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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去年以来, 冬瓜山铜矿
在安全宣教工作中，注重多角度多方
位建设，“三维” 宣教的深入推进，成
为该矿安全行动指南。

在安全宣教工作中，该矿实施的
是全员考核方式，检验宣教活动效果。
该矿规定，在安全宣教上，各个基层单
位每周集中培训学习不少于 2 次，矿
部利用 OA 系统每周统一发布学习
材料，安全教育活动达到常态化、规范

化要求。为进一步强化全矿员工安全意
识，提高安全知识和技能，按照活动部
署，该矿为全体员工（含外协）发放了
《员工安全生产知识考核题库》和《职
业卫生相关知识汇编》，各部门、各单位
组织员工集中学习并鼓励员工利用业余
时间自学，同时该矿不定期针对不同岗
位分别编制了试卷，实行闭卷考试。

通过竞赛活动，提升员工安全意识。
去年以来，该矿 12 个生产和辅助单位

及 6 个外协单位的 11 名选手，先后进
行了以典型事故案例为素材的各种安全
演讲比赛。获奖选手被安排到各基层单
位进行巡回演讲，扩大员工受教育面。通
过持续安全宣传教育，提高全员安全生
产意识，员工在掌握安全知识的同时，也
提高了安全防范能力。

亲情关注，筑牢员工安全防线。去年
至今，该矿各基层单位对 2010 年制作
的员工全家福照片墙进行了整理、更新

和完善，员工全家福上墙率达到 95%以
上。去年，该矿还向全矿员工（含外协）
发放致员工亲属安全公开信，总计 2874
份，员工家属签名后由所在单位收回存
档，并鼓励员工家属给员工本人或单位
写回信，经本人同意后遴选出具有代表
性的回信，在全矿范围内进行评选奖励，
利用局域网、板报等方式进行宣传，有效
激发了职工及其家属们的关注热情。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汤 菁

冬瓜山铜矿安全宣教构筑安全“堤坝”
实施铸安行动 推进“三维”建设

本报讯 连续 38 年无地表火灾
事故，“平稳、安全”是对矿产资源中
心多年来消防工作的最好注解。

消防安全关系着企业的正常生
产经营秩序和员工的切身利益，2017
年，为进一步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工
作，预防火灾事故的发生，切实保护
员工生命及企业财产安全，矿产资源

中心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强化消防安全
责任。

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
管”的要求，该中心践行“谁主管、谁负
责”的原则，细化落实消防安全目标管
理和逐级防火责任制，制定完善了《矿
产资源中心防火工作处置预案》。

目前夏季已经来临，气温正逐步攀

高，电线线路、机械设备负荷不断增大，
诱发火灾的因素增多。同时，危险化学品
受高温作用极易引发泄露、火灾、爆炸事
故，油料库、各类库房、野外驻地安全用
电、地表施工作业现场火灾事故更需防
范，这些都成为了当前消防工作的重点。
为此，该中心有针对、抓重点地开展消防
安全专项检查，并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

单、整改清单，及时消除潜在的火灾隐
患。

根据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的
要求，该中心每年定期对义务消防员、重
点要害部人员、机关后勤人员开展消防
知识培训和防火实战演练活动，提高员
工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萨百灵 蒋 健

矿产资源中心强化消防安全管理

本报讯 根据生产计划安排，结
合设备运行状态，铜冠有色池州公司
计划实施锌系统 2017 年度大修，主
要对焙烧炉、余热锅炉、电收尘等重点
设备及湿法、电解系统进行检修，计划
检修项目共 26 个大项，345个子项。

为确保大修工作安全顺利进行，
该公司超前谋划，认真做好各项准备
工作。一是成立大修检修指挥部，指挥
部下设九个工作小组，各小组根据大
修计划对检修项目、备件物资、进度安
排仔细梳理。二是建立召开大修推进
会制度。前期每月一次、后期每月两次
组织召开推进会，各小组对检修项目

准备工作、目前进展、材料申报及采购、
较大危险性项目施工方案等情况进行汇
报，对影响检修进度的进行讨论、协调，
并确定解决方法。三是提前做好大修期
间的安全环保工作。要求安全环保小组
针对检修期间高空交叉作业、密闭空间
作业、临时用电设施等危险特殊作业强
化安全措施，建立公司、车间两级安环督
查小组，要求在检修前加工制作和检修
期内进行现场巡查监督，始终保持安环
工作的高压态势。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
按大修计划积极有序开展，以确保本次
年度大修安全顺利实施。

程结水

铜冠有色池州公司积极准备年度大修

本报讯 日前，根据物流公司文
件精神，铜冠物流北环公司确定每月
的 26日为“党员活动日”。活动日以
党小组为单位，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
合的形式，要求每个党员佩带党徽，仪

表整洁，态度认真地进行学习和劳务，真
真切切地将“党员活动日”深入到各自
的工作岗位和生产实践中。5 月 26 日
“党员活动日”当天，全体党员还进行了
安全再宣誓。 万 青

