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工作的理念决定员工的行
为，员工的日常行为会形成员工的工
作习惯，良好的工作习惯会降低事故
发生的风险指数; 安全工作需要领导
重视、全员全过程参与，需要营造良好
的安全工作环境来达到安全工作的目
标。

安全工作无小事。安全工作是一项
细微化的系统工程，安全工作没有小
事可言，自认为没事的时候最容易出
现事故。追溯其原因在于安全意识的
松懈和安全行为的放纵; 每起伤害事
故的原因追究起来都感觉很简单，
“三违”行为是伤害事故的元凶;安全
工作不仅需要有健全的安全制度做支
持，更需要各层级对安全制度有完美
的执行力，任何一次对安全工作的疏
忽都可能连锁引发一次伤害事故;企
业应充分利用舆论宣传工具或开展各
种形式的沟通与交流活动，让安全工
作无小事的理念深植于每名员工的心
中，并付诸行动之上，岗位有隐患岗位
及时发现，现场有危险现场人人防范，
集中优势资源实时治理与控制隐患，
形成人人关注安全的良性化工作氛
围，进而降低伤害事故的发生概率和
伤害事故的伤害程度。

小失误决定成败。评价安全工作
的绩效不在于过程而在于结果，一次
小失误或一次小纰漏便有可能引发一
起重大伤害事故，便可能使安全工作
满盘皆输; 安全工作需要追求尽善尽
美，需要超前布控所有可能出现的纰

漏及危险源点，任何一次管理纰漏都
可能是造成事故的导火索，任何一次
微小的失误都可能是造成安全工作绩
效归零的重磅炸弹。企业安全工作者
应运用安全理论，结合企业的现场安
全状态，超前制订相应的安全预案及
安全措施，务实地予以实施及评价总
结，掌握本企业安全工作的基本规律，
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杜绝小失误的发
生，进而保证企业安全工作整体水平
不断上台阶。

风险需动态监控。企业生产时时
处处都有风险，时时处处都有能量的
非预期逸散，风险是动态的、可变化
的，不能以静止的观点来辨识危险源
点; 安全工作者需要与全体员工开展
有效的沟通与交流。转变员工的安全
工作理念，使员工能够对风险程度进
行预知与预测，以结果思维的方式来
模拟风险的变化趋势和事故的伤害程
度，制订有效的防范措施控制危险源的
激发条件，班组应落实好班前安全提醒
制、班中安全联防制及班后安全总结
制，以此来对安全工作进行精细化管
理，避免发生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悲剧
事故。

违章等同于事故。事故的发生都
有其先兆性的一面，由此事故是可以
预防和控制的; 从事故统计规律可以
看出，伤害事故是违章不确定性累积
的结果，控制事故必须先从控制违章
入手，将违章等同于事故来进行管理
与控制; 除对违章者本人待岗进行安
全资质再培训外，还需对相应的各层
级管理者进行管理责任连带追究考
核、对其所在的班组进行联防责任追
究考核; 真正使违章行为成为过街老
鼠、人人喊打。

隐患治标更治本。治理隐患应标本
兼治，不仅应剖析产生隐患的表观原因，
而且应剖析产生隐患的深层次原因，对
症下药地采取有效的应对对策，运用安
全技术等措施来防范隐患、根治隐患。最
大限度地实现人的本质安全、过程本质
安全、环境本质安全和物的本质安全;同
时，不定期对治理的隐患进行再评价，对
治理的效果进行再确认，对存在的问题
进行再剖析，确保隐患治理工作务求实
效地拓展。

超前思维防事故。事故具有不可逆
性，防范事故需超前思维，对危险源点
不定期进行评价，对现场状态不定期进
行剖析，对设备运行状态不定期进行校
验，以超前思维实现安全工作的主动性;
同时，在工作总体策划时，应体现安全
工作绝对优先的原则，培养全体员工以
安全为重的工作理念，不断挖掘全体员
工的智力潜能，以适应安全工作的总体
需求。

安全改进无终点。安全是一项不
能停滞只能不断挑剔纰漏和问题的工
作，安全工作具有连续性、持久性的特
点，安全工作的相对稳定期也是事故孕
育期，安全改进工作没有终点，需不断
提升全体员工的安全意识及安全理念，
不断治理过程单元的动态隐患，不断提
高全体员工的“安商”水平，不断解决
安全制度存在的问题，在生产实践中创
新安全工作模式，以便营造良好的安全
工作氛围。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安全
工作需要全员务实从自身做起，人人管
安全、时时防事故，实时寻觅改进的机
会，打造主动安全、自主安全的工作局
面，避免伤害事故给相关方带来不可逆
转的损失。

