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凝聚
着千家万户的幸福与欢乐。安全是一
个企业健康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因
素。安全生产，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
和财产安全，关系到社会经济的正常
运行和健康发展，关系到改革、发展和
稳定的大局。因此，企业在安全生产
上，不仅需要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良好
的设备，更需要企业员工养成良好的
安全生产习惯。

在工矿企业中，经常看到这样的
标语———“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
安回家去”。这短短的一句话，凝聚着
亲人的殷切期盼。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安全是最大的效益。“安全为了生产，
生产必须安全”。因此，我们时刻要牢
记：安全第一，安全责任重大；只有人
员安全，才能有企业的安全。曾经听过
这样一句话：对于世界，你只是一名普
通的工人；对于家庭，你却是我的全
部。这句话曾深深铭记在我心中，愿这
句话也能铭记在每位职工的心中，思
想上由被动的“要我安全”变主动的
“我要安全”，行动上做到 “我会安
全”，从而在效果上达到“我保安全”
的目的。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让安全
生产成为员工的一种习惯，是做好安
全生产的重要环节。在安全生产上要
做到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被别
人伤害，就必须形成一种责任、一种习
惯。安全生产是一项全局性的工作，需
要企业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因此，安
全生产是每位员工的责任，安全意识
必须植根到每位员工的思想和行动
中。只有每位员工在平时的工作中，思
想上树立安全意识、绷紧安全的弦，行
为上严格遵守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
程，养成良好的安全生产习惯，事故才
会远离我们，安全才会常在。

安全生产工作是一项长期性、艰
巨的工作。要把安全理念转化为一种
行为习惯，需要逐步确立起高度的安
全责任感。安全生产习惯的形成要靠安
全教育的日积月累，还要靠规章制度的
约束和意识的养成。因此，在安全生产工
作上，除了通过安全教育、组织安全培训
外，还需要通过经常性的安全检查、督查
和考核，让各项安全规章制度和安全操
作规程深深印入职工脑中，并真正把它
变为员工安全生产的行动指南。

安全生产体现的是一种责任。在实
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
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为了家人的幸福
安康，为了企业的发展，为了社会的稳定
和谐，让我们从自身做起，遵章守纪，让
安全生产成为一种习惯! 作为企业员工，
更需要我们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理
念，让安全的警钟在我们耳畔常鸣，将良
好的习惯贯穿于日常的安全生产中，提
高安全意识，养成安全行为，为构建和谐
企业而努力。 安全管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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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不久铜山矿业公司召开的
2016 年度综合表彰大会上，该公司采
矿区出矿三班连续第二年获得“五优
标杆班组”称号。消息一传开，让该班
15名员工无不为之欢呼和自豪。这一
荣誉的再次获得，不仅是对他们工作
成绩的认可，更是一剂催化剂，让该班
全体员工坚定了“立足岗位，务实创
新，创一流、做标杆”的奋斗目标。

强化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在采矿区派班室的墙上，一张张

洋溢着温馨幸福的全家福和一句句安
全寄语，时刻提醒着每一位员工要把

安全放在心中，牢记家人的嘱托。一直以
来，该区出矿三班始终坚持 "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的方针，不断强化安全管理，
持续开展安全知识问答、技术革新、岗位
练兵、技术比武等活动，将安全至上的理
念，灌输和渗透到每名员工的思想意识
之中，使员工在平常的操作过程中，能自
觉转化成规范的安全行为。通过狠抓现场
管理，将查隐患、反“三违”等活动贯穿于安
全生产全过程，抓好安全措施的落实。每天
在进入采场前，班组都要对作业现场环境、
当天使用的机械设备以及可能存在的安全
隐患进行安全确认，并做到“班前、班中、班
后”都要安全确认，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决
不带着安全隐患作业。去年，该班实现人身
及设备事故均为“零”的目标。

