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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1 日，在合肥召开
的 “安徽省工会 2017 年金秋助学启
动仪式暨金秋助学 20 周年巡礼”大
会上，铜冠矿建公司被安徽省总工会
授予“金秋助学爱心企业”称号，成为
铜陵市惟一一家获此殊荣的单位。在
本次大会上，今年被复旦大学录取的
该公司职工子女缪淑彦同时被省总工

会副主席李素萍结为帮扶对象。
1998年以来，该公司积极响应省总

工会资助困难职工子女上学的金秋助学
活动号召，关怀广大职工子女成长成才，
关爱和帮助特困职工子女心圆求学梦
想，这已成为该公司始终坚持的一个优
良传统。20 年来，该公司领导班子在更
替，但“金秋助学”的接力棒从来没落

下；企业的经济效益有波折起伏，但“金
秋助学” 的标准始终保持上升的幅度，
目前年度的资助标准最高已达到 3000
元，资助范围已扩大到应届三类本科以
上高等院校和高中、中专以上特困的在
职职工子女。在众多的受资助职工子女
中，有考上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
学、同济大学，还有在全市高考、中考中

取得头筹的。该公司在不断发展的同时，
党组织的关怀没有让一位家庭困难的职
工子女辍学，职工子女尚学求知已蔚然
成风。据不完全统计，该公司自活动开展
以来，已先后发放助学款 50 多万元，帮
助 300 多位职工子女完成了学业，实现
了大学梦想。

曾红林 王 丽

铜冠矿建公司荣获安徽省“金秋助学爱心企业”称号

本报讯 为确保年度设备大修的
正常进行，铜冠冶化分公司球团车间
多管齐下抓好大修期间的安全环保、
质量和治安防范等各项工作。

按照公司要求，球团车间成立了
大修安全环保质量监督小组，进行了
区域分工。结合大修项目进度，每天由
车间领导带队，组织安全员、技术员和
值班长开展大修安环检查、质量监督、
治安防范等活动。各区域的安环质量
协调责任人负责各自区域的安全环保

监督、质量监督和大修事务的协调联系，
加大考核力度，督促各岗位人员认真配
合、监护大修项目，积极参与大修项目的
试车和验收，确保大修工作稳步推进。

安环检查小组以防火防爆、防人身
伤害、防触电、防误操作及高空作业、密
闭空间作业为重点，对大修现场进行全
面检查，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将
不安全隐患扼杀在萌芽状态，对易燃易
爆易中毒的煤气加压站、所有检修焊接
地点、各区域消防器材都作了重点检查，

对检查发现存在的隐患，立即整改和处
理；对不能及时消除的隐患、缺陷，明确
责任人跟踪监督。

质量监督小组以大修材料质量、隐
蔽工程检修质量以及关键设备维修质量
为重点，特别是三大主机的耐材施工质
量。对大修各检修项目质量进行全面监
督、检查验收，做到面面俱到，一旦发现
维修质量缺陷，立即联系车间相关负责
人，进行返工或者返修。

治安防范小组在进行反盗窃宣传的

同时，制定了治安防范措施，保障大修过
程中的设备和物资安全。一是坚持“谁
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看好自己的门，
管好自己的人；二是各检修片区责任人，
在加强检修现场安全监督的同时，提高
反盗窃防范意识，对于夜班所需的物资
尽量白班领取待用；三是值班人员必须
加大对现场设备和库房物资看管力度，
防止物资材料的流失；四是夜班需要领
用物资的，关键岗位人员必须认真审核，
严把材料出入签字关。 李文波

铜冠冶化分公司球团车间
多管齐下抓好大修安环质量及治安防范工作

在井下摸爬滚打了 30 多年的夏明
星，现在是冬瓜山铜矿提升二区的副区
长。说起夏区长，就不得不提一下他在工
作中所使用的“心理战术”。

今天 8月份的一个晚班，夏明星照
常跟班下井来到了负 875 米水泵段时，
发现水泵工钱小正正在打盹，走到跟前
叫醒小钱，说道：“小钱啊，你这可是‘三
违’行为，假如顶板掉砟或片帮，你在第
一时间不能做出反应，那后果可是很严
重啊，以后一定要注意。”看着走远的夏
区长，钱小正心想：“还好没扣我分，这
下我就放心了，以后得注意。”可在升井
后，小钱发现自己错了，他看见值班室的
通知栏内写着 “钱小正井下睡觉，扣 3
分的通报。”

