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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1日，厄瓜多尔米
拉多项目随着选矿 2 号立磨机下机
体被缓缓吊起，标志着该项目选矿第
一台设备正式开始安装。

据悉，选矿工程是米拉多项目关
键性主体工程，设备多、规格大、对地
基处理和土建工程技术要求高，而项
目地处热带雨林和河谷地区，多雨天
气和复杂的地质条件，以及苛刻的区
域环境要求，对土建施工带来了诸多
极为不利的影响因素，承担选矿工程

建设的中铁建铜冠公司、ENFI 设计院、
十五冶建设公司、瑞林监理公司四方单
位在建设过程中，密切合作，共同推进项
目进展，取得了土建施工阶段性的胜利，
这为设备安装工作的如期启动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随后，选矿半自磨机、球磨机等大型
设备安装将陆续展开，这标志着选矿工
程建设将全面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图为启动仪式现场。
何好超

厄瓜多尔米拉多项目选矿第一台设备正式安装

本报讯 日前，安庆铜矿专门针
对提升选矿日处理量和提高技术经济
指标组织开展选矿专项劳动竞赛，全
面推动选矿达标上量，提质增效，以实
现生产可持续发展。

竞赛以月平均处理量和单日处理
量新高为目标，按照月处理量每日
3450 吨、每日 3500 吨、每日 3600 吨
三个台阶展开对标竞赛，单日处理量新
高以每日3600吨为基数，组织攻坚。

为加强竞赛的组织领导，该矿成
立竞赛领导小组，并指定一名调度室
副主任对口加强对选矿工作的指导督
促，车间按照竞赛要求细化分解指标，
上下齐动员，认真抓落实。各岗位操作
工瞄准目标，从增强责任心、改进工作
效率、提升业务技能入手，精心操作、
精心维护，以极大地工作热情投身竞
赛中。

矿党委、矿部还调整充实了选矿车
间的领导班子，新班子上任后迅速针对
生产现状，逐一展开分析研判，从碎矿到
球磨、再到浮选，每个工段每个流程进行
梳理，全面查找设备、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并制定落实相关应对措施，重点
抓好整改落实。

为提高球磨的运行效率，车间加强
对球磨机的清理整治，调整好球型配比，
做好多球磨机内衬钢板的检修维护，及
时对磨损、断裂寸板进行更换，提高磨矿
的效率和质量。

同时严格落实当班操作工的定时巡
查、维修人员的重点抽查、班段长的督导
检查为内容的“一日三查”，车间班子成
员跟班监管，突击查岗，增强操作工和维
修人员的责任心，确保问题及时得到发
现、故障隐患及时得以处置，确保竞赛取
得好的效果。 陈文革

安庆铜矿开展选矿攻坚竞赛

今年 8 月 8 日是我国第九个“全民健身日”。当天上午，由铜陵市人民政府主
办，铜陵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承办的全市 2017 年全民健身活动月启动仪式暨第
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可乐球比赛，在市老体育馆举行（如图）。全市 500 多名健身
爱好者、教练和可乐球运动员参加启动仪式并观看比赛。 殷修武 摄

8 月 8 日上午，雷电、大风、强降水突然来袭，导致仙人桥矿业公司尾矿临时
堆场出现险情，该矿业公司迅速组织机关及基层单位员工，在尾矿临时堆场周围
用编织袋、防雨布冒雨突击筑起了拦阻坝（如图），有效防止了尾矿外泄。

江君 周钧 摄

铜冠电工公司职工正在漆包线生产中精心调整参数。铜冠电工公司在挖潜降耗中，通过优化生产组织，精心操作，合理
安排设备开动时间，生产能耗指标得到有效降低。1 至 7 月份，芜湖公司漆包线吨电耗下降 3.98%，漆耗成本下降 2%；漆包
线分厂 E 型机生产效率提升 4.5%左右，立机生产效率提升 10.6%，漆耗成本同比下降 8.48%。

王红平 芦广胜 摄

本报讯 日前，凤凰山矿业公
司第一期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开班
授课。该公司各基层党支部书记、
副书记纷纷来到培训班，仔细聆听
授课内容。他们或认真记录笔记，
或埋头思索，在听到与自己工作相
关的实际情况时立刻记录下来，并
在会后进行交流。

培训班上，该公司党委书记以
《国有企业如何推进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为题，就
如何充分认识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大意义、
如何全面把握上级党组织关于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的部署要求、怎样切实履行党
支部书记工作职责以及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要
求等方面进行深入讲解。各党支部
书记紧密联系自身工作实际，按照
讲课中书记工作职责，纷纷对照检
查，针对自身不足，认真记录笔记，
做好课后反思和改进工作。

