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时值炎热的高温季节，为
确保职工的身心健康，防止高温天气引
发中暑,7 月 5 日，铜冠电工公司工会
购置防暑降温物品盐汽水、矿泉水，慰

问坚守在高温一线岗位上的生产员工，
为他们送上一份“清凉”，受到广大职
工的欢迎。

芦广胜

铜冠电工公司开展送“清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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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事的是矿建高危行业，
风险大、责任重，反‘三违’、除隐患，
关爱生命健康，是我们的权利和使命
……”这是铜冠矿建公司所有从业者
都熟知的安全誓词，每天的派班会各
单位均要例行开展这样的安全宣誓活
动。从 2015 年开始，该公司把安全管
理标准固化为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
模式，转化为形式多样、形象生动的活
动，安全理念和安全管理制度得以深
入人心，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安全监管贯穿整个生产过程

该公司以开展“安全环保，意识先
行”活动为抓手，从三个层面上以活动
形式落实企业安全管理理念和规章制
度。首先，从公司管理层面成立7个安
全生产督查组，分别由公司领导带队、
机关部门人员参与，每周至少一次分赴
各自划分的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安全督
查活动，并对每季度督查组的督查单位
进行调整，保证了督查的客观性和考核

的科学性，形成了领导现场督查安全生产
的长效机制，今年上半年通过督查共查处
隐患792条。其次，该公司成立了专业化
的委派安全员队伍，由安环部门直管，委
派到各生产经营单位加强现场安全监管，
每月对生产经营单位和协作队伍进行现
场考核，督促公司各项安全管理制度的落
实。另外，该公司每月对各生产经营单位
和协作队伍区（队）长以上管理人员查处
“三违”情况进行考评，考核指标与月度
安全绩效直接考核挂钩，对连续2至3个
月没有完成指标的管理人员，该公司将给
予撤职或降职处分，通过指标考核，提高
了管理人员查违章、除隐患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1至 6月份全公司共查处“三违”
1560人次。

职工家庭融入企业安全文化

该公司一直重视安全细胞工程建
设，拓宽安全管理渠道，打好“亲情牌”，
始终把职工个体家庭的力量融入到企业
安全管理之中，从思想源头、心灵深处提
高广大职工的安全生产意识。该公司虽
然施工点分散，但无论国内国外，所有单
位派班室都统一规格制作职工“安全一
家亲”全家福照片墙，人员调动及时更

新，职工每天上班前第一眼就接受家庭
责任的洗礼；“三八”妇女节期间，该公
司都要侧重在外围和一线职工家属中评
选“职工贤内助”和“安全贤内助”活
动，弘扬和动员广大职工家属支持和帮
助企业开展安全管理工作，以家庭亲情
的力量时刻强化职工的安全防范意识；
省内具备条件的单位，也结合实际不定
期邀请职工家属到工地现场参观，召开
职工家属安全生产座谈会，听取职工家
属对企业发展和安全管理上的意见和建
议，现场感受和了解自己丈夫单位的工
作环境和工作性质，提高职工家属对安
全生产重要性的认知，激发职工家属自
觉关注该公司的安全生产和职工的职业
健康；该公司各生产单位每周的职工安
全学习也结合实际，特别是针对协作队
伍职工总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身
边和家庭的具体实例，从个体的安全健
康和家庭幸福来引导他们增强安全意
识，提高安全作业能力；每年的安全生
产月，该公司经理都要签发《致职工家
属的安全公开信》，号召广大职工家属
多吹“安全风”，叮嘱“反违章”，使职
工的“小家”与企业“大家”血脉相通、
水乳交融，用广大职工家属的爱心构筑

起保障安全生产的“第二道防线”。

党政工团齐奏关爱生命交响曲

该公司围绕生产实际，严格落实领
导干部入井带班制度，坚持定期对各级
管理人员下井带班情况进行通报，促进
管理人员作风转变，确保安全管理不出
漏洞。两级党、工、团组织以“两学一做”
为主题，组织开展了“党（团）员身边无
事故”、“党员示范岗”、“青年安全监督
岗”和“安康杯”竞赛等活动。在安全月
期间，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
活动，开展安全承诺签名、举办安全生产
警示教育板报展览、向社会公众赠送安
全生产宣传资料、开展安全生产政策法
规咨询活动。各基层单位也结合生产实
际，向员工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职业
健康、劳动防护用品使用和应急救援等
方面的知识，开展消防、防汛、冒顶片帮、
高温中毒、应急提升等安全应急演练活
动。同时，该公司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开展
安全环保文艺节目创作推选活动、“安
全伴我行”安全征文活动、安全事故案
例巡回演讲和安全知识竞赛等活动，营
造了生动活泼、意义深刻的安全教育文
化氛围。 曾红林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铜冠矿建公司以活动推进安全管理标准化侧记