这就是夏明星对“三违”人员采取
的井下现场先教育、升井后通知的“心
理战术”。夏明星说：“‘三违’人员在被
发现后，心里肯定害怕受到处罚，如果再
现场告知他‘三违’扣分，无形中会给他
思想上造成压力，反而使他不能够全身
心投入到工作中，不利于安全生产，所以
要井下先教育，升井后再告知。”胡敦华

“心理战术”

本报讯 铜冠物流公司在抓好公
路、铁路、水运和码头装卸主业运输生
产，确保集团公司运输生产平稳发展
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工程项目建设，为
企业转型升级打下坚实基础。

今年以来，铜冠物流公司坚持从企
业转型升级和发展需要为出发点，积极
推进工程项目建设。该公司金园码头
“三期”项目建设，目前已经完成了项
目《工可报告》的编制工作，并委托铜
陵鑫铜建设监理公司进行了项目招标
工作，项目开工建设前的各单项前期工
作正在积极推进。电厂六期铁路专用线
横港站改造工程在该公司坚持不懈地
努力下，重新恢复了谈判，项目方案变

更设计、项目概算等问题与合肥铁路设计
院和铜陵发电厂进行了多次对接，4月份
正式签订了合同，正在积极做好开工前的
各项准备工作。该公司受铜陵经济技术开
发区委托，对“天山大道翠湖四路-西湖
二路污水工程新建污水管道穿越铜陵有
色专用线工程”的设计方案组织了专家评
审，目前正准备进入施工图组织评审和代
建工程合同签订工作。

此外，该公司协助港华燃气公司对
燃气管网下穿铁路施工、北环项目环境
评价及整体竣工验收、金园码头环保升
级改造方案、三艘 5100 总吨危化品船
舶建造等工程也都在有条不紊地按计划
稳步推进。 王树强

铜冠物流公司积极推进工程项目建设

本报讯 近年来，天马山矿业公
司商务部开足脑筋，对内积极消化库
存，对外降低采购成本，抓落实、抓成
效，全力实现企业降本增效目标。

三矿整合以来，该公司商务部
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以提高
生产效率、减少库存目标，合理安排
物资采购，在降低库存总费用，控制
库存，降低成本上下功夫。该公司在
充分利用 ERP 系统的同时，定期对

两个矿区的大库进行盘存，并将库
存信息反馈给各基层生产单位。每
月上报物资采购计划先通过 ERP
系统和盘库清单查询库存现有量，
再申报计划，避免长期库存和浪费
情况，要求超过三个月以上不用的
物资可以不用申报。

此外，该公司坚持严把购进物资
的验收质量关，对存在的质量问题，做
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合理储备物资，

对于可通用的物资，各基层单位和两个
矿区的大库进行相互调剂使用，不搞超
储积压。加强对露天存放物资的保养工
作，对于钢丝绳一类使用较为平凡且易
锈、易腐物资做好防护工作，减少不必要
的非损耗性浪费。同时，该公司加强对废
旧物资和闲置物资再次利用，2017 年上
半年以来，仅修旧利废一项就节约了数
十万元。

朱 艳 陈 蓉

天马山矿业公司“内外兼修”促挖潜降耗

本报讯 铜山矿业公司密织安全
红网，细化“三违”管理细则，把安全
监管延伸到生产工作具体的点和面，
争取做到安全无死角，不让一项不安
全行为成为“漏网之鱼”。

该公司为将安全理念深植每位员
工心里，不断修订完善个人“三违”行
为界定和处罚细则，杜绝不安全行为
的侥幸心理，使之不愿违章和不敢违
章。日前，该公司结合企业实际进一步
细化违章行为，出台了《铜山矿业公
司“三违”分级管理个人“三违”行为
清单（2017 年修改版）》，行为清单
由 2015 年的 119 条增加到目前的
170 条，并列出个人 “三违” 行为
ABCD 四级清单。针对氧气乙炔混
装、炸药雷管乱放等 48 项 A 类行为，

