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三月芳菲红，春寒咋暖爱心
热。“向雷锋同志学习”纪念日刚刚
过去，安庆铜矿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
“义务献血”活动，在积极踊跃报名的
职工中，有一个人不顾同事的劝阻，仍
挽起衣袖，连续第十二次参加义务献
血，累计献血量已达 3600 毫升，几乎
接近全身血液总量，他就是该矿工程
工区支护工管祥根。

矮矮胖胖的个子，憨厚敦实的身
板，说起献血，他觉得很正常，因为从
小母亲就告诫他：人要有善心，要多做
善事。年轻人，抽点血，既能救人性命，
又能促进自身血液再生，何乐而不为。
几年前，管祥根曾因雨天骑车不慎发
生车祸，造成肾破裂，是别人捐献的血
浆挽救了他，当他看到医院里一些病
人做手术时，需要大量血浆时，更激发
他义务献血的意愿。每次献血，他都
第一时间报名，有同事劝他算了：身体
受过伤需要长时间才恢复，而他却说:
“在医院里看到许多病人需要输血，
血站发给我的短信上经常看到血液告
急，我也只是尽点我的义务，更何况少
量献血可以加速身体恢复，利己利人

功德无量呀。”
2002年，管祥根第一次听说矿里要

开展义务献血，由于对献血对身体有没
有影响还不太清楚，当时有的人有顾虑，
管祥根觉得自己年轻，体质又好，抽点
血，一晚上睡过之后就又会活蹦乱跳，便
积极报名，抽取了 200毫升，爱人知道后
心疼他，非要烧点好吃的给他补一补，管
祥根笑她太敏感，让她放心，说：“两碗饭
一吃，就又会补上了，哪有那么娇贵。”为
了让妻子放心，他还上网搜集了不少有
关介绍献血的文章，以及捐血救人的事
例让她看，求得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作为一个矿山职工，经常在井下从
事作业，强健的体魄、健壮的身躯，使管
祥根能够经受艰苦工作的锻炼，能够承
载强度的工作负荷，他非常自豪母亲给
了他一副好身体。管祥根老实本分，竭尽
所能干好自己的工作，舍得出力，不怕流

汗，和同事之间也是团结友爱，对人热
情、友善、大方，只要有需要帮助的，他都
倾力而为，与大伙和谐相处。作为两个孩
子的父亲，管祥根饱尝和美幸福天伦之
乐，和睦的亲情让他的生活布满爱的阳
光，尽管家庭也不是太富裕，但他感到很
知足、很惬意，因为他是从自己童年的艰
苦中走出来的，对关爱的渴求、对帮扶的
期许有着切身的感受。因此，在 1998 年
洪水时、在汶川地震时，在每年的帮困捐
款时，管祥根都积极奉献爱心，献上自己
一点微薄的力量，因为他深知：众人拾柴
火焰才高。闲暇时，他常从电视、从网络
上看到有的病人因缺血而丧失救命的良
机，有工友因受伤急待输血救急，特别是
看到安庆市血站常发布血荒告示时，管
祥根觉得：自己力量小，不能发挥大的作
用，但自己每年可以奉献一点，至少可以
让一台手术不再为缺血而焦急；如果人

人都能献一点，那么就会有无数的患者
能得到救治。武打电影里的一句台词让
管祥根终生难忘：救人一命，胜造七级
浮屠。从那以后，每年只要是有献血的
机会，管祥根都会主动报名参加，不善
言辞的他不会说什么大道理，漂亮话，
每次都是主动挽起胳膊，让殷红的热血
注满爱心收储袋。2008年，他主动要求
护士一次献血 400 毫升，因为这一年是
汶川地震，也是奥运年，管祥根要通过
献血来表达汶川抗震的支持，也包含对
百年奥运的期盼。

2009 年和 2011 年，管祥根继续保
持每次 400 毫升的献血标准，他要用自
己的行动来告诉身边人，无偿献血利己
利他人，自己每年坚持献血，对身体没
有任何影响，相反倒是干事更有劲，走
路更有力，吃饭也更香。

尽管管祥根在工区献血量最多、献
血次数最多，但低调的他，从不张扬。他
说只要身体允许，只要是需要，他将会
一直献下去，为他人，更是为自己，因为
每个人都会有需要他人帮助的那一天，
现在这样做，也是在为自己积蓄爱的资
本。 陈文革

热血写爱心
———记安庆铜矿工程工区献血标杆管祥根

棱角分明的脸上，一双 “眯眯
眼”炯炯有神，嘴角微微上翘，时时
带着暖人的笑意，他叫汤珩，是金冠
铜业分公司硫酸车间生产四班的班
长。阳光、率直、干练是他给人的第一
印象，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一直是
一个敬业、担当、勤于钻研的小伙子。

