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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事的是高危行业，反违
章、除隐患、关爱生命是我们的权利
和责任……”每天派班会前，齐声诵
读这掷地有声的安全誓词，是冬瓜山
铜矿充填区坚持多年的做法。日前，
职工派班室多了几位宣誓者，她们是
家属“协管会”的成员。

为了更好地发挥“协管员”的安

全防线作用，以亲情的力量感化职工牢
记安全这一永恒主题，“安全月”之际，
这个矿充填区邀请几位“协管员”走进
派班室，与职工齐声诵读安全誓词活
动，既让家属“协管员”体验富有特色
的安全文化氛围，也让广大职工真切感
受到亲情与关爱的力量。矿嫂杨兆华是
徐建的爱人，在参加集体安全宣誓活动
后，她深有感触地说道：“再过几个月，
我的爱人就要退休了，通过今天与矿工
兄弟同堂宣誓安全，让我感受到一个人
的岗位可以有退休的年龄段，但是安全
对于每个人来说，永远没有退休这个
词。”

安全誓词中“高危行业”这几个字
让矿嫂汪忠玲身临其境地体验到爱人
的辛劳和不易。“矿嫂同堂宣誓”活动
刚好是其爱人丁胜的班次，于是她当众
对丁胜表白道：“在今后的日子里，我要
多分担些家务活，尽量不给你带来烦心
事，我要以妻子特有的温柔，让你感受
到亲情对安全的力量。”包含深情蜜意
的话语，让派班会增添了几分浓浓爱
意。

程红娟是充填二班班长孔祥兵的
爱人，只见她意味深长地说道：“我们家
小孩下半年就要读高三了，生活的担子
肯定也会随之加重，我是家属 ‘协管

员’，就一定不会因为家庭琐事而影响
爱人的情绪，也一定不会因为自己的情
绪化，而牵制爱人对工作的精力。”她还
特意向区里要来一份安全誓词文字稿，
她说要把铿锵有力的安全誓词抄在自
家的床头案边，同时还要把它收藏进自
己的微信里，每天给上班的爱人发送一
条安全誓词，要让自己的亲密爱人受到
双重的宣誓教育。说着，几位矿嫂又情
不自禁地诵读起：“我们从事的是高危
行业，反违章、除隐患、关爱生命是我们
的权利和责任。我上有老，下有小，安全
工作要搞好……”

汪为琳

齐声诵读的誓言……

“没有安全何来幸福与和谐，事
故猛于虎，安全责任重，我们做家属的
一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让自己丈夫
吃好，休息好，丈夫每天上班出门前不
忘叮嘱一声注意安全, 尽最大努力配
合单位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6月 23
日下午，在工程技术分公司金昌项目
部召开的职工家属安全生产座谈会
上，该项目部电气二班王师傅的妻子
率先发言。

随即，会场气氛逐渐热络，家属
们和职工纷纷发言:“我老公有高血
压，但生产任务总得完成，你不干，他

不干，工作谁来干；我不能叫自己老公
不干活，只能好好照顾他，不让他添堵，
带着情绪上班，每天提醒他爬高上梯要
小心，要按规定系好安全带，保护好自
己。”“金昌项目部每年都召开职工家
属安全座谈会，我这是第二次参加这个
会了，我感觉工程技术分公司和金昌项
目部对安全生产工作高度重视，抓得很
紧，做好自己丈夫安全生产督促工作更
是我们做家属的应尽本分。”“老公，安
全不仅是你自己个人的事，它还关系到
我们这些亲人，关系的你的同事和单
位；工作时你千万千万不能分心，我们

每天都等着你平安回家。”职工家属们
或动情、或朴实，通情达理的话语深深
感染了参加座谈会的近 20 名职工和家
属。

座谈会热烈、和谐、温馨，弥漫着浓
浓亲情，与会家属和职工们畅所欲言，谈
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理解、感受、建议和对
亲人的殷殷期盼，表达自己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对亲人、对家庭的关爱。职工们
还向家属们保证，一定从自己做起，严格
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杜绝违章作业，
切实保护好自己和同事安全，不让亲人
担忧，不给家庭和单位添负担。座谈会

上，分公司生产安环部负责人和金昌项
目部负责人也先后发言，由衷感谢职工
家属们悉心照顾自己丈夫，积极支持、督
促丈夫们安全生产作业，理解、支持单位
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并从繁忙的本职工
作和家务劳动中抽身前来参加座谈会；
表示单位将一如既往强化安全生产管理
工作，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积极做
好安全生产防范措施，关心职工职业健
康，安排好职工职业健康体检工作，与职
工家庭共同努力，牢固编织安全生产防
护网。

嵇家保

亲情助安全 和谐促平安
———工程技术分公司金昌项目部职工家属安全座谈会侧记

本报讯 经过安徽方圆认证公
司严格审核，铜冠地产公司于日前顺
利通过了新的换证评审并取证。

安徽方圆认证公司审核小组按
照 国 家 新 改 版 的 ISO9001、
ISO14001 及 HSAS18001 标准要
求，通过对铜冠地产公司的质量、环
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
实施和保持进行再认证审核。审核组
认为该公司按照新标准建立的体系
是适宜的、有效的，能够满足顾客、员