安 管

七种安全工作理念必须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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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铜冠池州公司继九月份
锌锭产量创新高之后，持续发力，齐心
协力再创辉煌，捷报频传书写新的奇
迹：十月份完成锌锭产量 11450 吨，
析出锌产量高达 11676.6 吨，电流效
率达 89.46%，析出锌直流电耗每吨
3022.9 千瓦时析出锌，均创近两年来
单月最好成绩；其中，析出锌直流电耗
较九月份下降至每吨 117.4 千瓦时析
出锌，按照九月份的除税电价计算，该
公司本月电费可节约 77.68 万元，截
至十月共累计完成锌锭产量 82300
吨，再次缩短与年度十万吨产量目标
的距离。

攻坚克难排除干扰产能因数，积极
查找“烧板”原因。从年初的欠产颓势
到如今的高产稳产喜人局面，该公司锌
系统曾走过一段不寻常的崎岖之路。今
年三月份，该公司电解锌车间小面积的
烧板蔓延至大面积锌片“烧板”，产出的
锌片难以熔铸成锭，一度被员工诟病为
“烂树叶”，产量与能耗两项硬指标均开
启了 “双闪”。面对严重不利的生产局
面，公司生产部领导陈海大及管理科，电
解锌车间主任陈六新沉着冷静应对，精
心组织协调各生产单元查找原因，制订
对策。先期和生产部的员工对现场、管
道、电解液和关联车间等可能涉及烧板
现象出现的设备、数据、操作方式进行了
大面积的排查和推理论证，对重点存疑
节点组织人手进行为期三天的全面停产
清理整顿，对存疑的杂质锗元素进行了

化验方法的改进，放大处理和仔细确认,
经过严谨分析比对，确认为锗元素超标
是造成本次锌片烧板的主要原因。

抽丝剥茧，举一反三持续加大排查
治理烧板力度。对不同原因的烧板现象
及特征进行比对和分析，详细制订整改
措施。六月份针对锑元素的超标，生产部
门通过采取协调化验单元改进锑元素化
验方法，增加对锌粉含锑量的化验，重新
认识了锌粉含锑对净液工段 pH 值变化
趋势的影响，进一步控制净液工序的一
段、二段、三段 PH 值，大幅度减少锌车
间吐酒石的使用量等系列管理措施，有
效遏制了锑超标的干扰因素。

为长效解决和先期避免系统生产工
艺中再次出现波动，该公司生产管理部
门精心组织各生产单元对重要工艺节点
进行优化和改善。对焙烧配料锌品位的

含量进行关注，对锑、钴、锗元素的含量
进行干预和控制；加强湿法工段的沉清
效果，净液工段通过工艺改造，改为主要
在三段除钴，一、二段除锗锑镉等杂质，
提高一段温度增加除锗等杂质效果；通
力合作加强与协调设备检修的及时性，
提高设备运行效率，制订结晶周期清理
制度，清理后的泥浆附属物缓慢注入系
统，减少一次性注入后引起的系统波
动；建立和完善各生产单元的信息共享
通报制度，着力实现对工艺的先期处置
调整，及时应对，加大防范和处理能力。
着力从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管理手段
的创新，工艺的改进和优化，操作方法
和技能的提高等多方面，多角度施之猛
药，多管齐下，促进了整个锌系统生产
局面的稳定。

张 军 吕福喜

铜冠池州公司攻坚克难屡创新高提质增效捷报频传

本报讯 日前，在云南昆明召开
的全国第三十九次质量管理小组代表
大会上，冬瓜山铜矿提升二区 QC小
组获得 《2017 年全国优秀质量管理
小组》 称号，这是该矿自 2014 年以
来，连续四年获得该项殊荣。

多年来，该矿坚持开展群众性的
QC小组活动，结合矿山生产实际，每
年年初制定质量计量工作计划，积极
组建 QC小组，围绕提高企业经济效

益和生产经营中的重点和难点，应用全
面质量管理的科学理论和方法，针对产
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中的问题，
组织质量攻关，开展质量改进工作。并推
荐优秀 QC小组参加国家、省、集团公司
QC成果的发布会。同时，该矿一方面对
新组建的 QC小组活动情况进行动态管
理、监督、检查，并给予必要的理论和技
术指导，保障 QC小组正常开展活动；另
一方面，对已取得成果的 QC小组进行

跟踪调查，使 QC成果能及时应用于生
产，为提高矿山产品质量、降耗增效起到
了积极作用，矿山先后获得国家级 QC
成果奖 10项。

今年，该矿参加成果发布的提升二
区 QC 小组成立于 2016 年，围绕排水
系统故障停机时间多这一问题，提升二
区 QC 小组积极开展《缩短排水系统故
障停机时间》为课题的攻关活动，定期
进行专题研讨，分析并确定产生质量问

