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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天马山矿业
公司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安全责任，抓
主保重，安全环保继续保持平稳态势。
全年无重大设备、火灾、重伤及以上人
身伤害等事故，千人负伤率为 5.2‰、
隐患整改率 100%，污染物排放控制
在 98%，环境监测合格率达到 98%以
上，生产水、渣实现闭路循环与达标排
放，荣获了 2015 年铜陵市蓝牌企业，
集团公司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并连续
实现安全生产 1200天。

该公司从完善安全环保管理制度
入手，修订完善了《外来施工队伍安
全管理办法》，《矿业公司环保管理办
法》等 5 项规章制度，强化制度约束
力，夯实安环管理基础，有效防范安全
生产风险，保障职工的安全和健康。同
时建立健全三级安全管理网络，并与

12家二级单位签订了 《2017 年度安全
环保责任书》，与 2 个外协单位签订安
全生产管理协议，与基层生产单位签订
涉爆管理协议，进一步量化安环责任指
标，实行安环风险抵押金制度，有效落实
安全主体责任，强化领导下井带班制度，
现场查找安全隐患，解决问题在现场，把
安全工作的着力点放到现场管理，

扎实开展安全专项活动。在采矿片
开展了为期四个月的“找顶问帮”安全
无事故专项活动，确定各活动单位负责
责任人，以施工中段、盲竖井、硐室、采场
为单元确定活动负责人，层层分解落实
管理责任。全年完成采场验收 51次，检
查顶帮板隐患点 8 处，及时消除作业现
场安全隐患，杜绝冒顶片帮事故发生。8
月份，开展了防中毒窒息专项整治活动。
对矿业公司通风系统存在的隐患进行治

理，完成南、北翼风机反风装置改造并进
行反风试验，完成负 135 米中段辅扇技
改工程。加强长距离、独迎头、高天井贯
通前的局部通风，配置局扇 10 台，为下
井人员配备自救器 310 台，并配备一定
数量的测风和有毒有害气体测定分析仪
器，严防中毒窒息事故发生。同时加强井
下用电安全管理，实行井下动火作业审
批制，同时公司投资 1300 万元环境治
理升级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将环保管理
纳入绩效管理模式，强化环保日常管理
与监督，加强环保监测工作，确保污染物
达标排放。

加强外来队伍安全监管力度。把好
外来队伍准入关，严格资质审查，按照
要求与外来队伍签订 《安全管理责任
协议书》，严格执行外来队伍安全风险
抵押金制度，实行“无差别”安全管

理，实行同教育、同检查、同考核，严格
安全培训和持证上岗制度。理顺安全
管理环节，按属地管理原则，实行项目
主体业主负责制。对存在问题及时下
达隐患整改通知书并督促整改，把安
全工作的着力点放到现场管理，保障
外来施工队伍安全生产。与此同时，矿
业公司加强员工培训工作，提升全员
安全素质。上半年组织开展了民爆器
材管理及特殊工种取证工作，先后举
办了 “井下人员定位系统管理”、“压
风自救系统安全操作”等 12 次专项培
训，全年开展各类安全培训达到每次
320 人，全员安全教育率 100%。查处
各类问题和隐患累计 428 条，并全部
得到整改；隐患整改率 100%，职业健
康体检 232人。

王 文

天马山矿业公司实现连续安全生产 1200 天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铜冠物流公司组成的
十九大精神宣讲团，分别深入到基层
单位，广泛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宣
讲。

该公司宣讲团在宣讲中围绕充分
认识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重大意义，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

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加快推动物流公司改革发展步
伐以及十九大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
要求、新任务等重点内容进行了系统、生
动的宣讲和解读。

该公司在宣讲中还结合企业实际，
要求广大党员和员工骨干提高认识、自
觉担当，努力把全体党员干部职工的思

想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把力量
凝聚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
来，加快推动公司发展。要立足各自的实
际，在单位里坚决贯彻执行党委行政的
决议决定和各项规章制度，做遵守纪律
的模范；在工作中主动作为、敢于担当，
做发挥表率的模范，在岗位上脚踏实地、
勤勉敬业，做建功立业的模范。要发扬铜

冠物流人不畏艰难、敢打硬仗的精神，努
力创造优异成绩，为实现国内先进、行业
领先、地区一流的物流企业而努力奋斗。

与此同时，该公司各基层单位也以
互授党课、微党课等形式，深入到车间班
组进行宣讲共达 23 场 （次），受教育
900 多人（次）。

王树强

铜冠物流公司广泛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

本报讯 12 月 23 日至 24 日，
CMA 资质认定评审中心对安徽省有
色金属材料质量监督检验站有限公司
所申报的 20 个水质扩项参数进行了
现场评审，其中，现场盲样（水中测
铬）检测结果与标准值几乎吻合。这
是省站有限公司继今年 8 月 CNAS
水质扩项后的又一次CMA水质扩项

