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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凤凰山矿业公司机运车间
承担的副井罐笼侧钢轨道更换工程全面
告捷，经重载试车后，设备运行一切正常。

该公司新副井罐笼采用单侧钢轨
刚性罐道。近几年来，罐笼主要用于负
440 米中段矿石提升，提升区间为负
440 米中段至负 240 米中段。平均每

小班约 60车左右。2015 年，该公司开始
三班制提矿，罐笼频繁运行大大加剧了
罐道磨损。经检查，罐道轨面宽度已磨损
至 60 毫米以下，超出罐道安全使用下
限。负 440 米中段至负 240 米中段罐笼
侧钢罐道更换工作势在必行。

在负240米中段井口，只见罐笼以
每秒0.1米的速度缓慢向下运行。罐笼中
以汪全福为首的 6名维修人员正在慢慢
下降。“嘘！嘘！嘘！”急促的短哨声在罐
笼中响起。现场安全负责人占克勤立即通

过电话联系卷扬提升操作人员，罐笼立即
戛然而止。4 名维修人员迅速爬出罐笼
盖，两人一组分别站在罐笼顶部两侧的钢
轨边，开始用铁锤不断敲击罐笼钢轨，为
切割焊接做好前期的除锈工作……

连日来，天空中持续飘落着雨水，井
筒中渗水比往昔更大，像断串珠子不断
向下滴落，焊花在黑暗的井筒里格外耀
眼，6 名在井筒中的抢修人员，尽管头戴
安全帽身穿雨衣，可依然不能抵挡长时
间飘落的雨水。吃午饭脱下雨衣时，身上

的工作服都可以拧出水来。
该公司机运车间书记介绍，此次钢

轨道更换工程，要做到检修和正常生产
两不误。施工期间，车间领导现场带班指
挥，大家克服了井筒作业时间长、淋水
大、温度低、工作环境恶劣等诸多困难，
每天从 8 时连续奋战至 20时，640米更
换钢轨道任务，18 名员工只用了 15 天
时间就顺利完工，比原计划缩短了 3 天
时间，更换新旧钢轨重达 85吨。

夏富青 黄志皓

十五天的奋力抢修

本报讯 铜冠池州公司湿法车间
为了更好地确保冬季安全环保生产工
作，全面完成年度各项生产目标任务，
不断强化安全环保生产各项管理工
作，积极开展各项安全活动，吹响决胜
年终“冲锋号”。

狠抓安全教育不放松。该车间积极
抓好冬季安全环保生产工作，引领党员
干部员工汇聚起冲刺全年任务目标的
正能量，决胜年度各项生产目标任务。
利用宣传栏、班前会、微信群等多种方

式引导车间员工牢固树立“安全环保，意
识先行”的思想，通过开展“班组安全活
动”、观看集团公司“安全环保，意识先
行”文艺汇演教育视频、学习事故案例、
“三违”查处通报等方式，教育职工举一
反三、防微杜渐，保障安全环保生产。

狠抓安全环保生产工艺指标不放
松。该车间以提高安全环保生产操作工
艺指标为出发点，不断加强岗位员工对
岗位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的学习，严格执
行岗位操作规程，真正把好安全环保生

产工艺操作指标质量关。严格执行各项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做好冬季安全生产
“四防”工作。对各岗位安全薄弱环节做
好自查，确保各项安全管理不放松、不削
弱，尤其是抓好关键生产控制点、事故易
发点的安全生产工作。车间对各班组安全
环保生产工作落实情况不定时检查，对违
反规章制度、工作不严不细的车间各级管
理人员进行严格问责。不断加大对安全现
场管理的动态检查力度，对作业现场实行
靠前指挥、重心下移、关口前移，重点查处

不按规程操作和各种违章违纪行为，坚决
做到安全生产、不安全不生产。

狠抓隐患排查不放松。该车间积极
推进“强管理、反‘三违’、查隐患、保安
全”，全面落实公司构建“六项机制”，
强化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工作实施方案要
求，梳理制定安全风险点清单，及时将安
全生产的薄弱点和薄弱环节的管控作为
安全管理的重点、要点，利用车间微信网
络平台及时上报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安全
隐患，各分管管理人员对上报的安全隐
患做好跟踪整改，做到生产安全层层有
人抓。切实抓好现场各类人员的帮教力
度；筑牢岗位员工安全环保思想防线，确
保车间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为车间决胜
年终安全环保生产目标任务提供强劲动
力。 杨 军 吴志勇

