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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就是服务青年员
工，贡献企业发展。”看着办公室墙上
挂着的 “集团公司五四红旗团委”奖
牌，铜冠电工公司团委负责人深有感
触地说。

铜冠电工公司团委设有 2 个团
支部，现有 35 岁以下青工 75 人。近
年来，该公司两级团组织紧紧围绕企
业生产经营重点，以提高广大团员青
年的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为抓
手，促使青年员工以更高的热情投身
于企业跨越发展的步伐之中。

“企业是青年员工干事创业、实
现自我价值的重要平台。在青年工作
中，我们始终以公司生产经营为重点，
以安全生产为主线，让青年员工可以

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实现理想，
助推企业发展。”该负责人介绍说。

围绕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
铜冠电工公司团委以“五小” 攻关、
QC小组为载体，鼓励青年科技创效
创新，全面提升企业产品质量、服务质
量。同时，狠抓安全工作，严格落实青
年安全监督岗工作。在过年的一年里，
青年安全监督岗岗员累计提出的合理
化建议多达 277 条，查出安全隐患 96
起，制止“三违”行为 53 起，群监先
锋队作用得以有效发挥。

提高业务技能，发挥员工特长，创
建全能型“青年文化号”也是铜冠电
工公司团委开展青年工作的一项重要
内容。该公司团委负责人说：“青年员

工个性突出，思维活跃，我们希望可以为
他们提供更适合、更广阔的发展平台。”

为此，铜冠电工公司团委联合工会
及各分厂，组织开展了包括熔铸工、拉丝
工、漆包工、钳工在内的多种类职工技术
比武活动。在创建“青年文明号”过程
中，提倡“人讲称职，事争一流”的工作
原则，鼓励并带动青年员工争当先进、勇
创佳绩、建功立业。

“不止在工作中，我们希望能够打
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青年员工队伍，构建
一个积极进取又轻松活泼的干事环
境。”回忆起多年来的团委工作，该公司
负责人如是说。演讲比赛、知识竞赛、征
文比赛……一系列健康有益、充满活力
的青年文化活动每年都吸引了该公司众

多青年员工参加，也为和谐企业建设注
入了生机活力。

与此同时，以志愿服务为载体，该
公司团委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不断拓宽青年志愿
者服务项目。“我们在服务社会的同
时，也在提升自己，这就是我们倡导的
‘互助互爱’。”该公司团委负责人说，
“每年春运的回程高峰期，我们都会开
展以 ‘情暖回家路’为主题的青年志
愿服务活动，包括协助维护秩序、回答
旅客问询、帮扶弱势群体、提供便民服
务等。”据了解，自 2012 年开始，这项
志愿活动在铜冠电工公司已经坚持了
六年。

萨百灵 岳 莹

青春，在事业中绽放
———记集团公司五四红旗团委铜冠电工公司团委

2012 年才进入金泰化工公司工
作的汤娴，短短五年里，她斩获了金泰
化工公司 “优秀共产党员”“安环先
进个人”“优秀岗位能手”，安徽省第
三届“最美青工”等多项荣誉。并多次
在“中国梦·铜冠梦·我的梦”征文、集
团公司“铭记历史，圆梦中华”演讲、
安全环保演讲、集团公司企业管理优
秀论文、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企业管理
优秀论文等比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而作为检测室班长、青年党员的她，则

是这样的风采：
每天，她必须实时检测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及时解决检测过程中出现的任
何问题，长期坚持周末加班。遇到仪器
故障，她即刻找原因，全凭自己动手解
决。检测结果出现异常，她及时和车间、
商务部进行沟通协调，找出异常原因，
确保检测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2016 年 4月开始，由于该公司技
术中心检测室原主任工作岗位发生变
动，汤娴一个人需要承担起两个人的

工作量，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她没有放
弃，迎难而上。11月，她所在的检测室由
于突发跳电，多台检测仪器频出故障，汤
娴连续 8 天加班加点维修设备，积极与
厂家交流，通过“以旧换新”、使用报废
仪器零部件、更换空气泵输出口等方法
将维修成本降到最低，最终在没有影响
生产的情况下顺利完成所有检测仪器的
维修工作。同年一个月后，由她担任组长
提交的 QC“提高电池级碳酸酯产品检
测的准确性”在金泰化工 QC 评审中名

