浮选工以及化验
工 5项技术比武。选派 2名化验工、1名
钳工参加集团公司技术比武，为职工展
示技能脱颖而出搭建了良好的平台，既
是激励、帮助和督促分公司职工提高综
合素质、增强岗位能力的重要载体，也是
创建学习型企业的一项重要内容。

吴 群

稀贵金属分公司技术比武常态化

本报讯 近日，铜陵市立医院举
办主题为 “青春志·医患情·仁者魂”
的摄影、书画、工艺制品展览。本次展
览共展出摄影、书法、绘画作品和工艺
制品共 100多件。百余幅作品均为医
院职工自己创作，广大医护人员以
“书”之精神、“画”之神韵、“影”之

光彩充分表达了对事业的追求、对生活
的热爱和对医院美好未来的展望。

据悉，本次展览是该院庆祝建院 50
周年系列文化活动之一，展览将持续一
周时间，展厅设在门诊大厅。开展当日，
吸引了许多就诊群众和市民前来观展。

陈 潇 何 军

铜陵市立医院举办摄影书画工艺制品展

本报讯 工程技术分公司党委从
5月份开展的党员“微党课”活动已
历时半年，近日，随着评选结果最后揭
晓，标志着此项活动圆满结束。

“微党课” 活动让普通党员上讲
台，提供了一个展示才能、锻炼能力的
舞台，授课中的人和事都来自党员干
部和群众周围，能真正触动每一位聆
听者。活动通过“三贴近”即贴近实
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实现了由
“被动思考”向“主动思考”转变、由
“要我学习”向“我要学习”转变、由
“个体学习”向“全员学习”转变的

“三变化”，实现了党员学习教育“全覆
盖、个性化、有实效”的目标要求，切实
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活力。

为形成资源共享、互动交流的良好
学习氛围，该公司第一时间将评选出来
的优秀党课教案发布在公司网站“两学
一做” 学习教育专栏供各支部交流学
习。公司广大党员纷纷表示，“微党课”
主体上的“人多面广”、时间上的“短小
精悍”、内容上的“通俗易懂”、形式上
的“灵动多变”让人受益匪浅，真正入
耳、入脑、入心。

丁嵘

工程技术分公司“三贴进”助推“微党课”增活力

本报讯 近日，铜冠池州公司
九华冶炼厂员工赵永志代表铜冠
池州公司市开发区 代表 队参加

2016“池州工匠（技艺传承人）”
系列技能大赛，勇夺“电工电子”
类技能比武第二名，同时获得由市

人社局授予“池州市职业技术能手”
称号。

铜池

铜冠池州公司九华冶炼厂员工获“池州工匠（技艺传承人）”比赛第二名

日前，凤凰山矿业公司各基层单
位及外来施工队伍班组长及安全员们
都惊喜地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那就
是该公司安全环保部将精心挑选订购
的《班组长轻松安全管理》、《班组长
安全管理 100 个经验与方法》、《班

组安全基本知识》等班组安全管理书籍
送到了他们的手中。

“这本书里的一些安全基本知识，
正好可以做为我们车间星期二安全学习
日的材料。”选矿车间的安全员何师傅
拿着刚领取的 《班组安全基本知识》翻
看后高兴地说。随后，矿外来施工队伍的
安全员姚师傅拿着《班组长轻松安全管
理》这书挥了挥说：“我们外来施工队伍
人员素质差别大班组长管理难度大，这

本书拿回去可以好好地让班组长们学
习学习提高班组的安全管理能力。”

正在此时，来自坑采车间的李班
长看着《班组长安全管理 100 个经验
与方法》书的内容兴奋地说：“原来这
书里面有这多别的单位班组安全管理
经验。还有这书的编写人员有好多都
曾经担任过班组长，对班组的学习、安
全生产情况十分熟悉，都有着切身的
感受，所以对我们日常的班组安全管

理有着非常大的借鉴作用……”
班组作为企业最基层组织、最基础的

细胞，同时也是企业安全管理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而班组安全建设的成效大小，取决
于班组长对安全生产工作的认识程度及所
具备的安全技术知识水平和实际的组织协
调能力。此次发放的安全管理书籍是凤凰
山矿业公司为提高班组安全文化建设及班
组长安全管理水平所呈上的一份营养丰富
的安全“套餐”。 汪海兵

一份营养丰富的安全“套餐”

