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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可能受到爆破冲击波影响
的200米区域内，分别设置了三道警戒
线，有5人值守，防止人员、车辆闯入。”
10月 25日 13时 40分，冬瓜山铜矿井
下负 850米中段出矿班长栗金强正有
条不紊地布置着当天的爆破作业。

58-22 号采场现存矿石 3 万多
吨，须在一个月内完成残余矿石铲运

工作，但每天随时出现的 10 吨以上大
块矿石，铲车无法铲运、有时会卡在出矿
进路漏斗口。栗金强现在指挥爆破处理
的是 22 号采场 4 号进路卡结，两块体
型巨大的矿石像门神一样牢牢堵住了宽
4.5 米、高 4米的漏斗口。

“栗班长，我看爆破点的炸药码放、
炮泥覆盖都非常到位，能说一下爆破警
戒是怎么安排的吗？”对于采矿工区区
长黄浩辉的突然出现，栗金强并没有显
得忙乱。

“58-22 号采场宽约 100 米，在 58

线和 60线穿脉巷道之间。副班长洪健康
和铲运机工洪玮负责 58 线爆破警戒、安
全确认，我和安全员老吴在 22 号采场
60线巷道的上口和下口检查确认。”

“爆破冲击波可能通过出矿巷道到
达 100 米外的 62 线，那里是否派人通
知作业人员撤离？”黄区长似乎找到了
“破绽”。

“爆破工许金根已经在 10 分钟前
到达 62 线，要求作业人员撤至安全地
点。接下来，58 线和 60线进行爆破确认
后，洪健康在 58 线 19# 采场按下起爆

器爆破。”栗金强答道。
出矿采场、穿脉巷道、生产设备……

不停检查、喊话。栗金强仔细完成这些确
认，并和同巷道的老吴联系好后，来到22#
采场口门向58线喊话、用矿灯示意，同时
洪健康也在58线用相同的动作回应。

“砰”！洪健康按照约定的时间在
100米外起爆。

“我今天打算来找茬的，没想到栗
班长执行爆破安全规程是这样的严
谨。”黄浩辉对这次“突袭”的结果很满
意。 李志勇

“突 袭”

“虽然三季度未发生任何工伤事
故，但在三季度暨十月份安全环保职业
健康综合大检查中，还是查出了一些安
全隐患，我们必须定责任人、定措施、限
期整改，切实消除安全隐患……”这是
凤凰山矿业公司有关负责人在日前安
环检查中说的话。凤凰山矿业公司为扎
实开展安全生产工作，经常性对安全环
保工作进行敲警钟、“回头看”，让广大
干群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切实绷紧安全
生产之弦。

该公司在三季度安全生产工作
中，以落实领导安全责任制为抓手，根

据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十条规定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关于
实施企业领导成员现场轮流带班制度的
规定（试行）》，修订了《凤凰山矿业公
司实施企业领导成员现场轮流带班制度
的规定（试行）》，并对领导带班情况进
行公示，进而加强了领导安全责任制的
落实。同时，还为基层单位负责人、班组
长、员工和外协单位的安全员、班组长发
放了《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者培
训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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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员工职业

危害预防知识手册》等进行学习，切实
提高了各类人员对安全学习的认识，增
强了职工对安全学习的意识。

该公司扎实做好安全检查及隐患整
改工作，针对三季度中的中秋、国庆两节
期间开展了专项节前安全检（排）查，对
查出的各类隐患向各责任单位下发了隐
患整改指令或隐患整改通知书，要求限期
整改完成报矿业公司安全环保部销案。此
外，在接受市经信委专家组“月检”、集团
公司专项检查基础的同时，加大了自身反
“三违”力度，对查出的“三违”行为，分
别按《凤凰山矿业公司不安全行为管理规

定（暂行）》进行了处罚，并在矿业公司网
站“曝光台”进行了曝光。

除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外，该公
司对矿山环境保护工作一点也不马虎。
在确保在线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的同
时，加大了对外排水水质的日常监测，检
测结果合格率均达到完好。完成了铜陵
市国控重点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公开平台
及国家环保部“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
开调度管理系统”的数据上报工作。并
加强对危险源（点）的监控管理，对各危
险源（点）实行分级管理，定期开展危险
源（点）检查，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突
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及社
会影响，着力构建本质安全。