做好冬季安全生产 吹响决胜年终“冲锋号”
铜冠池州公司湿法车间

本报讯 为认真落实《铜冠物流
物流公司冬春火灾防控工作实施方
案》的部署，切实保障职工人身和集
体财产的安全，共同推动分公司生产
经营持续平稳健康发展，铜冠物流金
运分公司对今冬明春的消防安全工作
做出安排。

强化宣传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做
到“三知四会”，提高全体职工消防安
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加强对义务
消防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义务消防

员的业务能力。强化监督检查。提高物流
园区门卫的夜间巡查频次，对火情做到
“早发现、早处置”，将消防安全的检查
工作纳入班子成员带班巡查活动中，重
点检查消防安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
否畅通，消防设施、灭火器材等的配备是
否齐全有效，消防安全疏散指示标志是
否完好，用火用电安全措施是否落实。强
化隐患整治。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
患，能当场整改的现场督促整改到位，不
能当场整改的，限期改正。 汪开松

铜冠物流金运分公司部署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

本报讯 入冬以来，天马山矿业公
司早安排、早部署、早落实冬季防冻、防
滑、防火、防盗工作，及时消除不安全隐
患，确保矿山“温暖过冬”。

该公司把扎实做好冬季“四防”工
作，作为安全生产的重要环节，针对今
年冬季“四防”特点和实际，及早对工
作做出部署和安排，制定了冬季 “四
防”应急预案细化措施，责任到人，形
成各单位齐抓共管、一级抓一级、层层
抓落实的安全责任体系。该公司组织人
员重点对运输维护、管路设备、用电线
路进行检查维护，进一步完善井下和地
表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安全责任和安全
规范制度的落实，督促指导基层生产班
组严格按规定执行，组织人员对矿区内
的采矿设备、工作面、道路、场所等进行
全面隐患排查，强化采掘、运输、采空区
等环节的专项治理。严格执行安全责任
确认和火工品管理制度，深入作业现场
进行危险源评估分析，利用派班会对职
工进行冬季安全消防知识培训，提高职

工对各类危险源的预知判断能力，规
范职工的操作行为，配齐设备消防器
材，重点对职工换衣间用电线路的铺
设进行检查，确保冬季防火万无一失。
同时，对矿区供暖设施进行全面检修，
确保取暖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和安全
性，及时储备碎石子、防冻液等防寒物
资，按时发放冬季劳保用品，备足各类
抢险工具和材料，做好道路防滑防冻
措施。该公司武保部门进一步加强矿
区内部及周边夜间巡逻工作，防止冬
季盗窃事故的发生，确保矿区内人员
和资产的安全。

该公司还及时与气象部门沟通掌
握气象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结合
岗位特点组织开展消防、火灾逃生应
急演练，做好应对恶劣天气的应急预
案，同时通过广播、网络等形式进行冬
季“四防”知识宣传，全面提高员工安
全防范和自主保安意识，确保矿区的
生产稳定和安全过冬。

朱 艳

天马山矿业公司冬季“四防”早部署重实效

本报讯 日前，铜冠池州公司
党委成员及机关第一党支部党员
18 人，来到池州革命烈士陵园开展
“参观一次党史展览、瞻仰一次革
命烈士陵园、重温一次入党誓词”
主题教育活动。

在庄严肃穆的革命烈士纪念碑
前，全体党员干部怀着崇敬的心情
向长眠于此的革命烈士鞠躬默哀致
敬，表达对革命烈士的缅怀和哀思。
随后，大家面对鲜红的党旗，重温了
入党誓词，时刻警醒自己牢记党员
身份，牢记宗旨观念。仪式结束后，
在讲解人员的带领下，大家参观了
烈士纪念馆，听取了革命烈士事迹，
为全体党员干部上了一次生动的党
课。党员们表示要“牢记使命，不忘
初心”，要以革命先烈的精神激励
自己，继承革命精神，立足本职岗
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不懈奋斗。