工和社会的要求，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
各项标准、合同要求。

铜冠地产公司“三标一体”管理体
系审核认证的顺利通过，是对该公司
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运行成果的肯定，同时有力地促进了
公司综合管理水平和施工现场管理能
力的提升，为建设具有较强竞争力的
新型房地产开发企业集团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王红平 汪亚春

铜冠地产公司通过“三标一体”新版认证审核

本报讯 “七一”前夕，铜冠矿建
公司组织退休党员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负责该公司退休党员管理的后勤保卫
部党支部根据退休老党员健康状况，邀
请部分退休老党员到公司召开 “讲政
治、重规矩、作表率”专题学习座谈会，
并组织退休老党员参观了市博物馆和
展示馆。在展示馆内老党员们认真参观

每一个展厅，每到一处都感慨万千，从
视觉上感受到了铜陵市各项事业发展
的历史变迁和辉煌成就。退休老党员在
展示大厅内举行了重温入党誓词宣誓
活动，纷纷表示不忘初心，不负自己当
年为矿山建设艰苦创业的峥嵘岁月，永
远做一名合格党员。

邹素花 丁 杨

铜冠矿建公司开展退休党员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激发职工岗位
学技术、练本领、赛能力的热情，不断提
升员工队伍整体的理论知识水平，6 月
30日，铜冠电工公司举行叉车工、清洗
包装工、连铸连扎专业岗位理论知识考
试。该公司所有在岗的叉车工、清洗包

装、连铸连扎员工参加了此次理论知识
考试。该公司将在结合实践比武的基础
上，对比武获得一、二、三名的选手将分
别授予首席员工、技术能手等称号并给
予物质奖励。

芦广胜

铜冠电工公司举行叉车工、清洗包装、连铸连扎职工技术比武理论知识考试

谢晖是铜冠冶化分公司综合车间
安全环保管理员，工作中始终把“细”
字放在心上，精心做好安全隐患排查
与整改工作。综合车间主要担负公司
硫酸、球团生产原料的保障供应，硫
酸、球团及红粉的销售，柴油等燃料
的储存及输送，生产过程的分析化
验等工作。作为车间安全员，谢晖每
天坚持勤跑现场，在油库、码头、取
样点等处来回巡检，从岗位人员的
思想动态，到设备设施的使用和变
化，他都细心观察，唯恐放过其中可
能存在的任何安全隐患。去年 4 月
的一天，谢晖在油库例行安全检查
时，敏锐地发现油库油罐的高低液
位报警系统有故障，就立即联系检
修人员来维修，报警系统很快恢复
了正常。对厂内每天进出的运输车

辆管理也是谢晖的工作内容之一。
他认真核查每一辆进出车辆和驾驶
员的相关资质，当车辆出现超载、路
面泼洒等情况时，他立即当场制止，
并拍照取证，对危害安全的行为绝
不姑息迁就。

精心抓好安全教育是谢晖日常
安全管理工作的又一重点。为做好
每次的安全学习，提前认真准备学
习材料是他必做的功课。“要想搞
好安全教育，必须自己先认真学习。
每次准备学习材料，其实就是一次
学习过程。”谢晖说道。为此，每次
安全学习前他总是提前花一个多小
时的时间认真准备相关的学习材
料。安全教育在不少职工看来是一
件枯燥无味的事，为此谢晖想到多
种形式的安全教育，通过开展让职
工自己上台宣讲安全学习心得、安
全知识问答、事故案例剖析以及
“我当一天安全宣讲员” 等多种职
工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让职工在

安全活动中参与互动，切实提高了职
工的安全意识和防范技能。

谢晖还负责厂内及金园码头球
团、硫酸渣的倒运、堆放工作。近 400
米长的球团输送皮带运转中受雨水特
别是冬季结冰影响经常出现打滑问
题，影响到皮带运转甚至是球团生产的
正常运行。每到此时，车间或调度总是
第一个电话给谢晖，让他联系汽车倒
运。为此，他经常要打好几个甚至是十
几个电话才能将倒运工作全部安排好。
不管深夜还是黎明，也不论家人休息为
此受到多少影响，五年多来，他都一直
无怨无悔地坚持着。一天深夜，正在睡
梦中的谢晖被一阵急促的电话声叫醒，
原来公司运输球团的皮带发生故障，需
要他赶紧到单位处理。他轻手轻脚下
了床，生怕吵醒一旁熟睡的妻子。赶到
单位后，他积极联系车辆，将球团矿倒
运至码头，从夜里 2 点一直坚持到早
上 8 点，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运行，受到
车间领导的好评。 方 超