铜冠物流北环公司开展“党员活动日”活动

本报讯 日前，铜冠物流金铁分
公司机务段党支部以“党员活动日”
为契机，组织全体党员开展义务劳动。
劳动过程中，全体党员重点清除该段

综合楼周边白色垃圾、杂草，平整综合楼
与一品江山小区之间绿化带部分地段的
路面，营造了干净整洁的工作环境。

邹卫东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开展“党员活动日”义务劳动

“这废纸箱没人要了吧？”库工
胡芳武一边发放劳保用品，一边整
理纸箱问道。同事陶锐笑道：“胡师
傅的脑袋瓜子又开始转悠了，啥东
西都当个宝，简直就是区里的‘小当
家’”。这是发生在冬瓜山铜矿提升
二区库房里的一幕。

“你们每次领完劳保用品以后，
把那些空的废纸箱随手就扔到了外
面，这既影响环境，又给清洁人员增
加了工作量，我要这些箱子可是大
有用处的。”胡芳武说。

原来，在平时工作中，该区员工
回收上来的一些用剩的黄油和废旧
螺丝、垫片、密封圈、U 型销之类的小
件材料散落在库房里。库工胡芳武看
到废纸箱既占地方又不好整理。她便
想到将废纸箱等零散旧材料进行分
类整理存放。利用休息时间，胡芳武
还常在综合楼的场地转悠，收集一些
员工喝过的空水瓶，用来装单位剩余
的稀料、液压油，在用量较小的情况
下方便员工携带使用，有效提高了物
料使用率，节约了物料使用的成本。
在物料发放管理中，她严格把握
“发、收”两个重点，每次员工来领
料，她总是见票发料，问清使用地点、
数量、领取人详细登记在册；员工上

交旧件时，也是一一详细上账。
看到胡芳武这样，工友们有的赚

麻烦，抱怨道：“转换器，风扇记记就行
了，一颗螺丝、一个垫片也要记，你真
是‘小当家’的。”“螺丝虽小，你也不
要看不起，咱们区制定了材料管理奖
罚办法。每颗锣丝、每根水管回收后都
有详细的奖罚标准，你浪费了就罚，回
收了就奖，这些帐目都是依据。” 胡芳
武认真地向员工们解释。

每次月底，当工友们看到分配中
因回收旧材料得到工区的奖励时，对
胡芳武的眼神由原来的“鄙夷”变成
了敬佩，感激地夸她是会过日子的“小
当家”。

胡敦华

“小当家”

5 月 24 日 23 时 20 分，刚刚升
井的安庆铜矿机运工区当班副区
长任卫东接到来自负 651 米中段
电话：“正在运转的皮带突然不工
作了……”他连忙折返到现场。身
为高级电工的任卫东首先对电气
线路进行了排查，在确认电气正常
后，又对运输皮带系统进行检查，
发现皮带首轮有下沉现象，而露在
外面的轴承看不出有任何瑕疵。他
在当班操作工的配合下打开首轮
一侧的加油孔，最终确认是首轮的
内轴断裂，必须进行抢修更换。他
向矿调度室和工区主要领导汇报
了情况后，为了争取时间，立即同
现场操作工一起对首轮的固定底
座和调节尾轮的拉杆进行松动拆
除。

区长秦小兵接到电话通知后
立即带领设备副区长袁木林、维
修班长王金星等人 驱车 往矿里
赶。在车上，秦小兵就和大家制定
了详细的抢修方案、安全防范措
施，袁木林在主井负责新旧首轮
在井筒起吊下放工作，王金星带

领维修人员到负 651 米中段进行
首轮的抢换工作，一切准备就绪，
所有参与抢修的人员到达各自作
业地点，时间已快到第二天凌晨 1
时了。

在主井作业现场，要想将重
量约 2 吨、长度达 2.3 米且两头
轴细、中间“鼓肚子”的不规则的
首轮从井筒内安全起吊下放是一
件十分困难的事。袁木林指挥起
重工等人在箕斗下方的起吊梁上
悬挂好起重钢丝绳并与首轮捆绑
好，防止首轮在离开地面进入井
筒时发生摆动碰撞，随后他们用
井口附近预埋的 3 吨风动绞车作
为牵引。机房操作人员信号确认
后，箕斗慢慢提升到一定高度时，
新首轮安全平稳地进入到达井筒
内，缓缓下放。

此时，早已在负 651 米中段抢
修现场等候的王金星等人，按照
更换方案，有序进行抢修。需要更
换的旧首轮在拆除后从皮带里往
外运出的时候，再一次受到了现
场条件的限制。皮带廊的宽度只

有 1 .5 米左右，首轮与第一节托辊
架子的间距也只有 1 米，而首轮的
长度在 2. 3 米，滚筒直径达 800 毫
米，平行运出是不可能的。起重工张
小兵等人在仔细观察周围环境后，
果断地在首轮两侧前后各悬挂 2 只
2 吨的手拉葫芦，当 4 只葫芦同时受
力悬吊首轮，前后葫芦一收一放，缓
缓微调，用了一个多小时硬是将这
个大家伙稳稳地运送出去。如法炮
制，新首轮的安装固定也采用了同
样的方法。