早在今年七月份，集团公司党
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明勇前来凤
凰山矿业公司开展送党课活动时，
就在党课中重点提出要将党建工
作嵌入工作生产当中，对基层党建
工作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要求。为
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
设，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全面提高党支部书记的能力素
质，该公司党委决定举办党支部书
记培训班。

此次培训班共分三期，由该公
司党委书记、总工程师、质计机动
党支部书记三名同志分别从“两学
一做” 常态化制度化相关知识、矿
山安全环保相关知识、基层党支部
相关业务知识等三个方面为各基
层党支部书记进行授课。培训以专
题辅助、集中学习、座谈讨论、经验
交流的方式进行。

黄志皓

举办党支部书记培训班

凤凰山矿业公司

本报讯 “马上又要体检了，之
前检查出血压有点高，医生说要注意
饮食，加强锻炼，不知道这次体检怎么
样……”“是呀，公司安排全体员工体
检，发现小问题，能及早治疗效果
好。”这是日前天马山矿业公司笔东
工区派班会上发生的一幕，几名员工
对即将到来的职工健康体检活动赞不
绝口。

该公司从 8 月 7 日开始组织八
百余名在职职工利用 12 天时间分
批进行健康体检，让员工及时了解
自身的健康状况，保障员工身体健

康。为了确保每一位员工都能参加
体检，同时不耽误正常的工作，该公
司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周密计划，不
断优化体检项目，通过对体检环境、
体检项目、体检价格、后期服务尤其
是体检设备的综合考察确定了体检
医院。体检项目包括血常规、肝功
能、肾功能、血糖、血脂分析、血尿
酸、腹部彩超、血压、胸部透视、心电
图、尿常规等。同时，该公司对每个
员工都建立了体检档案，及时反馈
体检信息，督促身体状况异常的员
工尽快进行复查治疗，对员工的身

体健康状况进行跟踪记录，确保员工
以良好状态投入到工作中。

多年来，该公司一直秉承“以人为
本”的理念，高度重视员工身心健康，
坚持定期组织员工体检，全面掌握职
工身体状况，把员工健康体检工作作
为切实维护员工利益的一项重要工作
来抓。同时，该公司还不定期地举办健
康知识讲座，设立专项基金为员工提
供大病救助等，使员工切实感受到了
企业的温暖，受到广大员工的一致好
评。

朱 艳

天马山矿业公司为员工健康“护航”

所谓的“蝴蝶效应”描述的是
巴西的一只蝴蝶翅膀挥动一下，会
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形成飓风。虽
然听起来好像有点危言耸听，不可
思议，但它告诉你一个朴素的道理，
企业安全生产你忽视了细微之处、
未做到防患于未然，其结果就会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现实中类
似 “高空作业没有系好安全带，导
致高空坠落；一个微不足道的疏漏，
结果会导致一场重大安全事故；作
业现场没有做到‘工完场清’，竟然

导致铁块伤人” 的事件屡见不鲜，
就是最好的证明。

“蝴蝶效应”告知做任何事情都需
要注重细节管理，细节决定成败，患生
于所忽，祸起于细微。最近，笔者在天马
山矿业公司第二次安委会上通报的四
起安全事故中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
是违章作业，缺乏安全意识。虽然四起
安全事故相关人员受到了严厉处罚，但
是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惨痛而悲伤，有些
事故接二连三，处罚了一茬又一茬，说
到底就是对安全细节的轻视和大意，存
在麻痹大意、思想松懈和侥幸心理，凭

老经验办事，以及在生产操作中对现场
细节的简化和疏漏，捕捉到对生产有益
的“蝴蝶”，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不安全
事故的发生。

“蝴蝶效应”告知凡事要坚持从
小事做起。小处着眼，从防微杜渐开
始，“防”在细微之处，“杜”在行动之
中。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防止造成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后果，把不
安全因素消除于萌芽之中。这就要求
在狠抓安全生产的同时，必须关注每
一个细节与环节，从生命大于天的高
度，坚决杜绝不安全行为的人和事，坚

决查处安全违章行为，绝不能心慈手软，
姑息迁就，不给“蝴蝶效应”存在的任何
土壤，只有这样安全的基石就会坚不可
摧。

“蝴蝶效应”告诫我们：安全工作
无小事。时时刻刻关注安全，增强安全
意识，提高安全技能，是员工做好安全
工作的前提与基础。在安全工作上做
到抓小放大、盯小关大，环环相扣，彻
底消除安全存在的隐患，创造良好舒
适的环境，才能确保企业平安稳定有
序发展。