在金冠铜业分公司刚刚结束的
年度大修中，汤珩主要负责硫酸净化
区域的项目检修工作。从 2 月 18 日
提前进入大修，到 3 月 23 日完成区
域联动试车，整整 34 天，他一直坚守
在大修的最前沿。每天早晨车间大修
推进会一结束，汤珩便立即赶往现
场，全身心地投入到大修中。净化区

域检修项目整体难度不高，但大多涉及
到玻璃钢材质的设备施工，防火、高空
作业致使安全压力格外大。作为班长，
他安排班组成员轮流对作业过程进行
重点监控和旁站管理。只要条件允许，
他自己也总待在检修一线，对安全防范
措施和安全保障条件进行跟踪督查，发
现隐患、违章，立即要求施工方停工整
改，在汤珩心中，“安全为天，只有安全
有了保障，我们才能更专注于施工质量
和进度的控制。”

在净化烟道安装过程中，有这样一
桩事让工友们印象颇深。由于施工单位
操作疏忽，垂直段膨胀节外表面受损，
考虑到烟道里常年流经的是高达 300
多摄氏度的烟气，加之膨胀节壁厚度较
薄，一旦投入生产，在安全和质量上均
存在隐患，更换膨胀节便势在必行。心
思细致的汤珩全程在现场监督着更换
过程，不时地提醒着施工单位注意操作

细节。新的膨胀节刚安装就位，他戴好
安全带，丝毫没有迟疑就攀上了脚手
架，在离地 20 多米的跳板上，他绕着膨
胀节谨慎小心地移动着身体，对表面进
行详细检查。地面上的工友们都为他捏
了一把汗，直到一句响亮的“搞定！”从
空中传来，汤珩冲着地面比了个胜利的
手势，眼睛也眯成了一条缝。

圆锥沉降槽整体更换也是该公司
今年大修的重点之一，但连日的阴雨，
及施工单位前期准备工作的欠缺，让施
工进度未能按计划落实。要追赶进度、
确保工期，施工单位决定连班作业。这
时候，安全和质量更是马虎不得。汤珩
一边为施工单位积极协调落实连班作
业的外部条件，一边主动请缨，独自一
人进行现场监护，直到收工。大修的日
子里，他几乎都是最后一个离开现场，
当跨上回家的摩托时，夜幕常常早已降
临。

“认真负责、勤于钻研”虽是简单
的两个词，却高度概括了汤珩的工作态
度。遇到关键设备大修拆解的机会，他
常待在现场边看边学。就拿石膏离心机
来说，经过多年运行，故障频频，出于对
设备本体强烈的求知欲，他积极组织全
班人员现场观摩设备拆解过程。为了弄
清设备故障症结所在，他甚至跳进设备
筒体拍照，研究设备内部构造。在他的
带动下，班员们对设备日常操作的关键
点有了更加明确的认知。

不仅在大修期间，他也是日常工作
里的有心人。为了提升班组建设水平，
丰富班组活动内容，他积极推进 QC 小
组活动。今年他主导的恒心 QC 小组，
对如何降低石膏滤液含固量开展课题
研究。数据收集、分析，制定并导入针对
性的改进措施，他带领着团队的成员们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

珩，佩上玉也。人如其名，他愿意做
佩玉上那一粒稀有的横玉，低调却有着
其自身的价值。他坚信，只要不懈努力，
定能演绎出别样的精彩人生！

萨百灵 韩杜荧

我有我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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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企业效能监察是企业内
部的综合性监督，是推进企业强化管
理、促进党风廉洁建设的重要手段和
有效途径。2017 年，动力厂纪委围绕
生产经营实际和年度重点工作，采取
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原则，积极做好
效能监察立项工作。

该厂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从各
基层单位广泛征集效能监察立项意见
与建议，汇总后进行筛选，最终确立
了两项可操作性强、价值度高的效能

监察项目。一是针对“加强燃煤采购管
理” 开展效能监察。通过规范燃煤采
购、使用、计量、盘存等过程管理与监
督，实现降本增效目标；二是以“提高
执行力，推进重点工作，开展执纪问
责”为重点实行效能监察。该厂将通过
“周通报、月检查、回头看、季考核”等
措施，进一步提升政策执行力度，以确
保各项工作组织、落实到位，促使企业
管理效能提高。

萨百灵 章传红

动力厂 2017年效能监察项目立项

打造执行力文化，必须凡事有章
可循。在安全工作上，本着“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的原则，要制定科学的
管理和考核办法，健全激励和约束机
制，奖惩分明，严格考核，保证规章制
度执行到位。进行建章建制，制订规
则，要克服和避免管理的随意性，要
避免管理的漏洞和疏忽，凡事有章可
循，凡事有据可查。要按照制订的规
则办事，不能各行其是，要强调规则
意识，听从指挥。要建立同业对标体
系，在公司系统内进行对标管理，实
现从目标管理向过程管理的转变，实
现安全管理、安全监督的关口前移，
防线前移，实现安全生产的可控和在
控。