罗静来

铜冠池州公司
组织党员到烈士陵园
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今年 53 岁的李昌兵是冬瓜山铜
矿充填工区的一名井下充填工，长得
文质彬彬，很有学者风范，对谁都和蔼
可亲。很难想像他是一名从事千米井
下的工作者，别看他文质彬彬，在充填
区可是一个响当当的角色，有着充填
管线“啄木鸟”的称号。

在他所承担充填巡查中段的管
线，从未发生过一次跑砂事故，而且还
杜绝了多次堵管道和管道断流的事故
发生。在巡查管线方面，他有着一套独
创绝技———“看、听、敲。”

看———是最直观也是最能快速
发现问题的方法。别人巡查管线时
顺着管线走一趟，如果不出现问题
也就算了。可他不一样，他在巡查管
线的时候不但看管子，还注意管线

的下方，看地面有无湿痕，来判断是
否有管道渗漏的前兆。如果发现管
子下方有湿痕，就一定要弄清是什
么原因造成的。有湿痕就说明有问
题，这时候他就要亮出他的绝技逐
一查证。首先是静静地站在渗漏点
处观察，看多少分钟渗出一滴水来，
把数据记下来，隔一段时间再用同
样的方法观察。然后把两次数据做
一次比较，以此来判断管道内壁磨
损程度。另外还要看直线管道的摆
动和弯线、转角支架有无移位，来进
一步判断是否是皮垫子老化或是磨
损造成的。观察非常仔细不留任何
疑点，一定要确定管线的破损程度，
让管线在使用上达到一个极限，确
实要维修了才上报区里。

听———是他三项绝技中的最强的
一项，也是最有学问的一项。他不但能
听出管道中流动的砂声、水声和流量
来，还能及时发现管道内壁被磨损的

地方，在巡查时他手中始终拿着一把起
子。在走到管道转弯处或容易磨损处，他
就拿起起子，尖头放在管子上另一头用
手窝着紧贴耳朵。利用充填尾砂经过管
道内壁所产生摩擦，而发出的声音就能
判断出，管子内壁厚度及磨损的情况，这
可不是一两天就能练成的功底。

敲———比起前两项绝技就更难掌握
了。这也是他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摸索，
才得出来的一项绝技。就是用起子由轻
而重地敲打管道，通过管子和起子所产
生的振动，和发出的声音来判断管道内
壁的厚薄，这种判断完全靠手和耳朵去
感知。

做任何事情只要你用心去做，细心
去想，都会有所成就的。有着 30 多年工
龄，20多年党龄的李昌兵，在工作中始终
不忘初心，坚持认真做事，力求精益求
精。干任何事情都有一股钻研的劲头，正
因为这样才有充填管线上的 “啄木鸟”
称号，将有可能出现问题的管线‘啄’出
来，做到早治疗早预防，管线健康了，跑
冒滴漏也就少了。

刘世平

充填管线上的“啄木鸟”

世上大凡相关之事皆存在多少
之分，比如优与劣、胜与负、多与少
等，此消彼长、相冲相抵后出现不同
结果。对于我们的煤矿安全生产也
是如此，笔者以为抓安全应忌“三
多三少”。

一忌说得多，做得少。安全工作
总是需要一边 “说” 一边 “做”。
“说”是宣传造势，是安全提醒。而
“做” 是让政策落实，是让提醒落
地。但有的单位总是不遗余力地
“说”，却疏于、懒于真正地去
“做”，毕竟世事都是“说者易、做
着难”，凡事避难就易、拈轻怕重也
是人之惰性使然，但安全工作却万
万不可如此。

二忌制度多，措施少。有的单位
热衷于制度上墙，装裱华丽，看着倒
是非常美观，极具视觉冲击力，但在
实际工作或到了现场却缺乏有效的
措施，缺乏可操作性。好比一个喝水
用瓶子用碗都行，你偏让他用盆喝，
难免会洒落一身，也就是说你订的
那些规章制度不能与现实情况相契
合，所以也就无从落实。不能落实的
安全生产制度，也就无法保证安全
生产。

三忌检查多，奖罚少。对于煤炭
生产，安全检查日日有、天天搞，而
奖与罚就是对日常安全工作的肯定
与否定、赞许与督促。有的单位倒是
按常规检查得多，但对检查之后如
何去落实“奖”“罚”却少予关注，
致使做得不好的不在乎处罚，做得
好的得不到褒奖，也就失去了监督
检查的意义，最终造成“够罚不罚，
过后没啥；该奖不奖，无关痛痒”，
即使检查再多，现场依然隐患重重，
又如何能够确保安全生产呢？