每项扣 10 分，处以罚款 500 元、安全培
训一周合格后才能重新上岗等处罚；针
对井下人员不按规定携带定位识别卡等
52 项 B 类行为，并处以罚款 250 元、安
全培训三天合格后才能重新上岗等处
罚；针对井下作业安全帽带未系等 50
项 C 类行为，每项扣 3 分，并处以罚款
150 元；针对在禁烟标示场所吸烟、超速
超载行驶车辆等 20 项 D 类行为，每项
扣 1 分，罚款 50 元；一年内如果重复发
生相同的违章行为将加倍处罚；因“三
违”造成他人或自己重伤，对“三违”责
任者一次性处以 2000 元罚款，重特大
事故直接解除劳动合同。据统计，自
2015 年以来，该公司已查处并在公司内
部网站曝光的违章案例有 311 起，处罚
金额达 8万多元。 余 飞

铜山矿业公司密织安全红网
不安全行为就是“漏网之鱼”

“储晟，咱们区新分来的退伍兵，
朱一胜、高斌涵、吴亮这三个小子就交
给你了！”“好嘞，请区长放心，我保证
完成任务。”冬瓜山铜矿提升二区卷
扬组长储晟一边说，一边打量着眼前
这 3 个帅帅的小伙子。

高斌涵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却
又在暗自窃喜。在工区井下卷扬这个
群体里，储晟的口碑极好，技术过硬，
多次获得矿先进个人称号。跟着这样
的师傅干，高斌涵怎么能不高兴呢！

“走，你们仨个跟我上罐。”储晟的
语气中带着些许的威严。高斌涵心里打
着鼓，原本以为师傅能跟他们闲聊几
句，哪怕问问自己当兵的经历也好，可
师傅啥也没说便直入主题,这多少让高
斌涵有些措手不及，只好小心翼翼地跟
在师傅后面，大气儿都不敢喘。

慢慢地，高斌涵发现，师傅的话并
不多，可只要说话，就一定跟工作有
关；慢慢地，高斌涵还发现，做得再好，
师傅也不表扬，可一旦做错了，那肯定
要挨批评。

那天，储晟正在给他们讲解卷扬
机车电路图时，高斌涵的手机突然响
了起来，高斌涵正要接。“小高，不许
接，等我讲完你再给人家回电话。还
有，以后实际操作时，电话响了也不能
接。”见高斌涵有些不解，储晟又接着
说道：“电路图上的东西马虎不得，你
一定要牢记在心。实际操作时不能接
电话，是因为我们卷扬机机车司机注
意力要求很高，分心就意味着给安全
运行带来了隐患。”高斌涵的脸红了，
牢牢记住了师傅的话。

还有一次，高斌涵跟着师傅检查

车体状况。当检查到卷扬机机车行走部
分时，储晟为确保检查无误，索性跪在地
上检查起来。高斌涵见状，连忙喊道：
“师傅，地上有水，您的裤子……”“小
高，过来看看有啥不同？”储晟打断了高
斌涵的话。“发现没，跪在地上检查，我
们的视线会与轴箱托板保持平行，这样
能更清楚地看到螺丝的紧固程度。裤子
脏了是小事，万一螺丝没紧固好，那可是
大事。”看着满头大汗的师傅，高斌涵很
感动，心里更加佩服起师傅来。

如今，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从
2016 年 9 月份跟着师傅的高斌涵已经
成长为副司机，每天都可以自如地驾驶
着卷扬机。

“我考了第二，师傅也没夸我。”谈
起前段时间提升二区退伍兵技术比武的
事儿，高斌涵笑着说。 胡敦华

严师带徒

金泰电池材料公司职工日前正在生产作业。金泰电池材料公司今年通过对生产工艺设备开展技术改进，实行连闭生产
系统，不仅提高了自动化生产程度，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减少了粉料外泄，实现了无尘化生产，改善了现场作业环境。

王红平 鲁长根 摄

铜冠物流北环公司自营运以来，随着雨水的不断冲刷及铁路旁边人为的开挖
种地等原因，造成铁路周边砂石日益减少，铁路路基损毁严重，给安全行车带来一
定隐患。为了保障铁路行车安全，日前，北环公司对铜新站附近的铁路路基、边坡
进行重点加固和防护。图为作业人员正在对边坡进行整治。 万 青 摄