本报讯 天马山矿业公司为了建
设一支高素质高技能的职工队伍，将
人才培养工作作为企业发展的原动
力，通过开展职工技术比武、导师带
徒、“五小” 科技成果竞赛等活动，多
渠道打造人才强企引擎。

该公司以创建 “学习型企业、学
习型区队、学习型班组、学习型职工”
为总抓手，积极探索新形势下职工培
养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通过加强职

工思想引导，提升职工技能素质，搭建职
工实践平台，有效提升了广大职工的业
务技能和素质，促进了职工的成长成才。
为了将“素质工程”落实到位，该公司根
据企业技术工人的实际状况，不断提高
职工职业技术水平，在电、焊、钳、磨矿、
浮选和起重等技术工种技术比武活动
中，不惟理论重实践操作。制定一系列的
激励措施，让学有所成的职工真正做到
名利双收，根据实际需要，在职工技术比

武的第一名人选中选聘首席技术工人，
任期两年，每月享受首席工人津贴。

该公司团委以 “服务企业生产经
营，服务青年成长成才”为宗旨，充分发
挥各类骨干的“传、帮、带”作用，在青工
中扎实开展“导师带徒”活动，完善导师
学徒评优选拔制度，建立导师带徒激励
机制，引导青年职工在实践中学习，在学
习中实践。日前，参与“导师带徒”活动
的青工基本掌握本岗位操作技术，成为

矿山一支重要的技术力量。该公司还结
合集团公司开展的“五小”科技成果竞
赛，充分调动和发挥职工在小革新、小建
议、小发明、小设计、小改造等方面的聪
明才智，推进群众性创新活动开展，促进
了广大职工“人人想创新、人人去创新、
人人会创新”的工作热情。同时，该公司
还组织专业评审小组对“五小”活动的
优秀项目积极进行评比表彰，将创新成
果及时推广、转化和应用，不断激发青工
学习技术、学习管理的热情，让一批批青
年人才脱颖而出，为企业经济效益提高
注入了不竭动力。

夏富青 朱 艳

天马山矿业公司多渠道打造人才强企引擎

本报讯 今年 1至 6月底，金威铜
业公司生产经营顺利，职工队伍稳定，
生产经营呈向好势头。

1 至 6 月份，该公司紧紧围绕年度
方针目标，突出调结构抓生产，拓市场
促转型，强管理降成本为重点，克服内
外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强化以销定
产营销策略，做强前端产品。积极应对
竞争剧烈的铜板带市场，发挥公司设
备、工艺、技术等优势，加大铸锭、热轧
带坯等产品的销售，做强前端产品；同
时，加大黄铜板材、变压器、光伏带等
拳头产品的销售。强化中高端发展方
向，做精后端产品。上半年,该公司重
点加强引线框架材、锌白铜、锡磷青铜

等高附加值合金产品生产与销售，稳
定现有市场和客户，着力发展新客户、
大客户和经销商；同时，不断将黄铜、
紫铜等系列产品向中、高端市场推进，
逐步推动公司产品结构适应中、高端
客户需求。上半年，该公司着力强化科
学组织生产，提高劳动效率。6 个月以
来该公司紧紧围绕 46000 吨产销任
务，在确保交货期的前提下，优化订单
结构，突出计划执行力，提高机组工时
工效和全员劳动效率。加大精细化排
产力度，实现均衡生产，高效生产；深
化内部改革，鼓励条件成熟的机组实
行承包制。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黄军平

金威铜业公司上半年生产经营呈向好势头

本报讯 6 月 30 日下午，为纪念
中国共产党诞生 96 周年，矿产资源
中心隆重召开“一先两优”表彰暨专
题党课报告会，通报表彰了 2 个先进
党支部、3 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及 10 名
优秀共产党员。该中心党委主要负责

人作了专题党课报告，在学习《关于新
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基础
上，要求广大党员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正
确政治方向，立足岗位做一名真正合格
的共产党员。 萨百灵 鲍宜南