打造执行力文化，必须凡事有人
负责。从机制上下功夫，切实建立安全
生产的长效机制。一是要健全完善安
全生产的激励、约束机制。要切实落实

各级、各类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将安
全责任分解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将安
全压力传递到每一位员工身上，形成
一把手亲自抓，分管副职具体抓，坚持
“党要管党、行政抓长、工会管网、共
青团抓岗”的原则，形成党政工团抓
共管的良好局面。要切实实行“安全
生产一票否决制”和安全生产重奖重
罚。目前，我们有的单位、有的员工将
规章制度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表面
上的情况还很突出。因此，必须对违章
作业人员、未到岗到位人员、未在状态
者以及事故的责任者进行严厉的处
罚，将安全业绩作为员工的评先、评
模、提拔、晋升的重要考核内容。

打造执行力文化，必须凡事有人
监督。各单位要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
监督体系，加强内部的安全指导和监
督。要强化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凡
是涉及企业安全的工作环节，都要落
实安全责任、安全措施和安全监督。
各级安全监察部门、安全监察人员必
须切实负起责任，大胆工作，从严要
求，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发现问题，及
时督促整改。通过安全监督，一是了

解基层单位真实的安全生产状况，检
查各级规程制度的贯彻执行情况，为
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二是督促各级严
格贯规贯制，落实各项预防措施。三
是严厉查处各类违章行为，纠正在安
全生产中的偏差。四是在检查中及时
发现各种问题和隐患，及时提出解决
预案。

“安全责任为天，生命至高无
上”，“宁听骂声，不听哭声”。我们
抓安全管理，要敢于“严”字当头，在
“硬”字上下功夫，出硬招，发重拳，
严抓狠管；尤其要严格执行“安全管
理一票否决”和连带追究制度；要从
打击习惯性违章开始，坚持“四不放
过”原则，做到严格监督，严格检查，
严格考核，无论谁违反了安全管理规
则，都要狠批评、狠处罚，决不姑息迁
就。同时，杜绝“领导干部高高在上、
基层员工高枕无忧、规章制度束之高
阁”的“三高”现象，将安全责任落实
到企业工作的各个方面，实现安全工
作的新突破，在形成人人关心安全、
处处注意安全，共同保证安全的良好
局面。 安全管理网

打造安全文化执行力

本报讯 人常说：家大业大，浪费点
没啥；但安庆铜矿工程工区的职工们却
认为：家大业大，“手脚不能大”；一天节
一把，积沙能成塔。一直以来，工区上下
精于算小账、抠细账，坚持“斤（每千克
水泥）金（每一分钱）”计较，从领导到
职工都养成一种“小家子”气，当起“守
财奴”。2016年在充填产量比上年同期
增加 9%情况下，成本费用却比同期节约
了 44%，仅电费就节约 200余万元。

该工区主要承担着对井下采空区
实施充填的重任，年充填量 25 万方左
右，每年消耗散装水泥五、六万吨、消耗
各种辅材费用约为六十余万元，加上承
担井下通风和风压供应，每年的电费约
为 1000 余万元，成为矿山生产中一家
费用消耗大户之一。为管好用好这些费
用，全力压缩生产开支，念好成本管理
“经”，工区坚持一手抓好成本教育不
含糊。每天利用派班会、五分钟党校学
习，宣传节约知识。开展成本观念教育，
和职工一道算好投入与产出账、开支与
浪费账，让职工都清楚一吨水泥价格、
一桶油的费用、一度电的单价，每消耗
一吨、一升、一度就是多少人民币的支
出，逐月进行成本分析，超罚节奖，让职
工从思想、行动上增强成本意识，夯实
成本观念。另一手是把好材料出入关不
松劲。充填生产散装水泥是大头，工区
制定了严格的入库登记制度，每车水泥
磅单均由当班班长签字验收经分管领
导人口方有效；对罐车实行来回过磅
制，以保证每车运量不搀水分、无遗漏。
对材料领用严格实行审批制，统一由各
班组长填写领料单，经区长批准，方可
发放；对可不领的或少领，坚持不领或
少领；能压缩的尽量压缩。散装水泥在
吹、用过程中，因炸管而造成的跑冒，当
班作业人员都要用锹铲，用条把扫，装
入编织袋，统一回收添加到搅拌槽。封
闭材料算着领，哪怕多一根圆木、一块
钢筋网也要回收带回仓库；电焊工在焊
接时不得遗留一根焊条，凡发现遗留或
浪费材料的，将扣减绩效奖，并不得参
加年终评比。在能源节约上，着力加强
对变频调速装置的使用，减少交接班和
大爆破期间的空压机开机台数，全面清
理高耗能的电机、设备，代之以清洁型、
功效高的节能设备，有效降低动力消
耗。同时加大对小改造、小制作和 QC
活动的支持力度，全年共加工制作井下
充填用注塑弯 40 余只，节约采购费用
5 万余元；采用空压机供风解决工业洗
衣机的鼓风电机故障，节约费用 0.9 万
元；QC 小组有效解决深部中段充填负
560 米管道输送故障频发难题，节约 10
余万元。他们还把眼光盯住井下，注重
做好废旧材料的回收与利用，全年共回
收管材、钢材 30 余吨。 陈文革