强化班组建设，打造优秀团队
出矿三班以 “班组标准化建设”为

抓手，把“创建学习型班组、争做学习型
职工” 活动贯穿于班组建设全过程，根
据班组自身特点，积极开展形式多样、成
效突出的培训活动。按照“干什么、学什
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把教育培
训从课堂搬到生产现场，提升班组员工
分析、解决问题及实际操作的能力。同时
该班把精细化管理作为班组建设的着力
点，将成本管理和生产指标挂钩，加强对
标管理，大力开展班组 QC 攻关工作。
2016 年，该班完成《降低大直径孔爆破
喇叭口形成率》课题，通过 QC 攻关，成
功将喇叭口形成率由原先的 22%控制
在 15%以内，拉槽爆破效率大大提高。

构建和谐班组，提高团队战斗力
凝心聚力，聚沙成塔。出矿三班在平

时的工作中，除大家互相配合、努力完成
任务外，还通过大家相互家访谈心、交流

思想等方式，遇到困难互相帮忙。在生产
重任面前，该班总是一马当先，年年出色
完成工作。去年，在矿山重点工程建设
上，该班先后完成了负 613 米中段 4 号
矿体 2 号采场南、北进路及 14 线溜井
浇灰，负 568 米中段 17 线溜井隐患整
改浇灰等工作，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确
保生产衔接。在去年开展的全年出矿劳
赛中，该班不仅夺取了 6 个月第一名的
好成绩，尤其在去年 12 月 19 日，该班
还取得了单班出运矿 180 车，创造了新
矿山投产以来的单班出运矿最好成绩。
2016 年，该班累计完成出运矿 86200
吨，完成了计划任务的 110.12%，连续 4
年获得单位出运矿第一名和连续 3年杜
绝轻伤及以上安全事故的好成绩，以出
色的业绩向矿山交出了一份出色的成绩
单。 丁 波 王良生

梅花香自苦寒来
———记铜山矿业公司“五优标杆班组”、采矿区出矿三班

本报讯 为尽快落实“安徽好物
流”交易平台上线运行的总体工作部
署，充分发挥交易平台的管控效力，日
前，铜冠物流金运物流分公司召开由
班子成员和相关岗位人员参加的专题
会议。会议就做好这一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一是统一思想，高度重视。相关
岗位在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时不折不扣
地做好“好物流”交易平台运行需要
的相关准备；二是顺势而上，主动作
为。将与铜冠物流公司职能部门保持

紧密联系，拟请研发专家抓紧对分公司
相关岗位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会商解决
平台在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三
是积极扩大宣传，提高知晓率。分公司相
关岗位须及时将铜冠物流公司“安徽好
物流”交易平台上线运行的信息向各对
口承运商予以发布，推动承运商接收业
务的途径由从分公司调度员处获得向登
录交易平台获得的转变进程。全力以赴，
共同推动“安徽好物流”交易平台在金
运物流分公司的有效运行。 汪开松

铜冠物流金运分公司积极做好“安徽好物流”交易平台上线前准备工作

本报讯 为有效预防、控制和消
除职业病危害, 加强职业卫生健康知
识的学习宣传，2 月 15 日，铜冠冶化
分公司举办职业卫生健康知识专题讲
座，以进一步增强员工职业卫生健康
意识，提高职业卫生管理水平。

专题讲座特邀 3M 中国有限公司
专家前来授课，采用实体讲解、操作、提
问等形式进行，来自该公司各车间的分
管领导、安全员及安全环报部相关人员
共 20余人参加了讲座。

陈书青

铜冠冶化分公司举办职业卫生健康知识专题讲座

2 月 13日 16时许，冬瓜山铜矿
运输区生产班组安全生产例会刚一结
束，青工方文斌就气鼓鼓地找到班长
许海峰，提着嗓门说道：“班长，我给
你提个意见行吗？”

“意见，什么意见？”许班长有点
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小方继续抱
怨道：“班长，你咋能这样，刚才在会上
又给大家举我违章操作的例子，让我
又当一回反面教材。你看，这个都是去
年发生的事情了，事后分也扣了，该罚
的款也交了，按矿里要求安全试题我
也全做了，怎么还揭我的短啊……”

原来，在这次班组安全生产例会
上，为提醒班组人员在春节过后尽快
收心，不忘搞好安全生产，时刻紧绷安
全这根弦，坚决杜绝“三违”现象，班
长许海峰又提起了小方去年 12 月份
在井下负 875 米中段 58 线 1 号漏斗