列前茅，报送集团公司。
汤娴进入该公司技术中心检测室工

作，是在前年。爱学习爱思考的她，进入
检测室仅 5 个月，就被任命为班长。同
样是因为爱学习，她在担任碳酸二乙酯
生产车间技术员时，积极参与“超高纯
碳酸酯生产技术研究”“丙二醇单醚色
度以及醇醚分离脱水剂流失问题研究”
“二丙二醇精馏塔塔釜聚合反应的抑制
和产品色度的提高”等多项课题研究活
动。她所参与研究的 “改进 T201 和
T205 操作工艺”和“PEG 配合有效组
分催化合成 DEC、EMC 研究” 两个课
题分别荣获金泰化工公司课题评审的特
殊贡献奖和三等级。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高 敏

用勤劳热情实现人生价值
———记集团公司“十大杰出青年”汤娴

本报讯 天马山矿业公司党委
为深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在
基层党支部中实行党建工作联述联
评联考，推动党建工作责任制落实，
努力形成责任明确、领导有力、运转
有序、保障到位的党建工作机制。

联述联评联考的重点是要抓好
党支部抓党建工作情况，特别是支部
书记履行抓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职
责情况。主要体现在：履行党支部建
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抓班子、带队伍
情况；加强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
服务生产经营工作，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情况；推进基层组织标准化建
设，开展党建品牌创建活动情况；落
实党员活动日、“三会一课”、民主评
议党员制度，加强党员的发展、教育
和管理情况；落实党风廉洁责任制，
遵守廉洁建设和作风建设各项规定，
接受职工监督情况；单位党建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个人在履职尽责方面存

在的问题，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进
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思路、重点
和措施。

为开展好此项工作，该公司党委
制定了 《天马山矿业公司党委实行党
建工作联述联评联考实施意见》，要求
基层党支部从开展述职评议、严格进
行考核、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抓好整改
落实等四个方法步骤开展工作，认真
落实党建工作主体责任，高度重视联
述联评联考工作，将其作为全面贯彻
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
坚持从严从实搞好述职评议考核工
作，坚决防止形式主义、走过场。严明
工作纪律，广泛发动党员群众参与，自
觉接受党员群众监督，严明工作纪律，
严禁弄虚作假。对故意扩大、缩小、隐
瞒、歪曲事实的，干扰妨碍评议工作
的，不能正确对待评议而打击报复的，
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夏富青 朱 艳

天马山矿业公司党委
实行党建工作联述联评联考

本报讯 近日，铜冠建安公司在
该公司综合楼三楼会议室开展了技术
人员考试。

本次考试分为土建专业、建筑装
饰、电气专业、给排水暖通、机械设备
以及钢构共六大块，来自该公司机关、

各基层单位、项目部的 77 名 35 岁及以
下技术人员参加了此次考试。该公司希
望通过此次考试了解企业技术人员对
国家标准规范掌握程度，从而为今后专
业技术培训提供参考。

李海波

铜冠建安公司开展技术人员考试

本报讯 进入四季度以来，长江
水位快速下降，根据枯水期长江船舶
航行要求，金航分公司有针对性地制
定了防范措施，确保枯水期航行安全。

着重加强船员的安全教育培训，
尤其是典型事故案例培训。10月份以
来，该公司通过对近几年长江水域枯
水期发生的事故，时刻提醒船员们要
牢记安全，加强防范，提高应急反应能
力。

大力加强对关键性设备的巡检
保养，尤其是做好船舶动力设备、电力
设备和导航、助航等关键性设备的维
护保养工作，绝不让设备带病运行。进
入四季度以来，该公司对雷达、AIS、
GPS 导航仪、测深仪等助航设备，要
求时刻处于安全良好的技术状态运
行。

强化船舶驾驶以及轮机管理操

作知识培训。进入四季度以来，该公司
要求船员严格执行分公司制定的各项
安全操作规程，大力提升船员的基本
安全操作技能措施，确保船舶航行安
全。

针对即将到来的冬季雨雪天气特
点，该公司还制定严格的船舶防寒防
冻防滑等安全措施，及时备妥防冻防
滑物料，教育船员攀高下低时，一定要
做好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以免滑落
摔伤。

同时，该公司要求船员充分考虑
水位下降因素，根据航道维护水深，严
格控制船舶吃水，合理配载，严禁超
载、超吃水航行。每个航次开航前开好
航次安全会、做好航次准备工作，贯彻
执行海事机构发布的枯水期船舶航行
相关安全要求，及时认真研究航道通
告、水位（天气）预报，结合航次任务