安庆铜矿工程工区念好成本“经”
家大业大“手脚不能大”

本报讯 日前，天马山矿业公司在
全公司范围内开展一季度安全环保职
业健康工作综合大检查暨矿山安全生
产隐患大排查活动，确保矿山安全生
产形势持续平稳。

该公司领导班子分五组带领安
全、生产和纪检等部门检查人员分别
到天马山和金口岭两个矿区，进行
深入细致地安全检查。检查组对照
下发的市非煤矿山全面整治工作检
查表，分别深入井下、车间、尾矿库
对矿山合法性、生产系统的可靠性、
保障条件的完备性、管理制度的完
善性以及其他相关要求逐条进行了
详细检查，具体包括证照情况、机构
和人员情况、管理制度和责任制落
实情况、开拓部署与采掘生产组织

情况、安全标准化工作推进情况、职业
卫生管理落实情况、现场安全环保管
理落实情况、车间（矿）区存在的安全
环保隐患、技改项目实施情况等方面
逐条进行了详细地检查，确保井下提
升系统、机电运输系统，通风、排水、供
电等各大系统安全平稳运转，同时对
危险化学品、特种设备、爆破作业、有
限空间作业、安全避险“六大系统”运
行情况以及综合台账资料等进行了全
面细致地检查，严防安全漏洞，确保生
产安全。

针对查出的隐患，该公司安全环保
部下发整改通知单，要求责任单位定措
施、定期限、定责任人，确保整改到位，
为该公司安全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朱 艳

天马山矿业公司开展隐患排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本报讯 今年，技术中心纪委在
持续强化监督责任加大监督执纪力
度、加大规章制度执行监督和专项检
查力度、深入推进阳光工程、围绕年度
重难点工作开展效能监察的同时，不
断完善廉洁风险防控管理，把廉洁防
范工作向一线延伸。

一是发挥贴近基层、贴近一线的优
势，在质检、检测两个中心开展“廉洁
教育进班组”活动，警示教育正规化、
常态化，提高员工自警自醒自律的思想
防范意识，防止“蝇贪”铸成大错。

二是传导责任、强化考核，层层签

订廉洁从业责任书。与党支部、行政管
理及关键岗位人员签订 《廉洁从业承
诺书》，强化党支部管理、监督责任意
识，强化特定岗位人员廉洁自律意识，
更有效地管住管好“微权力”。

三是营造廉洁氛围，推进廉洁文化
建设。通过在宣传栏和办公区域张贴宣
传警示图片、OA 办公平台公告法规制
度和上传廉洁教育电教片、制作专题展
板等形式，营造学法、知法、懂法、守法
的氛围，引领员工明确道德“高线”，教
育员工严守“底线”，提高树立廉洁自
律良好形象的自觉性。 张 蓓

技术中心纪委不断完善廉洁风险防控管理

铜冠电工公司漆包线分厂职工日前正在包装作业。铜冠电工公司为优化仓储管理系统，提高仓库管理效率和管理水
平，积极运用信息技术对传统的仓库管理进行改造升级，今年加快了对漆包线产品包装二维码改造进度，利用二维码将
产品的入库、仓储、拣货、盘点等各个环节串联起来，实现产品的可跟踪性、可控制性和排产科学性，提高业务流程的灵活
性，不断降低库存。

王红平 芦广胜 摄

日前，冬瓜山铜矿动力车间 3 名钳工利用工闲时间，正在对井下运上来的废
旧风机进行拆卸，将能修复的零部件进行整合再利用。今年 1 至 2 月份，该车间仅
修旧利废一项就节约材料费用 10 万余元。 陶信宁 摄

4 月 7 日，铜山矿业公司运转区维修人员在更换负 658 米破碎机漏斗衬板。
该公司积极开展挖潜增效活动，推动了公司生产平稳发展。余 飞 吴 健 摄

今年，铜山矿业公司围绕成本、质量、效率和效益等关键指标，深挖设备管理
新思路，以精、准、细、严的原则，严把设备巡查、维护保养、检修等各个关口，确保
各类设备零缺陷、安全高效运转。图为日前该公司选矿车间维修工正在更换磁尾
泵轴承。 张 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