评审。
经过审查，CMA 资质认定评审中

心专家们一致认为，省有色站有限公司
的基本条件和技术能力符合《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 及扩项要求，
将依照相关程序向上级部门推荐该公司
的 20 个新增水质扩项项目和 2 名新增
授权签字人获批授权。萨百灵 张 蓓

省站有限公司通过
CMA资质认定评审中心现场评审

本报讯 12 月 13 日，铜冠矿建
公司承建的又一外部工程河北马兰庄
铁矿主井工程正式开工，该公司党委
书记阮成兴一行前往参加开工典礼。

唐山首都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马兰
庄铁矿是首钢集团公司和唐山市政府
联合创立的国有股份制企业，该项目
为首都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重要的矿产
品原材料供应基地之一，原为露天开
采，年采选矿石设计能力每年 300 万
吨，后转入地下开采，增加生产能力每

年 400 万吨。
该公司 2009 年 3 月中标承建该主

井、进风井井筒工程，后因矿方采矿证件
原因停建。该项目的重启建设，为该公司
又添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拓展了外
部市场份额。

马兰庄铁矿主井井筒净直径 5.6
米，井筒深 857米，总掘进量 29807.5 立
方米，总支护量 7040.3 立方米，施工工
期为 16个月。

曾红林 林中红

铜冠矿建公司承建的
河北马兰庄铁矿主井工程举行开工典礼

本报讯 近日，铜冠有色池州公
司湿法车间组织岗位员工利用休息
日，对浸出工序至电解锌车间废液流

槽的结晶进行清理，为后续正常稳定生
产，确保全面完成年度生产目标任务提
供坚强保障。 吴志勇

铜冠有色池州公司湿法车间
岗位员工利用休息日清理废液流槽结晶

12 月 22 日中班，在冬瓜山铜矿
充填工区开展的正确佩戴氧气自救器
演练赛现场，即将步入退休年龄的
“大龄”职工吴咸会，也自告奋勇地上
台一一解答氧气自救器的构造、原理
和佩戴注意事项等知识，并”当仁不
让”地进行了现场演练。

这个矿充填工区井下现有六套充
填管线，整个充填管线系统的长度达
两万多米，其中的单线管道长度约六
千余米。每天，班组职工 24小时不间
断巡护在蜿蜒绵长的充填管线上。为
确保充填巡护人员的职业健康，该矿
给充填工区配备了多功能空气检测仪
和便携式自救器等装备。该区通过定
期开展自救器救护原理与正确佩戴演
练活动, 有效提高职工自我安全防护
意识和本领。

在 12月 22 日开展的“实战化自
救器应急自救与防护” 演练赛上，首

轮进行的是理论知识问答环节。当主
持人向青工小李问道：“在实战化自
救器佩戴演练过程中，参赛者发现手
中的自救器内盖沾满灰尘，请问他是
否应该继续演练？”

小李镇定自若地回答道：“赛场
如战场，时间和速度是决定胜负的不
二因素。所以不管是谁，都没有必要因
为手中器材的瑕疵而丢失夺冠的良
机！”答完这道题目，小李还自信地说
一句“回答完毕！”

“不对，我认为此时参赛者应当
立即对自救器进行安全检查，确认无
任何安全隐患的情况下方可接着比
赛。”就在小李自认为回答的“天衣无
缝”时，“大龄”职工吴咸会直言不讳
地反驳道：“自救器布满灰尘，说明它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用过了，所以谁也
不敢保证这台自救器的安全状况。”
听了吴咸会的辩驳，执拗的小李继续
说道：“走上赛场, 就是要一心夺冠，
这难道有问题吗？”小李还向吴咸会
安慰道：“吴师傅，你是快要退休的
‘大龄’职工，就别跟我们年轻人抬杠
了。”一听此话，向来说话随和、为人

热心的吴咸会，却一反常态地较起劲来，
只见他连珠泡似地说：“老师傅就不能
上赛场啦？赛场上，参赛选手夺冠心切没
有错，但是刚才主持人说 ‘今天进行的
是一场实战化演练。’这就要求参赛选
手要综合评判分析眼前遇到的一切潜在
的不确定因素，尤其是不能忽视安全点
检这一步。”

“吴咸会刚才说得非常在理，因为
实战化演练更加贴近我们的作业现场，
其目的就是要检验和提高选手对作业环
境的研判与分析的综合技能。对选手而
言，实战化演练不能一味地追求时间和
速度，必须注重演练细节才能 ‘双
赢’。”区长周强的一席话，无不令小李
顿然醒悟。

在随后的演练环节，吴咸会当仁不
让地走上讲台，一边规范演练自救器的
正确佩戴方法，一边向大伙讲解具体操
作要领。青工小章由衷地说：“吴师傅一
招一式的示范动作，让我感受到一个人
的岗位可以有退休的年龄段，但是安全
技能对于每个人来说，永远没有退休这
个词。”

汪为琳

“当仁不让”演练赛

又到辞旧迎新之际，每逢此时，各
行各业都要对一年来的安全生产工作
进行总结，并对来年工作进行谋划和
部署。与此同时，各类年终或节前综
合、专项安全大检查也会随之全方位
展开。