题的因果关系和传递途径，对造成排水
系统故障停机的原因进行调查，找出问
题的症结，提出方案并确定最佳方案。与
此同时，在攻关过程中紧紧围绕运用
PDCA 循环的方法进行攻关，对选铜回
收率进行统计，使排水系统停机时间由
每月 72 小时缩短到每月 36 小时，确保
了井下排水任务的完成，为矿山增加经
济效益 44.7 万元。

汤 菁 陆正来

冬瓜山铜矿QC小组再获国家级优秀质量管理小组称号

本报讯 近日，赞比亚谦比西
铜矿项目工地上异常忙碌。为加快
谦比西主井投产，保证主井提升系
统今年 11 月底前安装结束并形成
提升能力，铜冠矿建公司谦比西项
目部团支部发挥青年团员的突击队
作用，利用工余时间组织青年大学
生开展义务劳动，参加主井永久提

升机房的墙面瓦安装、清理场地等辅
助工作。

这是该公司团委开展“青春志愿
行，岗位展风采”青年志愿者服务活
动的一项内容，不仅大大增强了团员
青年的奉献意识，同时也在中赞员工
中树立了良好形象。

曾红林 袁其斌

铜冠矿建公司谦比西项目部团支部
开展“主井投产义务奉献”活动

本报讯 在企业生产遭遇短暂
困难的当下，仙人桥矿业公司通过
围绕“节能有道，节俭有德”活动
主题，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
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宣传和张贴节
能倡议书等活动，大力挖潜增效。

节能有道，节俭有德。这一挖潜
降耗新理念目前在仙人桥矿业公司
已经纳入了生产计划之中，该公司通
过不断调整工作思路，在设备维护、
检修中推广节能降耗技术，推动了能
源管理工作，使节能工作向更深、更
高目标发展。

首先，该公司对井下水泵房的
排水时间进行了调整，严格控制在夜
班低谷时段排水。为了节约能源、提
高设备工作效率，在排水系统中，严
格按照《分时电价管理办法》，该公
司机电管理人员每天深入井下，了解
水仓储水情况，精心安排，合理组织
生产，确保在安全的前提下，合理调

整开泵时间、台次，高峰时段严禁开泵，
要求在低谷时段将内外水仓的水排空，
既要保证全矿生产用水需要，同时也要
确保在高峰时段水仓有足够的的蓄水
能力。

在提升系统运行中，该公司严格
执行罐笼运行管理制度，同时减少罐
笼走空罐的次数，做到了人员统一集
中下井，集中上井，减少人员频繁走
罐现象，力争做到消耗最少的电能，
为此制定了副井罐笼运行乘罐制度。

在加强对设备技术改造上，该
公司依靠自身力量成功对充填站放
砂管路进行改造，利用虹吸原理，有
效防止管路砂堵现象；同时，为提高
生产用水的回收率，提出定时向选
矿供生产用水; 对充填站回水进行
改造，之前利用管道泵输送至选矿，
先通过利用溢流原理，根据位置高
差采用自吸回流至选矿回水池。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周 钧

仙人桥矿业公司倡导“节能有道，节俭有德”理念

一根细小的焊条，燃起耀眼的火花，
把一腔热血挥洒，填平那将走过的沟壑，
如同圣光，照亮璀璨人生。而那手持“圣
光”的人———就是铜山矿业公司优秀共
产党员、采矿区电焊工汪海贵。

负658米中段振动放矿机底部边框被
矿石砸开了，需要即时修复。派班就是指令！
汪海贵和维修钳工一到井下，立即就投入到
紧张有序的工作中。振动放矿机离地面不足
1米来高，人根本站不起来，只能半蹲着仰
着焊，比蹲马步受罪多了，可他那轻轻一
点，眼前“呲呲”地飞起耀眼的弧光如同神
来之笔，焊条融化了，焊点变红了，裂缝也
随之慢慢地被缝合了，再用錾子剔去焊渣，
检查焊得到没到位。高达几百摄氏度的焊
渣有时也会调皮地钻到他的脖子里、胶靴
里，烫得人直蹦直跳，可处在这狭小的空间
里，不仅要忍着烟熏火燎，还要耐着性子，一
个焊缝一个焊缝地处理，对被底角挡在里面
的焊缝，想着法子把焊条折弯着来焊。“汪
师傅，太闷了，歇会儿。”同来的钳工师傅
弓着腰紧固底角螺栓唉声叹气受不了。
“再坚持会，争取一次性把它焊好。”汪海
贵一边用手臂按按防尘面罩，一边用胳膊
擦拭头上的汗珠说。他仍坚持把所焊的每
一道焊缝都认真检查，确保焊一道合格一
道，决不允许出现质量问题。