王 文

“蝴蝶效应”带来的安全警示

“刚才，听了张书记的党课，使我
对入党誓词的演变和内涵更加理
解。”“是呀，誓词只有 80个字，可对
我们党员来讲，必须铭记于心、付诸于
行。”8 月 4日下午，胸戴党徽的冬瓜
山铜矿提升二区二名党员张新、胡兵
一边走出工区党员活动室，一边交流
着听课感受……

该矿提升二区党支部是这个矿
党委副书记张建国的联系点。这次
专题党课，他以《践行入党誓词，发
挥党员作用》为题，通过讲故事、忆
历史、谈感悟的方式为该党支部 50
余名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讲解着入
党誓词的内涵和为什么要践行入党
誓词等，赢得听课人员阵阵掌声。今
年“七一”光荣加入党组织的运转
班副班长洪亮深有感触地说：“听了
这堂党课，使我懂得入党誓词就是
一份政治誓言、一份忠诚承诺、一份
责任担当，更是每一名党员共同的
行为准则。”

炎热夏天，热浪袭人。而在该矿领

导干部带头到所在党支部、到基层党组
织、联系点送党课、讲党课影响下，全矿
19 个党支部 632 名党员掀起了一股学
习的新风。矿 6名领导班子成员紧扣基
层党员职工需求，确定授课主题，精心准
备讲义，确保讲党课质量。他们个个走上
讲台当“先生”，从不同角度“讲”党的
发展历程、“说”党章党规、“谈”系列讲
话、“论”如何做“四讲四有”的合格党
员，积极落实省委“万堂党课进基层”活
动和集团公司“不忘初心，做合格党员”
专题党课活动，提振全矿广大党员的精
气神。

矿行政负责人、党委副书记姚道春
说：“在生产越是挑战艰巨、任务繁重，
越需要用好领导干部讲党课这个传家
宝，因为党课对学习教育能否取得实效
具有风向标意义。”在 8月 3 日下午，他
刚刚主持召开选矿技术指标专会后，便
走上选矿车间党支部党员活动室的讲
台，给该党支部党员们上了一堂题为
《不忘初心，永葆本色》的专题党课。在
专题党课上，他通过回顾自身工作、学习

历程，围绕“行程万里，不忘初心”的认
识体会、结合习近平总书记“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的讲话精神，运用具体事例，
深入浅出地讲解，加深了全体党员对党
的理想、信念、宗旨的重视和认识。共产
党员邓禾淼是车间一名副主任，今年被
集团公司授予劳动模范称号。在听党课
中，他在学习笔记中郑重地写下这样一
段话：不忘初心，就是不要忘记我们党的
理想、信念、宗旨。

7 月 28 日上午，采矿工区党支部
64名党员佩戴党徽，手拿学习笔记本，
早早坐在工区党员活动室准备聆听矿党
委负责人都静明的党课。区党支部书记
洪祖明高兴地说：“书记到基层讲党课，
传递出的学、做新风，真正把学习教育植
根于思想深处，转化为党员的行为习
惯。”讲台既是大课堂，也是大考场。到
基层联系点讲党课，也是都静明的心愿。
为更好地阐述深刻理论，把党课讲述生
动，提高授课效果，增添党课魅力。他反
复学习，认真做好笔记，并在课前深入基
层调研，了解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状况，

了解职工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想清楚讲
什么、怎么讲。最后自己撰写了《加强党
内思想政治建设，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讲稿。

在专题党课上，都静明还从“学”
“做”“改”“融”“建” 五个字上，要
求每一名党员都应当牢记自己的政治
身份，自觉加强党性修养、提升精神境
界，在“两学一做”中做出示范、当好
表率、树好标杆……在与大家探讨学
习交流中，安徽省劳动模范、采矿工区
出矿一班班长蔡顺利是一名老党员，
他由衷地感言：“听书记讲党课，真正
把听者当朋友，多了些平等交流、推心
置腹。这样的党课，感觉贴心中肯，如
沐春风。”

“书记登台讲党课”活动的开展，在
这个矿形成了“引学”和“带学”的良好
氛围，目前，该矿二级党组织书记通过专
题党课、互授党课和微党课等方式讲党
课 40 多场次，聆听党课的党员干部职
工达千人次。

汪黎明 汤 菁

听书记讲党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