穿云燕子

安全工作应戒“三多三少”

本报讯 “检修施工作业中，决不
让一名员工发生安全事故、环保事
故！”这是工程技术分公司循环园项目
部安全检修、环保检修的“底线”。

为扎实做好项目部的安全工作，
增强广大员工安全理念，树牢员工安
全意识，远离红线、守住底线，确保承
揽区域、监管区域的项目施工安全作
业、环保作业，工程技术分公司循环园
项目部多措并举、夯实基础、强化检修
作业过程安全监管，对“三违”现象采
取零容忍、高强压，死死筑牢安全检修
大坝，远离安全红线。该项目部安全工
作全员参与、全员预防，形成了“人人
都是战斗员，人人都是安全员” 的局

面。项目部明文规定“凡是涉及到检修
施工作业的安全隐患、环保隐患，项目
部人人有权制止，人人有权拒绝”，真
正使班组一线作业人员从“要我安全
施工作业”彻底转变为“我要安全施
工作业”。

班前提安全、班中说安全、班后还
是说安全。在每天的派班晨会上，班长
领读安全宣誓后，针对当天检修项目
的特点，梳理出检修中易发生的不安
全因素，反复强调注意事项，并要求在
检修指令书上签字，以达到人人知晓、
人人牢记、提前预防的目的。检修作业
实施过程中，班长又不厌其烦地反复
述说着“注意安全”几个字，时刻提醒

作业人员安全检修。下班前，班长还充分
利用短暂的 5 分钟时间，点评全天安全
检修的状况，再次强调安全作业的重要
性。

强化监管区域维修施工作业过程的
安全监管。该项目部领导主动会同安全
员、项目管理员，跟踪、监管当天每一个
区域、每一个检修施工作业现场，及时发
现、纠正安全隐患、环保隐患，努力将检
修过程中的安全监管做好、做细、做实、
做到位。阴雨天气，叫停一切室外易滑、
易摔的高空检修施工作业。项目部党政
领导每天 2 次安全例行巡检早已成为常
态。

目前，一个安全施工、环保施工光
荣，违章作业、违章指挥可耻，人人讲安
全、人人要安全、人人做到安全的检修施
工作业氛围已在工程技术分公司循环园
项目部蔚然成风。

戴 龙

工程技术分公司循环园项目部多措并举筑牢安全大坝
守住底线 远离红线

铜冠神虹化工公司职工日前正在检修转炉。铜冠神虹化工公司为实现安全环保生产，保障生产设备的稳定运行，每年均
要对生产设备实行停产检修。日前，该公司组织开展了生产设备和环保设施的全面检修维护工作，并取得了检修预期效
果。 王红平 陆文武 摄

铜山矿业公司充分认识做好火灾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紧盯薄弱环节
和季节性火灾特点，适时组织开展针对性的消防安全检查，全面做好季节性火灾
防控工作，确保矿区消防安全无隐患、岗位生产无事故。图为日前该公司保卫部
和安环部联合对矿区内的消防器材进行专项检查。 张 霞 陈贵东 摄

自 12 月 11 日起，冬瓜山铜矿 2017 年度党建综合考评工作全面展开 （如
图）。此次党建检查分段实施，成立两个综合考核组，成员从党群各部门和基层部
分党支部书记中选调，采取现场考核形式，以各支部为考核地点，做到一个支部进
行一次考核。检查中，检查组成员依据各项检查内容，客观公正严谨地检查资料台
账，认真梳理查出的问题，现场指出存在的不足，对做得好的支部给予充分肯定。
通过党建综合考评，也将促进该矿基层党支部党建工作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汤 菁 杨李军 摄

为强化职工对自救器使用的实际操作技能，提高职工自救能力,日前，冬瓜山
铜矿提升一区利用安全学习时间对职工进行了安全自救器使用培训 （如图），重
点讲解了隔绝式压缩氧气自救器的构造、原理、日常维护、正确佩戴、使用方法以
及注意事项，并安排职工现场进行了演练。 叶明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