夏富青 段 青

抓安全环保工作永不放松

在金泰化工公司每一个车间的主
控室的墙上，都悬挂这样的一张一分
为二的看板：左边是生产信息栏，上面
张贴着通知、注意事项、文件、工艺调
整说明书；右边是问题整改栏，版面被
分成了三块，设备故障、工艺异常、安
全隐患、5S 管理等内容根据紧急程度
被“派遣”到不同的小栏目里，最上面
的紧急项里贴着红色不干胶纸贴，中
间的加快项里贴的则是蓝色的不干胶
纸贴，最下面的是一般项，里面贴着白
色的不干胶纸贴。这块看板叫做安全
生产管理看板，车间所有员工、机关管
理部门人员都可以根据生产过程的实

际情况，列示问题张贴。
一旦问题得到解决，贴纸就将“光

荣退休”，而那些未得到解决的问题，贴
纸还需要“留守”在看板上，如果长期得
不到解决，问题就会反映到整改责任部
门或管理评审会上，由他们督促相关责
任单位即时进行整改，整个安全隐患问
题整改进程都将全程被监管。

除了主控室的安全管理看板，在库
区及装置区内还设置了安全联锁装置。
每一个安全联锁都经过汇总、梳理，并制
成表格登记造册便于管理，由专门的责
任人定期对联锁的有效性进行试验。如
果需要减少或增加安全联锁，必须严格

履行变更管理制度，只有评审通过、员工
培训通过、定期有效性验证工作通过才
能投入使用。

在对安全隐患严格排查的基础上，
该公司对综合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进
行了完善和修订，进一步筑牢安全事故
预防的各道防线。新修订的预案不仅明
确了各应急小组和人员的应急抢险职
责、抢险步骤和程序，做到责任明确、责
任到人，还对现有的包括泄漏专项应急
预案、火灾事故专项应急预案等内容进
行针对性修订和完善，使其更切合实战
要求。“桶装库局部火灾”、“装置区物
料泄漏”现场演练，“生产安全事故综合

应急预案”桌面演练，该公司通过组织
员工参与实战演练，让应急预案更加入
脑入心。

“安全生产关系到每位员工，更加
关系到企业生存与发展。安全红线面前，
每位员工地位平等，不存在特殊照顾。”
在该公司安全管理者眼中，做好安全工
作必须铁面无私、不讲情面。严格执行奖
惩管理制度，防止安全意识松懈，该公司
调整了安全处罚标准，将因违章造成的
损失赔偿标准由原来损失额的 10%，调
整为 30%以内，对于违章造成严重后果
的，当事人还将根据文件要求增加行政
处罚。“违章者违章成本加大不是最终目
的，通过强有力的监管措施消除安全隐
患，提高安全意识，这才是根本。”该公司
安全管理人员如是说。 萨百灵 高敏

安全隐患“零容忍”

每天凌晨，位于开发区的铜陵市
蔬菜批发市场，前来进行批发的商人
们还不是很多，五松山宾馆采购主管
宣云已经出现在市场。宣云一边询问
着菜价，一边仔细查看菜品的质量，保
证每天的菜肴原料的质量安全是宣云
的工作内容之一。

上午，宣云挑选过的蔬菜由供货商
运到五松山宾馆，宣云带领库工和厨房
验收人员一道对当天的原料进行过磅、
清点、检查原料品质。经过验收的原材料
进入厨房初加工环节后，宣云当天的采
购工作才告一段落。

在忙完蔬菜的清点、验收工作后，餐

饮库房人员王小美和同伴开始清理库房，
确保库存食品原料当期有限，对供货商的
档案进行整理，确保供货商资质完整。

中午 11 时，担任食品安全管理员
的餐饮部经理徐斌对厨房的净菜及已出
品的菜肴进行检查，对制造过程中的工
艺问题向厨房负责人提出了改进意见。

“必须保证出品的菜肴质量安全”，徐斌
向厨房工作人员强调。

今年，五松山宾馆提出“食品安全
大于天”的要求。为加强食品原材料源
头控制，改变蔬菜原料的采购渠道，由零
售商供应改为批发商直供，采购方式的
改变既节约了成本，更重要的是提高了
蔬菜等食品原材料的新鲜度。同时菜肴
制作的每个环节都必须严格把关，更好
地保证了食品安全。 王松林 周旺盛