本报讯 冬瓜山铜矿充填区在备
置或更换井下充填管卡配件时，积极
采纳班组职工合理建议和意见，做到
既充分考虑不同类型管卡的性价比，
同时也不忘权衡其牢固性与实用性，
有效实现降低生产消耗和确保生产安
全的双重效果。

充填区井下团山老区部分充填管
线上的连接管卡，属于原装单边管卡。
随着各中段采场满负荷充填和充填管
线周而复始的持续运转，加速了单边管
卡的磨损与消耗。在管卡安装操作过程
中，单边管卡虽然有着易安装、易拆卸
的优势，但其磨损快、消耗大的缺陷也
是不容忽视的。另外，频繁更换管卡不
仅影响到充填产量，也加大了班组劳动
量，同时还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为
彻底消除不安全隐患和有效遏制生产
中任何一种浪费现象，该区动员职工为
破解安全生产难题想点子、提建议。班
组职工是积极响应，通过一番调查、摸
索和分析，掌握到有一种双边管卡非常
适合在充填施工中应用，于是积极向区
里建议使用这种双边管卡。今年 8月
份，该区在更换井下团山老区充填管卡
时，淘汰了原先打算继续备置单边管卡
的预案，采纳班组职工的这一合理建
议。双边管卡经过投入使用，不仅使每
根管道连接更加牢固，而且经久耐用。

汪为琳

冬瓜山铜矿充填区
淘汰单边管卡保安全促降耗

铜冠投资金泰电池公司职工日前正在包装新产品三元正极材料。铜冠投资金泰电池公司针对锂电池正极材料市场上
镍、钴、锰酸锂三元材料逐步成为市场主流的趋势，且其应用范围不仅可以用在小型的数码、移动电源上，还可应用在新能
源汽车等大型动力电源上，价格便宜等优点，抓住市场变化，于今年新上了三元材料生产线。目前，该公司已成功生产销售
新产品三元材料 40 吨，新产品得到了市场客户的认可。 王红平 鲁长根 摄

日前，矿产资源中心组织 30 余名中层副职以上领导干部及关键岗位管理人
员，集中观看了由中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专题片《永远在路上》。
将廉政教育列入本年度重点工作计划，并按照时间节点扎实有序推进，该中心纪
委高度重视廉政教育工作，以此警示教育党员领导干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筑牢理想信念的根基，时刻不忘廉政自律。 萨百灵 李文欣 摄

铜冠投资神虹化工公司计划生育宣传员在一线向员工发放宣传资料。铜冠投
资神虹化工公司深入车间班组向生产一线员工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确保计划生育
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王松林 陆文武 摄

日前，安工学院第八届体育大会暨阳光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在该学院田径场隆
重举行。随着进行曲的响起，该学院各系部运动员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大步向主席
台走来，他们身着各具特点的服饰，神采飞扬，展现出当代大学生特有的朝气和活
力。 傅大伟 徐婧婧 摄

本报讯 四季度是年终决战的关
键时期，铜山矿业公司在做好安全生
产的同时，针对矿区内部生产机动车
辆较多、作业点分散的特点，认真梳理
车辆安全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明
确规范车辆出行、维护、检查等相关要
求，加强车辆安全管理，确保车辆安全
行驶“零事故”。

该公司狠抓源头管理，要求露天
车辆、地表工程车辆、炸药车辆、井下
工程车以及井下各类无轨设备等驾驶
员必须持有交管部门核发的有效驾驶
证件和该公司人力资源部颁发的内部
驾驶证“双证”上岗，建立驾驶人员考
核档案，定期组织驾驶员进行交通事
故案例教育和机动车检修保养知识的
学习，规范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增强驾
驶员安全行车的意识。

每一天，每一台次出车前，驾驶员
必须严格执行日常车辆“三检”制度，
杜绝带“病”车辆上路行驶。进入工作
现场，驾驶员要严格遵守《交通管理
规定》和《铜山矿业公司安全管理规
定》，严禁超速、超载行驶、疲劳驾车
以及酒后驾驶等违章行为。

与此同时，该公司规定车辆使用
单位在做好车辆日常维护保养、用前
安全检查、定期检验检修中，不得擅自
改装、拆除车辆安全保护设施，每次对
车辆进行点检后，必须填写《铜山矿
业公司内部车辆检查表》，建立车辆
管理台账，及时掌握车辆安全状况。为
使车辆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该公司严格落实车辆管理考核规定，
明确相关人员岗位职责，定期组织机
动部、安环部对矿内机动车辆及铲运
机械开展专项安全检查，并针对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对车辆所属单位下发
安全隐患整改停运通知，整改复检合
格后方可作业，保障车辆以最佳状态
投入运行，提高安全行车管控能力。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张霞