矿产资源中心召开“一先两优”表彰暨专题党课报告会

6 月 30 日夜里 12 时许，冬瓜
山铜矿充填区维修综合班班长丁六
五正带领周洪、刘晔两位工友奋力
抢修井下负 280 米中段 4 号排砂
管渗漏故障。置身在泥泞湿滑的巷
道里，三位工友上演了“埋雷”除沼
泽、巧用“机器人”和“微信连线”
等三场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抢修
战。

子夜抢修先“埋雷”

生产班组人员是在第一时间发
现 4 号排砂管爆裂渗漏故障的，由
于数十米长管道内的余砂需要排泄
在渗漏点的巷道里，当丁六五和工
友赶到抢修现场时，脚下早已是泥
砂满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
充填体气味，同时还夹杂着令人难
耐的湿热气流。

撸起衣袖的周洪，正要上前拆
卸渗漏管道螺丝时，被丁六五一把
拦住，说道：“刚刚流淌的充填体特
别湿滑，咱不能贸然行事。”一听此
话，电焊工周洪有些疑惑地说道：
“抢修管道就够咱忙活的了，哪里
还来得及清理充填体呀？”此时，丁
六五脑子里想的是 “一法一单”工
作分析法，只见他向工友说道：“我
倒不是怕弄脏自己身上的衣服，主
要是考虑搬运拆卸的管道起码有好
几百斤重，这么泥泞的路面，一旦脚
下打滑，及容易造成 ‘追尾式’摔
倒。”听了丁六五的分析，一向勤快

的刘晔情急之下，随手抄起一只铁
瓢，将路面的充填体往一处洼地里
舀。小刘的这一举动，使丁六五茅塞
顿开，于是他立即找来铁锹等工具，
吩咐大家沿着巷道一侧开沟挖槽和
盛舀充填体，快速地趟出了一条管
道抢修路来。大伙还形象地将此举
比喻为“‘埋雷’除‘沼泽’”法。

一臂之力“机器人”

经排查，4 号排砂管渗漏是由
于弯管接头内置密封圈磨出砂
眼，造成弯管接头卡箍爆裂渗漏
故障。要想拆卸更换磨损的密封
圈，就必须将两端的管道接头也
一并拆开。

从拆卸到更换倒还算利索，可
是在组装复位环节，大伙遇到非常
棘手的难题，抱在手里的弯管在扳
拧螺栓时，怎么不能稳固，而且两端
的接头也难以缝合了，如若“强拉
摇曳”，不仅使新更换的密封圈容
易再次被刮伤，还会“误伤”到两端
的密封圈。这时，刘晔自言自语地说
道：“这样抱着弯管上螺丝实在太
累，要是有一个机器人来帮忙就好
了。”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只见丁
六五寻着管道来回瞅了几趟，打包
票似的说道：“我这就找‘机器人’
来给咱帮忙。”不一会儿，丁六五背
回来两只起吊葫芦，他先是用起吊
葫芦将两端管道对拉平衡，使管道
保持稳固状态，等到将弯管与直管

接头的每根螺栓略微带上丝扣，再将
拉紧的葫芦链条缓缓松开一点，让其
自然合拢，再次扳拧螺栓。如此往复，
被拆卸的接头凭借“葫芦机器人”的
一臂之力，终于被严丝合缝地组装到
位。

微信上传“信息战”

当时，丁六五接到 4 号排砂管抢
修任务时，已是深夜的 11 点多钟，家
住矿区的他最先赶到单位，在等待其
他两位参战抢修的工友时，丁六五发
现手机“班组微信群”里已经上传了
好几张现场照片，为了更加详细了解
现场情况，充分做好抢修各项准备工
作，丁六五及时通过“班组微信群”
的方式，与现场生产班组人员“微信
连线”，得知有几处管道支架脱落需
要重新焊接、现场水雾气大需要佩戴
好 3M口罩等重要信息。当周洪和刘
晔火速赶到班组时，发现现场需要的
个人防护设施、抢修用的各类工具及
材料已经一应俱全。

从夜里 12 时 13 分，“班组微信
群” 上传的第一张现场管道渗漏照
片，到凌晨 1 时 56 分，丁六五上传
的 “4 号排砂管已正常恢复充填”
的消息，整场抢修战的用时，还不
到 2 个钟头。就在丁六五和两名工
友满身汗水乘罐上井时，“班组微信
群” 接连上传向三位抢修工友的点
赞声。