拟定通过狭窄弯曲航道、浅滩的安全防
范措施。

船舶航行经过浅滩、险槽、狭窄水
道、弯曲水道时，该公司未雨绸缪，严格
要求船员加强了望，严禁班中脱岗和做
值班无关的事，保持和附近的船舶畅通
的通讯联系，明确安全会让措施，做到险
情早发现，船舶宽避让。航经浅水航道
时，应测深减速通过，防止吸浅。

由于枯水期航道变化较大，航道外
水深不能确保船舶安全航行要求，该公
司要求船员们船舶航行时应在航标标示
的航道范围内行驶，注意保持必要横距，
防止搁浅、触礁事故险情的发生。同时该
公司还教育船员坚持收听天气预报、安
全预警信息，船舶航行时突遇大风、大雾
等恶劣天气，应在不危及自身船舶安全
及他船安全的前提下，就近选择锚地抛
锚待命，不得冒险航行。本报记者 江 君

铜冠物流金航分公司
多项“铁律”确保枯水期航行安全

本报讯 秋冬渐至，草木枯黄，随
着天气逐渐变冷，铜冠池州公司电解
锌车间本着“早发现、早预防、早治
理”的原则，未雨绸缪提前进入秋冬
季安全生产风险管控预警和筹划。根
据秋冬季节气候特点做好针对性防范
措施，“点兵点将”指定责任人加强防
火、防滑、防冻、防交通事故等方面的
防范措施，并将措施落到实处。

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加
强监督，明确责任人，突出加强重点区
域防火巡检，严厉处罚员工抽游烟行
为。“冬季来临，绿化带草木枯黄，抽游
烟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
该车间主任陈六新在微信群里指出：
“要对槽面产生氢气的地方，玻璃钢制

品进行重点防火监控，必须严上加
严。”为做好重点区域防火预防工作，
该车间加强了前期预防措施的梳理，加
大了重点区域防火监管力度。进一步治
理和处罚部分员工下班后在厂区“抽
根烟解解乏”的痼疾，以片区管理的原
则指定班组长在绿化带监督巡视，发现
一次，处罚一百元，并在微信群通报批
评，此举极大震慑和警示了这种不安全
行为。同时完善规范了剥锌点吸烟区域
管理，做到标识牌醒目清楚，烟灰烟头
烟具下班后指定专人清理。

该车间结合目前公司正在开展的
构建“六项机制”强化安全生产管控
工作，加强对员工秋冬季防火、防滑、
防冻、防交通事故安全常识培训，提高

员工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有针对性地
开展班前要点培训，讲解防范要点措施，
使员工养成良好的防范习惯，杜绝此类
事故发生。

开展车间内部安全环保生产大检
查，加强考核，强化责任。近期有针对性
地开展了“四防”专项检查，对车间内部
安全通道、行车上下楼梯、囤积的物品物
料、取暖设备周围情况进行隐患大排查、
大整改自查自纠工作，切实把生产现场
和员工休息室等场所存在的问题进行
“大曝光”、“晒太阳”，在此基础上实现
“两个做到”，指定责任人在指定的时间
进行隐患整改消解措施，多措并举为车
间秋冬季安全生产工作提供后续保障。

张 军

铜冠池州公司电解锌车间
积极做好秋冬季安全生产防范工作

本报讯 10 月 24 日，由上海铁
路局芜湖货运中心组织的铁路运输危
险化学品泄露事故处置应急演练，在
金隆铜业公司厂区铁路专用线举行。
铜陵西站货运中心、金隆铜业公司、金
铁分公司、铜陵经营部等单位相关人
员参加了演练。此次模拟应急演练，旨
在及时处置铁路危险化学品运输事
故，最大限度减少危险货物运输事故
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及对事故
现场周边环境和社会的负面影响，提
高作业从业人员事故处置应急能力。

邹卫东

金隆铜业公司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参加

上海铁路局芜湖货运中心组织危险品铁路运输应急演练

每个清晨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看着
蓝天白云，来到山清水秀、绿树成荫的
单位上班，傍晚平平安安回到鸟语花
香、环境优美的家园。一家人欢声笑语、
天伦之乐，虽然是许多人普通和平常的
事，但这平常和普通的事情中又包含了
多少代人的期盼。安全和环保已经越来
越为人们所重视，她关系着千家万户的
幸福，关系着子孙万代的福祉。