把好菜肴制作的每道关口

“安全环保，从我做起……”每天
7时 55 分，在中科铜都公司金利银粉
厂大门前，该厂当班职工整齐排列队
形，穿戴好劳保用品，举起右手，在班
长的带领下进行庄严宣誓，洪亮的宣
誓声引来了路人的侧目。

在银粉班班长胡传龙看来，几分
钟的宣誓不是什么大事，但带来的效
果却不一样。最让他感到变化的是，过

去在班组安全管理中，职工处于被动地
位，班长安排干什么就干什么，往往存在
应付差事的嫌疑，至于为什么干、怎么
干，往往是不加思考，最终达不到效果，
事倍功半，差强人意。

自从开展“安全环保，意识先行”
活动以来，通过常念“安全经”，胡传龙
慢慢发现，班组的安全管理有了潜移默
化的变化，职工安全意识越来越强，工

作部署贯彻越来越顺畅，出主意想办法
的人越来越多，关心安全生产意识的氛
围越来越浓厚。渐渐地，安全成为一种
工作习惯。“银粉二楼楼梯落地坡度太
大，人员上下存在滑跌安全隐患，建议
降坡处理”、“3 号反应釜蒸汽管道裸
露，存有烫伤可能性，建议加装安全防
护网”、“新更换的抽液泵电机没有装
安全防护罩” ……职工主动将身边的

安全问题通过一条条建议汇集上来，并
不断得到采纳吸收，一些厂部日常检查
中未发现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得到了纠
正和完善。过去生产中容易发生的烫
伤、破皮伤及磕磕碰碰等问题慢慢消
失，生产效率提高了，职工精神面貌也
得到了改善，心气顺了，干劲涨了。1 至
10 月份，该厂生产形势喜人，并提前 2
个月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经济效益也同
步得到增长，为中科铜都公司的发展作
出了贡献。

钟 萱

让安全成为一种工作习惯

本报讯 随着“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的深入开展，学习力度、学习时间
也不断加大、延长。由于工作性质不
同，为了解决党员集中学习难的现状，
铜冠物流北环公司充分利用手机微信
的便捷性、及时性优势，特建立了北环
支部微信群，及时将组织上的学习要

求、支部上的学习内容发布到微信群里
面，相互监督，时时互动，并结合“五查
五看”谈学习体会，围绕同一专题进行
讨论。微信群里，你一言我一句，大家畅
所欲言，纷纷赞叹，这样学习真的很方
便，效果好。

万 青

铜冠物流公司北环党支部
建“微信”群助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本报讯 为确保高低空排放持续
达标，实现环保稳定生产，从今年四月
份开始，金昌冶炼厂成立了烟气平衡
攻关领导小组，围绕铜酸系统平衡生
产持续开展各项攻关活动。

该厂结合原料及生产工艺特点，
积极寻找铜酸系统最佳生产平衡点，
精心组织生产。通过调整冶炼二次风
量、恢复高速烟道保温、改变 FW 余
热锅炉吹灰及振打装置运行频率等措
施，努力改善制酸系统烟气温度。优化
改造转炉系统烟气管道，在 0 号及 3
号转炉系统单炉、单机、单通道运行的
前提下，使 1 号及 2 号转炉具备同时
运行的条件，努力创造平衡生产工艺
条件。组织开展制酸三系统动力波管
道更换及保温恢复、奥炉电收尘轮换
检修治漏等生产保障措施，保持生产
系统运行稳定。在今年的年度停产检
修中，该厂将检修项目重点放在了解
决安全环保隐患及瓶颈问题上，利用
检修彻底消除制约环保的瓶颈因素，