放矿操作过程中不按规定站在矿车边沿
上处理大块矿石的事。他在会上分析了
小方违章操作的案例，提醒班组其他成
员在工作中以此为戒，牢记安全。这事已
经过去近两个月了，谁知许班长旧事重
提，小方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于是向他提
出“强烈抗议”。

“小方，我今天把这件事再次拿出
来说，是因为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实实
在在的例子，更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发
现找准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从而打
好‘漏洞补丁’，及时防范事故发生。我
这样做并不是跟你过不去，而是对班组
员工负责。谁都希望高高兴兴上班来，平
平安安回家去，你说是不是？”许班长的
一席话说得小方顿时羞红了脸，不好意
思低下了头。

“现在仔细想来，还是咱们班长说
得对哟。安全对于我们这些从事生产一
线操作的人员来说有着更加重要的意
义。通过把员工以前以‘身’试‘法’的
‘短’ 揭示出来，不但让他本人吸取教
训，防微杜渐，避免重复性违章，而且对
其他人也起到警醒作用。”小方深有感
触地说道。 左 勇

许班长揭短

2 月 8 日 8 时许，工程技术分公
司金昌项目部机械一班班长胡红丰布
置完当日工作和人员分工，强调了几
句安全注意事项就匆匆结束班组晨
会，带着组长杨志勇、高级技师郭金龙
等机械一班钳工主力前往金昌冶炼厂
熔炼车间转炉区域。这天，机械一班的
主要工作是更换熔炼车间 17 号皮
带。17号皮带是专为熔炼车间 4台转
炉运输石英砂的通道，规格 650 毫
米，长度达 200 米，每天转炉生产需
要的石英砂就是通过这条 200 米长
的滚滚长龙输送至转炉炉口。之前，这
条皮带有几段严重撕裂，最窄处已不
足 450 毫米，若不更换将影响熔炼车
间正常生产。

机械一班的 8 名钳工及配合更
换 17号皮带的 2 名起重工、2 名电焊
工到达片刻，叉车将 200 米 650 规格

的新皮带运至现场，项目部事先联系
的 25吨汽车吊也准时到达。人员、汽
车吊就位，皮带更换工作正式展开。按
照作业程序，第一步，汽车吊随着起重
工指吊引导手势把 200 米整卷的新
皮带吊放到约 20 多米高的皮带廊上
指定位置；胡红丰领着钳工们把破损
的 200 米旧皮带割断，用 1.5 吨的卷
扬机小心谨慎地放落到地面，这个过
程用了 2 个多小时。紧接着，钳工们
开始借助卷扬机的力量拖拉安装新皮
带。作业时，皮带廊下方 2 台转炉正
在生产，浓烈的冶炼烟气不断升腾弥
漫，辣眼睛、呛咽喉，防护面具可以护
住口鼻，但烟雾很快笼罩住防护目镜
什么也看不见，无法作业，维修工们只
好取下防护目镜硬抗着，烟气熏得大
家眼泪直流；室外又下着雨夹雪，敞开
式厂房有顶无墙，高处的皮带廊上无
遮无拦，冷风嗖嗖。为做到检修作业动
作利索，维修工们穿着都不厚实，此
时，为了工作任务，维修工们只能忍受
着寒冷和烟气的双重考验。

午饭后维修工们没有休息，返回

现场继续作业。皮带拖拉到位安装后，钳
工和起重工又拉动链条，用 2 吨手拉葫
芦将皮带一点一点尽可能拉紧，以避免
皮带载物运行时下垂、跑偏、打滑。14时
30 分，硫化机吊上皮带廊，放在已被电
焊工切割掉的 2 个皮带架之间，钳工们
开始给硫化机通电升温硫化粘接皮带接
头，胡班长和杨师傅、郭师傅站在硫化机
旁密切观察着皮带接头处硫化状况。约
3小时后，硫化机温度升至 145 摄氏度，
保温继续硫化 45 分钟后，硫化机停电
自然降温至 60 摄氏度，拆卸硫化机并
放至地面。电焊工再上阵，重新焊接复原
先前为上硫化机而切割掉的 2 个皮带
架。起重工、电焊工完成本职工作撤离
后，钳工们将皮带尾部调整装置调至最
短，查看 200 米新皮带的每一个支架滚
轮，进行最后一步调整、调试工作，经过
1个半小时的细致调整，皮带驱动电动
机送电启动，17 号皮带空载运行。