对安全工作进行总结并开展安全
检查，于推动企业安全生产及维护社
会稳定发展是很有必要的。但检查
终究是一种手段，其目的还是实现
安全生产。事与愿违的是，无论是
各级政府还是企业，尽管安全检查
不断，但事故仍时有发生。究其原
因，已有很多见仁见智的分析，笔
者仅就参加企业安全检查谈一点
感想。

近几年来，笔者多次参加过对企
业的安全检查，发现一些企业或多或
少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或问题。发现问
题不足为怪，但他们对待问题所持的
不以为然或漠然处之的态度，让人担
忧。在一家危化品生产企业，反应釜
中有易燃易爆的物料，反应过程中
须有高温蒸汽间接伴热， 生产中
一 旦 伴 热 失 控 极 易 出 现 燃 爆 事
故，所以必须设置高温报警和紧
急切断措施。检查时笔者指出其
中存在的问题，但陪同检查的企
业负责人却惊讶地说：”岗位有人
24 小时值守，发现超温会立即关
闭相应阀门的，怎么可能会出现
事故呢？”检查另一家企业，虽然
有报警联锁设施，但考虑到报警
声的嘈杂，岗位人员竟然偷偷将
报警声给关停了。如此种种问题，
不胜枚举，不一而足。

上述两例现象，可极具代表性地
反映出一些企业在安全管理中，严重
存在人的安全思想意识不到位的问
题。毋容置疑的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中因人、机、料、法、环等诸多因素的动
态变化影响，其中难免存在或多或少
的安全隐患，但隐患不一定导致安全
事故的发生，而事故发生的前提肯定
是有隐患或问题存在的。正所谓“无
危则安、无缺即全”，事故就是漏洞与
巧合的组合体，这里的漏洞就是隐患。
企业要实现安全生产，及时发现并消
除隐患是惟一途径，别无其它捷径可
走。而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是靠人去
完成的。没有切实的措施和技术保证，
员工是难以发现安全隐患的。但如果
没有自上而下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担
当，员工是难以或不可能及时发现并
消除安全隐患的。企业发生生产安全
事故就不是偶然，而是迟早的事了。
纵观近十多年来我国发生的各类事
故，其直接或间接原因绝大多数莫不
如此。所以说，员工安全责任的切实
落实与意识的不断提高，才是企业安
全保障的前提和根本，没有这点，企
业构筑起来的安全管理体系最终是
华而不实的。

时值年末岁首，希望各类企业在
组织安全生产检查和进行安全工作总
结时，多多考虑一下如何更好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这一命题。

盛叶彬

年末岁首话安全

金冠铜业分公司为丰富员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开展了羽毛球（如图）、掼蛋等系列文体活动，让平时埋头工作的员工身
心得到释放和愉悦，营造出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夏富青 汪秀志 摄

12 月 25 日，铜山矿业公司选矿车间员工利用边角料制作半自磨机下矿漏斗
挡板。今年，铜山矿业公司围绕成本、质量、效率和效益等关键指标，将成本管控贯
穿于生产全过程，通过“全员讲节约”、“挖潜降耗”、“控制成本”的管理理念，引
导全公司干部职工从思想深处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以降低企业成本投入，促
进效益提升。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张 霞 摄

为进一步强化各党支部特别是党支部书记责任意识，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日前，冬瓜山铜矿召开 2017 年度基层党建述职评议
考核工作会（如图）。会上，该矿采矿工区、掘进一区、运输区、充填工区、选矿车
间、安全环保部六个党支部现场分别进行了述职。 汤 菁 摄

12 月 25 日上午，铜山矿业公司工程区充填站职工正在为生产管道“穿”配御
寒“服饰”。为提高设备防寒防冻能力，该公司入冬以来对露天裸露的生产管道全
部进行御寒包扎，以防止生产系统发生“伤寒”现象，确保安全生产。吴 健 摄

本报讯 日前，方圆标志认证公
司对技术中心设计研究院质量管理体
系运行情况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再认证
审核。

在首次会议上，方圆认证中心审
核组依照审核及检查计划宣布了此次
监督审核的审核范围、审核类型、审核
计划以及现场审核注意事项。随后，该

中心专家通过查阅文件记录、现场检
查等方式对设计研究院的质量管理体
系运行情况进行了审核。

末次会议上，审核组针对现场审
核情况及获得的有效性证据，宣布了
此次监督审核的结果，认为设计研究
院 目 前 体 系 基 本 符 合 2008 版
ISO9001 标准，整体运行有效，但过

程仍需改进，要应对环境变化，根据项
目进展提前做好沟通，进一步关注变
化，开发新的项目，2018 年将换版
2015 版 ISO9001 新标准，要按照体系
策划形成必要的记录。同时也对设计
研究院管理体系的进一步提高与完善提
出了意见。

萨百灵 张 蓓

技术中心设计研究院通过质量体系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