由于首轮 是在正常提矿时内
轴突然断裂，造成 1 号放矿漏斗与
首轮之间近 18 米长的皮带上堆满
了矸石。为不影响生产，加快抢修
进度，秦小兵区长在早班生产中临
时抽调部分人员会同现场操作工
对皮带上的矸石进行清理，采用
“歇人不歇活”方式，一边清理一
边抢修。抢修和清理工作一直持续
到次日 8 时左右，经现场电气和机
械技术人员调试确认，一次性试车
成功。

汤海斌

抢修在“午夜”黎明来试车

作为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的环
境，给人的印象大抵离不开灰尘，污
水，乱堆的砂石……但走进铜冠商
品混凝土公司的生产基地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铜官山下的这一片生
产基地里，青山绿水掩映下，干净整
洁的砂石堆放处，清澈的自建蓄水
池，清洁的空气，紧张而忙碌有序的
运输车辆……

———秉持应有的社会责任，尽力
做好企业，造福于员工，企业，社会，是
该公司一直以来的经营理念。

和以往的环境相比，该公司员工
陶金江深有感触：“过去，晴天里，多
少有灰尘弥漫，下雨天里，也或多或
少有污水流出。无论是客观因素制
约，还是主观努力，都没现在的意识
和水准。”近两年来，铜冠商品混凝
土公司在努力改善经营环境的同时，
也在花大气力提升生产环境，践行了
一个国有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感。首
先是投入。该公司近年来，不断挤出
资金，对生产基地里的道路，生产区
域的工作场地，物料堆放处，进行分
批分批整治与维修。与其他同类型企
业不同的是，面对堆放或者倾倒的砂
石可能扬起的灰尘，这家公司想方设
法给倾倒的砂石货场，安装了“淋蓬
头”一样的喷水淋水装置。用来喷洒
的水，完全来自于这家公司员工自己
动手新建的蓄水池。而这个容积不菲
的蓄水池水源，则又完全来自紧挨的
大山上流淌下来的山水或雨水。

进货倾倒时的灰尘被 “淋”没
了，倾倒完毕后，这家公司则会对每
一批货料实施全覆盖。即便再大的
风，不会造成扬灰飞起；即便再大的
雨，也不至于让货料被冲刷横流。生
产结束后，成品的混凝土在运输中，
则又会被完全密封装置。一路开，一
路撒的状况，在这家商品混凝土生
产企业，早已绝迹。

生产混凝土难免会产生一定的
污水。污水怎办呢？这家公司集中力
量修建了一个容积达到 120 多立方
米的沉淀池，既节约了循环用水，又
使得污水没一点外泄。“一年下来，
一吨水一两块钱啦，算算，就知道给
企业省下来多少钱。最重要的是过
去那种生产废水四处满溢的景象，
再也看不到了。”该公司驾驶员张师
傅聊到此处，唏嘘不已地说，“企业，
是要有责任心的人用心思去改善，
去带着大伙做的。”

至于在该公司早已司空见惯的
残余水泥，被浇筑成一块一块大小
不等的“路牙石”，再卖钱，就更为
知情人津津乐道。早在数年前，该公
司就开始尝试此项惠及社会、惠及
企业、惠及业主的善举。任何一个工
程结束，甚至每一天混凝土使用结
束，都要存在或多或少的残余混凝
土。多的，一两吨，少的，一盆或一
抔，倒在路边，不出几个小时就会板
结为硬邦邦的碍事的水泥块，污染
了环境，也给施工场地带来不安定
因素。于是，利用每一天滚筒里剩余
的混凝土，集中做出一块块可利用
的路牙石的想法与做法，就应运而
生。

莫以善小而不为。集腋成裘的
善举，以企业、社会为本的责任意
识，如今，在该公司深入人心。“铜冠
商砼” 的品牌也在皖中南区域得到
广泛认可。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花玲玲

责任担当构筑企业良好形象
铜冠商品混凝土公司：

为进一步加强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确保安全，5 月 24 日到 26 日，集团公司武装保卫部、生产机动部等一行检查组
深入仙人桥矿业公司，对民用爆炸物品进行检查，对检查出的隐患提出了整改要求，并就如何做好民用爆炸物品管理工作
提出了建议。图为检查基础台账现场。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周 钧 摄

工作有属地，爱心无边界。5 月 21 日，来自矿产资源中心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的赵跃，通过团中央开发的“志愿汇 APP”，报名参加了六安市残联举办的“推进
残疾预防，健康成就小康”大型阳光助残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彰显了铜陵有色青年志愿者的时代风采。

萨百灵 蒋涵森 摄

金冠铜业分公司为增强职工体质、调节精神，更好地提高工作效率，开展每天
四分多钟的工间操活动,有效营造了全员健身的氛围。图为该公司机关人员列队
做第九套广播体操。

夏富青 封保敏 摄

铜冠池州资源公司把职工文化建设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选
拔优秀选手参加集团公司职工各项体育运动会，增强职工体质、丰富职工文化生
活。图为端午节前夕，该公司自行举办的职工乒乓球比赛。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程 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