“为了安全我无怨无悔”
———记铜冠冶化分公司优秀共产党员谢晖

本报讯 为回顾党的奋
斗历史，讴歌党的光辉业绩，
提高党员党性修养，坚定党的
信念，6 月 25 日，铜冠物流金
运物流分公司组织党员和入
党积极分子，驱车冒雨赴泾县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和新四军
军部旧址参观学习，追寻红色
足迹，缅怀革命先烈。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环境优
美，气氛庄严、肃穆、凝重。拾
级而上，高 12.36 米，宽 27 米，
由黑色磨光花岗石砌成的主
纪念碑舒展高耸，镶嵌着邓小
平 “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永垂
不朽”的题词，以其简洁巨大
的形体象征着先烈们磊落坦
荡的胸怀，崇高伟大的献身精
神。全体党员面对鲜红的党
旗，高举右手，集体重温了入
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
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
的章程……” 铿锵有力的誓
词响彻主碑纪念广场上空。走
进新四军军部大会堂旧址，周
恩来同志的巨幅铜像昂然挺
立 ，《 目前形势 和新四 军任
务》 重要报告的声音在耳畔
响起；抗战必胜的誓言震耳欲
聋；前厅的木质上舞台上，军
民娱乐互动的场景历历在目。
在“种墨园”，使我们联想到
叶挺等新四军将领为前方决
战凝神思索、奋笔疾书而深夜
不眠的情景，在女战士纪念
馆，一大批风华正茂的女青年
冲破封建桎梏，投身革命，为
自由、解放甘洒热血的场景在
眼前呈现。党员们仔细聆听讲
解员倾情诉述当年新四军金
戈铁马的峥嵘岁月，回忆新四
军战士抗击敌军的惊天壮举
和动人事迹，永不忘记那一段
壮烈澎湃和可歌可泣的悲壮
史诗。“青山埋忠骨，精神育
后人”。云岭的一砖一瓦、一
木一石都饱经历史风霜，是历
史的见证！云岭，与新四军的
英名联在一起，世人仰慕、万
古流传！

通过参观学习，全体党员
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
教育，接受了一次心灵的震撼
和洗礼。大家纷纷表示，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要时时刻刻
铭记历史，牢记自己的神圣
职责和艰巨使命，学习先辈
们的革命精神，激励自己在
今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
脚踏实地，无私奉献，为铜冠
物流公司发展成为皖中南物
流领军企业，安徽省一流、全
国先进物流企业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

汪开松

铜冠物流金运物流分公司党员
赴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开展实地教育

重温红色历史 缅怀先烈遗志 金昌冶
炼厂在做好
停产各项清
理工作的同
时，积极与
集团公司相
关二级单位
联 系 协 调 ，
加 大 设 备 、
设施等资产
的 处 置 力
度。图为池
州九华冶炼
厂正在金昌
冶炼厂现场
考察设备设
施型号及使
用状况，并
将依据自身
工艺实际进
行综合评价
后择优调剂
使用。
萨百灵
姜 蕾 摄

近日，安徽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动力运转中心组织人员在负 800 米路段放
电源电缆和通讯光纤，确保“信号、集中、闭塞”系统投入使用，合理调度电机车和
提高运输效率，确保行车安全，实现大巷运输现代化。 夏富青 张 琦 摄

6 月 29 日，笔者在铜都广场看到，一排新安装的 18 台健身器材吸引着市民
前来锻炼体质（如图）。据悉，为创建“全民健身示范市”建设，我市加大对全民健
身活动场所的建设，今年以来，先后对全市社区活动场所损坏的健身器材进行了
更换和刷新。 殷修武 摄

“七一”之际，仙人桥矿业公司安全、顺利、圆满地完成副井钢丝绳更换工作。
该公司由于副井提升机存在先天性缺陷，更换钢丝绳需要较强的专业技能，此前
都是委托专业单位负责进行。此次该公司运行车间主动承担了本次钢丝绳更换工
作。由于准备充分，组织合理、有序，整个换绳过程非常顺利，当日傍晚换绳工作全
部结束。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周 钧 摄

本报讯 今年党的生日———“七
一”的前一天，姚家岭矿业公司举办
了一场党章党规知识竞赛，取得了圆
满成效，促进了该公司党员干部自觉
学习党规党章的热情。

该公司党支部在“七一”之际举
办此次知识竞赛，用传统的学习方式
温故知新，目的就是为了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强
该公司党员对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规党纪知

识的学习和认识。
6 月份以来，该公司就针对此次知

识竞赛，组织开展了 《中国共产党章
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主要内容的
“党章党规知识竞赛”学习活动。当天的
竞赛中，党员选手们聚精会神、你追我
赶，彰显了该公司党员们锐意进取、积极
向上的精神风貌。经过“必答题”、“抢
答题”、“风险题”三轮激烈角逐，最终，
该公司综合部代表队力拔头筹。

通过此次 “党章党规知识竞赛”活

动检验了姚家岭矿业公司党员 “两学
一做”的学习成果，进一步加深了全体
党员对党章、党规的认识。竞赛之际，
该公司党支部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坚
持“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将党
章、党规铭记于心；要讲奉献、有作为、
敢担当，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
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要加强作风建
设，依法、依规加快项目建设，为集团
公司“十三五”规划的顺利实现贡献
智慧和力量。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刘 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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