日前，铜冠电工公司团委开展合理使用手机倡议活动，倡导员工在工作期间
合理使用手机，做到“在岗一分钟、尽职 60 秒”，进一步提升该公司现场管理和质
量管控水平，避免因疏忽引发安全事故。图为倡议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向员工
宣传《铜冠电工公司手机统一存放管理规定》。 萨百灵 岳 莹 摄

日前，仙人桥矿业公司总支书记陈耀远带领各基层党支部书记及党群部门人
员，来到句容开发区九华村党员教育示范点，开展廉政警示专题教育。大家认真观
看了该村廉政文化宣传长廊、廉政教育展览，仔细聆听了该村负责人关于开展廉
政文化建设的有关介绍，增强了该公司党员干部奋发有为的意识。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周 钧 摄

综 合 新 闻综 合 新 闻综 合 新 闻综 合 新 闻

捧回天马山矿业公司优秀标准化班
组的奖牌，该公司选金车间碎矿班的 32
名员工无不为之欢呼。2016 年，该班共
完成矿石破碎量 28.89 万吨、破碎产品
粒度合格率为 95.5%，金量 394.3 公斤、
标硫 18.5 万吨，出色地完成了各项生产
任务，为该公司全年方针目标的顺利实
现做出了重要贡献。

碎矿大班是选金车间的第一道工
序，主要担负着天马山矿业公司硫金系
统的破碎供矿任务，是选矿生产的“咽
喉”。本着“避峰利谷，节能降耗”的原
则，碎矿班选择在大夜班低谷电价时段
开车。当人们还在酣然入睡时，他们就在
沉沉夜色中来到岗位，开始了“美国式”
工作。去年由于“三矿整合”，金口岭矿
区选铜车间一部分人员调往沙溪铜矿，
为了支援选铜车间，碎矿大班抽调了一
部分人员到选铜车间，在人员严重不足
和任务非常繁重的情况下，他们“舍小
家，为大家”，经受住各种考验，团结一
心，确保了台时处理量。

在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同时，该班
积极参与到开展合理化建议和技术革新
中，针对班组各项管理、节能降耗、工艺
改进等问题，积极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
确保全年员工参与合理化建议率达 85%
以上。去年班组成员提出了改进控制筛
分筛板的结构，采用橡塑筛网，并将筛孔
孔径扩大，从而增加有效筛分面积 10%，
使破碎产品粒度由原来的 85%提高至
99.5%，每年节约费用约5万元。2016年
12月，在集团公司QC小组成果发布会
上，该班组提出的“提高碎矿产品粒度合
格率”课题荣获QC成果三等奖。

该班组依照“5S”整理、整顿、清扫、
清洁、修养五个方面的要求，进一步加强
现场管理，对班组各岗位进行区域划分，
定时、定人、定岗位，要求各责任区域环
境卫生每日清扫干净，机身表面无灰尘、
无油污，地面、过道要拖，栏杆要擦。坚持
每月一次“5S”现场检查考核，发现问题
及时整理，整顿，做到日清日洁，在车间
以及矿业公司起到了表率作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碎矿大班全体
员工就是这样默默地在深夜里挥洒着辛
勤的汗水，他们凭着对企业的满腔热爱和
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用自己的无私奉献
换取了企业的不断发展。朱 艳 吴奕敏

小班组 大作为

———记天马山矿业公司优秀标准化班组选金车间碎矿班

本报讯 根据集团公司统一部署，
日前，铜冠地产公司召开“讲重作”专
题警示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铜冠地产
公司班子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与会人员对今年以来的工
作进行了总结，对照《准则》、《条例》

规定和要求，紧密结合工作实际，从思
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开展了批
评与自我批评，深刻反思了“陈杨周”
等人把党的原则市场化、党内关系庸
俗化、党性观念平淡化的教训，深入查
找了自身存在的问题。与会人员畅所

欲言、积极评议，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本次民主生活会紧扣“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讲重作”专题警示教育主题和
铜冠地产公司中心工作实际，做到少谈
成绩，多找问题和不足，起到了触动思想
灵魂的良好效果。 陈 斌

铜冠地产公司
召开“讲重作”专题警示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