铜山矿业公司
严把机动车辆运输安全关

日前，有色建安防水防腐公司组织在岗女工认真学习计划生育政策及法律法
规，努力做好国家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宣传工作。图为女工们认真讨论学习计划
生育政策。 江君 赵玉芬 摄

何为信念、理想？《现代汉语词
典》的解释“信念是自认为可以确信
的看法。”“理想”是对未来事物的想
象或希望（多指有根据的、合理的，跟
空想、幻想不同）。《中国共产党章
程》第一章“党员”第二条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就是必须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
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最近召开
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
政治灵魂……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

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党领导的红军为什么能够克
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取得伟
大胜利，这种胜利是我们中国共产党
人的理想和信念的伟大胜利，这种不
可征服的精神象征，将永远 激励和鼓
舞着我们前进。

我们常说“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
料制成的。”其特殊就在有理想、有信
念，这种信念理想在敌人和各种困难
面前展示出强大的力量和坚不可摧的
意志。日前播放的 8 集电视专题片
《永远在路上》，披露了不少落马高官
的典型案列，这些贪腐高官为何目无
党纪国法、肆无忌惮?为何会走上贪腐
的不归之路？从他们堕落的轨迹看，都
有一个共同的“腐根，”那就是丢掉了

当初入党时的誓言，放弃了理想信念，
丧失了革命意志，背叛了人民，背叛了
党。

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永远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
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全面展示。不论在什么条
件下，不论在任何时候，不论有多大的
诱惑，共产党人的精神不能丢，丢掉了
就会变色变质，就会失魂落魄，就会落
入泥潭。

如今，我们正行进在新的长征路
上，我们要弘扬光大红军长征精神，始
终坚持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勇于为
党为国为民勤奋工作，时刻牢记党的崇
高信念和理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终身。

殷修武

党员要为党的“信念”、“理想”奋斗

每天 8 时，工程技术分公司金稀
项目部的各班组车间都会统一响起嘹
亮的安全宣誓词，由各班组的班长带
头，所有员工穿着统一的工作服，右手
握拳，或排成两排或排成一排，神情庄
严地进行安全宣誓。

虽然宣誓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
这一习惯的养成却经历了一波三折。

安全宣誓是去年开展至今的“安
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中的一项重
要内容。当一线员工刚得知这一活动
时，怨言满天，有的说：“活都干不完，

还搞这个，这不是形式主义吗？”有的则
扭扭捏捏，宣誓时要么低着头，要么不张
口，12 名汉子的声音加起来还不如一名
女工的声音响亮。宣誓时找不到人，宣誓
时词不达意，今天宣誓完了，然后几天都
不宣誓，像这样的情况层出不穷，宣誓活
动有半年都不能得到正常开展。安全员
王工着急了，这怎么行，不就是站在公众
场所念词吗？又不是一个人，怕什么？随
即，王工制定了一条苛刻的规定，谁不参
加宣誓，谁就在人最多的地方单独一个
人宣誓，并邀请项目部副经理及经理助

理轮流参加。此条命令颁布后，宣誓的人
是多了，也能做到每天宣誓，但声音还是
模糊不清，员工们的神情也是不情不愿，
像完成任务一样机械。直到一件事情的
发生才扭转了这种“冷漠”的宣誓。

那是今年 4 月的一天上午，机械班
组按安全员王工的要求站成两排，在稀
贵金属分公司办公大楼前宣誓，当大家
按惯例小声哼哼时，旁边传来讽刺的声
音：“这是哪个单位的，在干嘛？做操还
是演戏？”“话都说不清楚，站没站像，一
个个都软塌塌的，像没吃饱饭，这样的队

伍，工作能认真吗？”嘲笑的声音并不
大，但却像一记耳光重重打在大家的脸
上。随即，大家的腰杆挺直了，声音响亮
了，有的人甚至在工作之余专门背宣誓
词，强迫自己宣誓时，眼睛盯着摄像的人
看。慢慢地，大家对于宣誓已经不再抵
触，甚至当安全员因为有事耽误时，还会
打电话询问：“今天怎么没来宣誓摄像
呢？”这时，安全员会用诙谐的语言回
答：“在宣誓这件事上，我可以下岗了，
你们做的已经比我都好！每天早上，你们
嘹亮的宣誓词，给人振奋，给人活力！”
如今，安全宣誓在工程技术分公司已成
为所有员工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单洁

安全宣誓成为工作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