“凭本事吃饭，就得踏踏实实地干好
这份工作。”这是汪海贵的“凡人小语”。
对于急、难、险、重任务，他从不计较苦
累，脚踏实地地去干。4月 21日，在负
613 米中段 14 线放矿溜井格筛松动移
位，无法正常放矿，若不尽快恢复就会影
响晚班的生产进程。忙完一天工作的汪
海贵洗完澡准备下班，接到区部电话后，
毫不犹豫地赶到洗衣房，从一堆待洗的
脏衣服中找回自己的工作服，重新穿上，
戴好安全帽，和同事们赶赴井下抢修现
场。溜井是悬空的，有 40多米深，格筛是
方钢交叉架在上面。汪海贵不慌不忙地
装好电焊和风焊，系好安全带，蹲在上
面，割去裂开的锚杆，和同事们齐心协
力，用葫芦把格筛上偏移的方钢复位，在
方钢的连接处，再用 40厘米长的锚杆竖
着焊接固定，连续 3个多小时的奋战，硬
是坚持一次性将 6 个连接处 24 个锚杆
全部焊牢加固，此时下班的班车早已到
达了池州三江明珠，他和他的同事们也
无怨无悔。

不论在井下还是地表，也不论严寒
或酷暑，汪海贵认真履行着一个共产党
员的铮铮誓言，在电焊工的平凡岗位上
精益求精。他遇到问题总是积极想办法，
采场里喷浆加固的锚网，被放炮震得七
零八落，有的吊在顶部勾住矸石，为铲运
机铲矿举升带来不便，为防止矸石脱落，
消灭存在安全隐患，针对 4米多高的采
空区，汪海贵和安全员配合，用爆破的长
毛竹捆绑割刀，费力地伸向杂乱的锚网，
一边切割一边还要躲避垮落的矸石。勤
动脑经想办法，是工作中汪海贵技术进
步的源泉。取高强度断头螺杆成为他的
绝活:对 10毫米的12.9 级高强度细牙螺
杆切断在传动轴的螺孔里，直接用?3毫
米的电焊条，点焊上一个小螺帽的角，然
后用活动扳手，轻轻松松把断螺杆旋出
来了，避免了使用取断器既费时又费力，
甚至还会伤到螺牙的麻烦。他同时还是
个非常热心的导师，经常把自己的经验
和焊接技巧，毫不保留地与同事们交流。

余 飞

焊接璀璨人生
———记铜山矿业公司采矿区电焊工汪海贵

铜冠机械公司矿冶制造分厂职工日前正在加工作业。铜冠机械公司矿冶制造分厂克服订单多、工作量大、时间紧、人员
少等困难，今年以来通过精心安排，优化人员组合，并采取加班加点作业，保障了加工制作工期，实现了生产经营稳步增长。

至 月份，该分厂完成产值 多万元，超额完成了计划进度。 王红平 王征社 摄

日前，天马山矿业公司选金车间组织人员对 5 号球磨机进行检修，并对高压
电机的线圈进行在线绝缘清洗，清除金属粉尘，改善电机绝缘状况，延长电机使用
寿命。图为专业人员在清洗电机线圈。 夏富青 吴唐义 摄

铜冠物流金运分公司严格执行标准化作业制度，特种设备操作人员持证上
岗，划定装卸作业区域，下大力气整治“三违”现象，确保安全生产。图为铜冠物流
园区装卸作业现场。

汪开松 摄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退休干
部、原有色公司安全环保部专职安
全督导员何成沫同志，因病抢救无
效，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 7 时 35
分在合肥市安医二附院逝世，享年
66岁。

何成沫同志系安徽省怀宁县
人，1952 年 4 月出生，1971 年 12
月参加工作，1976 年 12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生前历任凤凰山铜矿采
矿工区工人、副区长、区长、调度室
副主任、矿长助理、副矿长、矿长、党
委副书记兼矿长、党委书记；铜都铜
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徽五松山
国际旅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兼
纪委书记；铜冠物流公司党委书记、

副经理；铜陵有色集团公司纪委中层
正职纪检员；集团公司安全环保部专
职安全督导员等职。2012 年 3 月退
休。

何成沫同志热爱中国共产党，始
终保持共产党员本色；对待工作，认真
负责，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任劳
任怨，具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
感，积极支持铜陵有色的建设和发展，
为铜陵有色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应有
的贡献。

何成沫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于
2017 年 11 月 19 日 8 时整在合肥市
殡仪馆举行。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老干部部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何成沫同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