汪为琳

“高科技”的抢修战
———冬瓜山铜矿充填区井下 4 号排砂管抢修侧记

《现代汉语词典》对“总结”一词的释
义：一是“把一个阶段内的工作、学习或思
想中的各种经验或情况分析研究，做出有指
导性的结论”。二是“概括出来的结论”我
写过多少总结，自己未曾统计，估计少说也
有五六万字吧；我看过多少人的总结（如年
终总结、学习总结）也无从统计过。不过，在
我自己写的总结或看别人的总结时，都感到
很平常，没有什么新意值得令人回味的。日
前，笔者在一家报纸的论坛里发现了一个小
学三年级学生写的“期末总结”，令我惊喜
叫好！

笔者全文抄录如下：“一、有本事冲我
来，别在家长会上吓唬我爸！二、期末考试成
绩出来了，我觉得我妈生二胎是非常明智的
选择。三、这场考试对于我的意义就是知道
了班级到底有多少人。四、期末考试不给老
师露一手，他们还真以为自己教得好。”看
了这样一份字体工整而又稚嫩的 “期末总
结”，真让我特别吃惊，一个三年级的小学
生写的总结中除了一处涂改外，全篇竟然没
有一个错别字，而且遣词造句合理通顺，表意
准确简要。我认为，这样的学生起码语文成绩
不是很差。另外，这位小学生所具有的担当精神
和自知能力很是让我敬佩。他敢让班主任有本
事冲他来，不希望连累自己的父母，他知道自己
学习能力不够，所以称赞他妈生二胎是明智之
举。看来这个小学生很有头脑，可塑性很强。同
时，从“总结”的第三、四条可以看出来，我觉得
这位小学生很聪明而且颇具幽默感。

最后，从这位小学生的“总结”中可以
看到，如今学校教育的一些方法值得进行改
革创新。一是以考分定优劣排名次；二是学
生好差家长连坐，老师教训学生后又怪家
长，甚至让家长回家后惩罚学生，老师把教
学责任推给家长，到头来的“总结”就是一
条学生对教师的不满。值得深思啊，老师和
家长朋友们，请在百忙中抽出一点时间，看
看这位小学生的《期末总结》吧！

殷修武

有感于一位小学生的“期末总结”

近日，铜陵市
文投公司《老矿工
的故事》 摄制组，
来铜山矿业公司实
地采风拍摄。据了
解，市文投公司拍
摄 《老矿工的故
事》，是通过记录
铜陵市各大矿山从
建国后恢复建设到
不断发展壮大的历
史进程以及投身矿
山建设的老一代矿
工的工作经历，深
入挖掘具有代表性
的矿工故事，用视
频影像的形式留住
矿山历年来的发展
变化。图为摄制组
工作人员利用无人
机对矿山进行全景
式拍摄。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张 霞 摄

日前，奥炉工程项目部组织开展“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演讲比赛活动，来自
项目部、施工单位的 12 名选手围绕安全主题激情演讲，项目部、监理、施工单位共
60 余人接受了安全再教育。图为演讲比赛现场。 齐宏明 摄

7 月 4 日，铜山矿业公司工程区充填站人员正在查看尾胶充填试块。为保障
采掘生产的平衡，该公司近年来通过加大科技管理和运用，科学调配尾砂与混凝
土的抗坚固性，极大地提高了采空区域的充填生产和质量，同时也使该公司尾砂
资源得到再生利用，为安全生产创造了便捷条件。 吴 健 摄

7 月 6 日上午，铜陵市郊区安庆铜矿矿区办事处韩爱云正在自家菜地里摘豇
豆，她将所摘的菜送给邻居留守老人。据了解，该矿在协助矿区办事处在开展美丽
乡村建设活动中，把弘扬孝道文化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开展了“百家女进百家门”
活动，使婆媳关系、夫妻关系、邻里关系等更加融洽。 杨勤华 摄

本报讯 日前，铜冠信息科技公司在
“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为使安全生产警钟
长鸣，增强员工的风险识别能力和事故防控
技能，利用平台、展板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教
育，组织员工观看安全警示教育片，各部门开
展安全环保宣誓和在“牢记安全、珍惜生命”
安全承诺横幅上联合签名等一系列活动。

与此同时，该公司领导为了切实做好夏季
高温天气安全生产工作，为员工提供了防暑药
品并要求各部门要结合自身工作性质，把握高
温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特点，提前做好防范高
温、雷雨等恶劣天气的各类应对措施，加大安
全监督巡查力度，加强对机房、用电、消防、车
辆的检查和管护，严防高温天气下引发作业人
员中暑、火灾等安全事故的发生。 郭彦锋

铜冠信息科技公司开展安全环保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