集团公司十分重视安全环保工作，
建立健全安全环保防控体系、全员安全
承诺签名活动、井口安全环保答题、“安
全一家亲”照片墙和寄语以及“安全环
保，意识先行”宣誓活动，包括“安环
伴我行” 征文无不体现着 “安全第
一”的思想，“注意安全”绝不是一句
口号，更不能把安全作为一项任务来
完成。工作中重视安全，遵守安全操
作规程，应该成为一种习惯，生产必
须安全。杜绝工作中的麻痹侥幸造成
的事故，杜绝不遵守规章制度造成的
作业伤害，杜绝不负责任遗留的安全
隐患。

珍爱生命，保障安全。清洁生产，
绿色生态。谁不希望天空湛蓝如镜，大
地绿草成茵。集团公司推行清洁、低
碳、绿色生产和环境友好型企业，为营
造绿色生态环境积极承担自身的社会
责任。环境保护从我做起，保护环境就
是等于保护自己生存的环境，捍卫我
们的绿色家园。环境与我们工作和生
活息息相关。白色垃圾、乱排乱放污
水、抢夺自然乱开乱采矿石、尾气排放
等大气污染严重，使人类濒于困境。我
们要珍惜地球赐予给我们的一切，地
球上许许多多的东西更需要我们去保
护。只要你注意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比
如少开一次车出行、人走关灯、空调调
到 26 摄氏度以上、不吸烟、不排染影
响水源、不吃野生动物，积极参与植树
造林等等，长此以往你就会发现你的
绿色家园就会建成，我们的绿色家园
就创建了。

安全环保与我们息息相关，形影
不离，伴我们左右，与我们同行。

王时贵

安全环保与我们息息相关

10 月 25 日
下午，金冠铜业
分公司保全车间
党支部开展党员
义务维修自行车
活动。活动当天
共收纳该公司有
损坏自行车 20
余辆。为了确保
活动秩序井然，
检修共分为刹车
检修区、轮胎检
修区、维护保养
区，20 多名党员
发挥自身的一技
之长，维修后的
几十辆自行车完
好无损地交到车
主手中。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许 强 摄

冬瓜山铜矿精矿车间积极响应矿大干四季度号召，加强生产设备的巡查，尤
其是对铜、铁、硫三台浓密机以及进料渣浆泵、空压机、高硫搅拌桶等重点设备的
维护保养。10 月 19 上午，该车间维修人员发现铜 38 米浓密机传动链条出现问
题，并及时进行抢修恢复（如图），从而确保了铜系统生产工艺的正常运行。

吴小玲 摄

为保证金隆铜业公司主体单位生产正常运转，铜冠物流公司天马山车队对到
港的从安庆铜矿运输来的 3100 多吨铜精砂调动 7 台车辆加班加点进行抢运，确
保在两天时间内运输完毕。图为运输车辆正在装运铜精砂。

王树强 强敏华 摄

本报讯 “这是奥炉改造项目安
全晨会和安全点检表”“这是海亮铜
业项目班组的安全点检表”……一张
张标满不同符号的表格在有色建安钢
构公司“钢之韵”工作 QQ 群里不停
的闪动着，10月 24 日 8时，该公司各
在建项目安全点检表准时在该公司工
作群发布，“安全点检表”是该公司在
生产施工安全管理上一个新的举措。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提高安全管
理水平，有色建安钢构公司以班组安
全管理为最简单、最便捷的出发点，在
安全管理上再出新招，通过搜集整理
安全日常管理工作中出现问题频次较
多的安全问题，设计成安全点检表，别
小瞧了这张 A4 纸大小的表格，却涵
盖了该公司日常安全管理工作的全
部，安全管理、施工用电检查、吊具检

查、高处作业检查等 8 大项内容列入点
检表中，作为目视化管理检查重点。该
公司要求班组在每天作业前，由班组长
对照表中的内容逐条进行检查，落实到
位的用“√”标注，未落实的用“×”标
注，并立即落实整改。项目安全员或项
目经理对班组的检查结果进行核查，对
整改情况进行核验并进行标注闭环，消
除作业前的安全隐患。同时要求各项目
的安全点检表检查结果在当天 8 时之
前发布至该公司内部工作 QQ 群，即时
监督检查落实情况。

有色建安钢构公司推行的“安全点
检表”这一新举措，为现场管理者提供
了得力的安全管理助手，激发了主动管
理意识，更加做实、做细了安全管理工
作。

谢玉玲

有色建安钢构公司安全管理出新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