确保环保稳定生产的同时，不断优化生
产环境。

在操作管理上，该厂加强铜酸工序
规范作业，针对奥炉烟气水分较大，制酸
系统易堵塞情况，加强制酸系统电收尘
器及排风机的维护使用管理，积极利用
换枪机会对系统进行清灰作业，尽全力
维持生产在平稳的状态下进行。针对制
酸串酸影响上酸量，采取控制串酸管道
阀门，优化改进串酸方式等措施，控制串
酸量，减少上酸量的波动。同时加强前后
道工序间操作的联系协调，科学合理调
配生产。及时排查电收尘器及烟气管道
的泄漏，降低系统漏风率。积极探索当前
生产形势下烟气平衡生产模式，持续稳
定铜酸系统平衡生产。坚持开展集中查
漏治漏工作，并跟踪督促整改。与此同
时，各车间也相应成立烟气治理小组，持
续开展烟气平衡攻关，加强生产系统清
堵、查漏、堵漏工作，确保铜酸系统平衡
生产。

齐宏明

金昌冶炼厂
不断强化铜酸系统平衡生产

本报讯 为使员工熟练掌握消防
器材的使用，11 月 9 日，铜冠物流金
铁分公司工务段组织开展了一次安全
消防演练，旨在提高员工安全消防意
识。

演练背景是假设铁路道口房木制
更衣柜失火，当班道口员发现火情后，
第一时间使用配备的灭火器扑灭明火
的过程，来自该段道口岗位 20 余名
道口工参加了实地消防演练。此前，该

分公司还针对重点岗位进行了一次消防
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对部分岗位员工进
行了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训，营造了群防
群治的良好氛围。

邹卫东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组织开展安全消防演练

铜冠黄铜公司日前举办了安全环保职业卫生知识竞赛，来自各部门、车间的 10 名选手参加了比赛。比赛现场紧张激
烈、台上台下互动有序，职工们也受到了一次很好的安全环保知识教育。图为知识竞赛现场。 王红平 汪勇 摄

11 月 9 日上午，铜冠建安公司奥炉工程行政项目部组织 30 余名职工在电解
区域开展消防演练活动，帮助职工掌握消防器材的使用情况，提高职工在突发火
灾事故中的自救能力和消防安全意识。演练现场，该公司党群工作部职工蔡照平
结合电解施工现场特点，为 30 多名职工进行了防火知识培训，讲解了应急救援处
理常识。据了解，该公司承接的奥炉工程为集团公司重点项目，其电解区域施工所
使用的很多材料易燃，为防患于未然，该公司在“119”消防日当天举行消防演练，
提高施工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图为模拟演练现场。 陈潇 李海波 摄

日前，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对从天马山矿业公司调入的 30 余名员工开展了
为期三天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重点学习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职业病防治、自救
互救、应急预案、灾害预防等知识，并观看了矿山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片，进一步夯
实了安全生产的基础管理工作。 王树辰 徐敏 摄

11 月 8 日，建安装饰公司组织全体员工认真学习了《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及相关文件精神，通过学习进一步领会贯彻相关精神，更
好地指导今后的工作。图为集中学习场景。 汪文萍 摄

追求发展，谋求效益是每个企业的共同
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将“安全、稳
定、持续生产”的方针贯穿始终，而安全摆
在首位。在倡导“以人为本，健康至上”的当
今社会，安全生产不是口号，不是搞形式，走
过场，而是重在落实，以人为本抓安全。

安全生产是企业管理的重点，是企业发
展的根本保证。安全于企业就是效益，安全
于人就是幸福。安全工作中最为关键的主体
就是人。企业要以提高员工安全与防范意
识，从而达到从根本上实现安全管理。要不
惜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加大力度对员
工进行安全教育，张贴各种标语、安全标记，
积极营造一种良好的安全氛围。全员参与安
全教育培训，组织安全事故图展等，让每个员
工都从身边的安全事故中得到警示。对新进
员工进行岗位技术培训，严格要求按岗位规
程操作。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应急预案演练，
提高员工在紧急突发情况下的应急处理能
力，让每位员工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
全”，从“我能安全”到“我懂安全”思想意
识上实现质的飞跃。

安全生产不是口号，不是形式。安全生
产重在落实。我们谈以人为本抓安全，就要
求员工树立主人翁意识，把企业当作自己的
家，以主人翁的姿态来呵护这个家。员工与
企业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员工的安全就是企
业的安全，安全就是效益，安全是企业发展
永恒的主题。 漆艳梅

安全生产 重在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