看着 200 米“长龙”运行自如，无
一点跑偏、打滑，饥肠辘辘的钳工师傅们
这才离开皮带廊，这时已是 21时许。

嵇家保

众人合力伏“长龙”
———工程技术分公司金昌项目部更换金昌冶炼厂 200 米皮带纪实

铜山矿业公司针对矿石性质粘性大，在生产过程中，铜精矿泡沫易使铜浓密机中心轴卡死而影响到生产这一现象，通
过增加铜浓密机中心轴的长度来避免该现象的发生，从而确保生产稳定运行。图为日前该公司选矿车间维修工正在对铜浓
密机中心轴进行改造。 张 霞 丁宜生 摄

雨水多发的春季，使井下受潮湿的充填管道变得容易腐蚀、易磨损。为此，冬
瓜山铜矿充填区在合理安排好各处采场有序充填的前提下，积极组织人员开展管
道春季刷漆防腐工作，力争以最小的投入提高管道抗腐蚀性能，延长管道使用周
期，有效促进生产降耗。 汪为琳 摄

铜冠物流公司金运物流分公司充分发挥铜冠工业物流园区的仓储功能，积极发展
物流专线业务，取得良好成效。图为进驻园区已经分拣的货物整装待发。汪开松 摄

为活跃企业文化，丰富员工的业余精神生活，铜冠电工公司日前举办职工乒
乓球比赛。本次比赛，共有 16 名选手参加比赛，在比赛中，队员们发扬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的精神，经过顽强的拼搏，机关财务部选手徐辉获得此次比赛第一名，陈
光东，刘宏获得第二名，吴晓敏、李超、阮亚获得第三名。 王 桃 摄

本报讯 铜冠冶化分公司牢固树
立“安全第一，环保优先”的理念，坚
守红线意识，加大安环管理力度，努力
开创安全环保工作新局面。今年，该公
司提出实现无重伤以上和重大设备、
火灾、交通、爆炸、中毒事故，负伤率小
于 1.2‰；工作场所有毒有害因素法定
检测合格率不低于 85%；实现污染物
达标排放和总量控制等目标。

该公司全面加强安全环保教育培
训，提高全员安环意识。结合“安全环
保，意识先行”活动，加强安全环保职

业健康法律法规、应急救援、消防知识、
岗位安全防护等教育培训，深入开展反
“三违”活动，加强对“三违”人员的再
教育工作，坚持开展安全宣誓、安全一家
亲等活动。继续完善公司所有员工安全
环保教育培训档案，加强对员工的安全
环保教育培训效果评价。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安环
基础管理，修订完善《不安全行为管
理规定》和安全操作规程，做到有章
可循，有章必循；贯彻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把对安全环保工作的要求融

入到各级管理流程，齐抓共管，层层落
实，建立一体化的管控机制。完善责任
追究制度，对每个生产现场每个岗位、
每个环节明确责任人、监督人，对安全
隐患、安全事故坚持 “四不放过”原
则，查明原因后要严肃处理、教育责任
人，决不姑息迁就，确保安全生产。

此外，该公司还通过坚持清洁生产，
促进节能减排。通过工艺改造、设备更
新、废弃物回收利用等途径，实现“节
能、降耗、减污、增效”，从而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公司的综合效益。进一步建立

健全环境保护及风险抵押考核管理制
度，完善公司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加大
环保风险抵押考核。加强公司废气废水
达标排放自查工作，重点是对各在线监
测系统的监控工作。加大检查力度，按
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全员、全过程、
全方位、全天候”的原则，多层次、多专
业进行检查，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消除
各类安全生产隐患，发现隐患及时通报
整改，推进隐患真正消除，让安全隐患
无法藏身。

夏富青 朱长华

铜冠冶化分公司坚守红线意识加大安环管理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