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3 月 26 日上午一到单
位，八点刚过，金隆铜业公司保全课李
童、詹康康两位员工就急急忙忙穿好
工装，戴上手套，拿着二十多袋老鼠药
进入保全课所负责管护的各个设备场
所，他们这是去投放鼠药的。高低压配
电室、变压器室、PLC/DCS 控制室、油
站……每到一地，他们都仔细观察周
围环境，根据老鼠的生活习惯和活动
轨迹，在老鼠容易出现的的地方轻轻
倒上一小堆鼠药，希望能药到鼠除。这
是金隆铜业公司每年例行开展的春季
灭鼠工作。

该公司所属的各个单位均根据本
单位实际情况，在关键设备、要害岗
位、死角旮旯和办公场所投放老鼠药，
对老鼠进行灭杀。目前，该公司首批
通过专项渠道购买的两百多袋老鼠
药已发放完毕，各单位根据灭杀效
果，分期分批在不同地点投放鼠药。
该公司早年就曾发生过因老鼠咬断
电线而引发通讯不畅的事故。吃一
堑，长一智，为了避免同类事故再次
发生，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该公司
每年都坚持灭杀老鼠，在春夏季节持
续投放老鼠药，将老鼠对企业生产的
负面危害程度降到最低最小。由于措
施得力，预防到位，灭鼠效果明显，该
公司多年来再未发生过一起因鼠害
引发的负面影响。

章 庆 甘 霖

金隆铜业公司
开展厂区灭鼠消隐患活动

本报讯 冬瓜山铜矿扎实抓好
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工作，并将安
全检查作为一项重要举措抓牢抓
实，坚持每季度开展全矿范围的安
全环保与职业卫生大检查。

该矿始终把安全工作放在重中
之重的位置，树立 “高高兴兴上班
来、健健康康回家去” 的安全新理
念。在日常工作中，各单位积极做好
安全自查，对发现的隐患及时整改。
同时，该矿每季度开展安全环保与

职业卫生大检查，矿党政领导亲自带
队，分赴矿山地表、井下及外协单位几
百个工作场所，按照相关规程要求，对
全矿重要岗位、设备状况、现场管理、
职业健康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大
排查。在今年的一季度检查中，该矿
20 个检查小组利用两天时间，现场重
点检查包括防洪、防汛工作开展情况；
井下油料储存点、维修大库、爆破器材
储存库、材料库、水泵房、配电所等重
要设施及危险源的安全状况；井下各

作业区域顶帮板现场确认情况，各盘
区的充填及地压变化情况；检查井下
季节性通风状况，各类通风设备、设施
运行的有效性；提升系统、排水系统、
供电系统等关键设施、设备安全运行
及日常保养、点检情况；安全避险“六
大系统”运行及日常维护情况；动火作
业、有限空间作业、高处作业、特种设
备作业等危险作业现场安全措施落实
情况，以及危化品储存库、化验室、各
储酸罐安全设施的运行情况等。并对

安全管理台账、职业健康、“一法一
单”工作情况、“双重预防机制”风险
管控完成情况等相关台账资料进行现
场查看。在检查中，检查人员按照相关
规程要求，做到检查不留死角，问题当
场落实，整改明确方案，将不合格项详
细填写在检查记录表内，并明确整改
措施、整改期限、整改责任人。矿安环
部根据各组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
及时整理在矿 OA 系统发布，责令各
责任单位立即落实整改并及时销案。

通过检查，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管
理，消除作业场所安全隐患，创造良好
的生产作业环境。

汤 菁

冬瓜山铜矿坚持开展季度安全大检查

在铜陵市老火车站的老胡同里,
上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一幢低矮破旧
的楼房显得特别陈旧。金威铜业公司
员工林华刚一家三口一直蜗居在这幢
五十多平方米的红砖老房里，斑驳的
墙壁和旧式家具显得格外沧桑,仿佛
还停留在 30年前那个艰苦的岁月。

按道理，均在上班 20 多年的夫
妻俩，家境不说殷实，至少不该落得
这般困窘。

暖心大哥：用真情谱写大爱
按林华刚的话说：“我家里的事

情有点‘多’，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
们不管。”原来，林华刚的弟弟妹妹
在出生时就是先天性聋哑人，而且一
直体弱多病，父亲也因车祸落下残
疾。

磨难一次又一次打破这个不寻
常的家庭的宁静。

兄弟姐妹手足情深，林华刚用大
爱一直守护着这个特殊大家庭。看到
残疾的弟弟靠打零工抚养着侄儿，他
不忍心坐视不管，时常送去油米鱼肉
去改善他们生活；看到残疾有病在身

的妹妹依靠低保艰难度日，冬天里还穿
着单薄的衣服，就悄悄买来棉衣送去；
如果弟妹俩哪个生病住院了，他不仅要
全面肩负起照顾之责，还要从不高的工
资收入中拿出补贴弟妹俩和补助侄儿
的学费。“好在我老婆很贤惠，从来没
和我说三道四的，真是离不开她的大力
支持和默默付出。”林华刚感动地说。

父子情深苦亦深。林华刚八十多岁
的老父亲年轻时当过兵，为了维持一家
人基本生活，主动放弃管理岗位到井下
艰苦岗位上工作，晚年时老伴去世又
早，加上十年前因一场车祸导致自己行
动不便，身心一直较压抑，心里很想出
去走走。尽管父亲不说，但作为儿子的
林华刚心里比谁都清楚，“不是就因为
家里条件不好吗”？

为了满足辛苦操劳一辈子的老父
亲再也朴实不过的愿望，林华刚决定，
再忙再难也要挤出时间陪着行动不便
的父亲去他最向往的地方———毛主席
的故乡湖南韶山，了却父亲多年来未了
的军人心愿，用无声的行动体现出一对
父子的浓浓的爱。

林华刚现年还不到 50 岁，但已两
鬓花白，额头皱纹丛生。操心让他过早
地衰老，好在他性格开朗，不仅是家庭
里的顶梁柱，还是邻里称赞的热心肠，
他用满满的正能量去温暖着身边的每

一个人。林华刚所住的小区是上世纪
80 年代老小区，房屋低矮破旧，门前道
路坑洼不平，一到雨雪天，污水肆意横
流。小区里住着大多数为老弱病残的
弱势群体。为解决出行难问题，他默默
肩负起疏导路面积水积雪的义务，时
常一个人站在散发恶臭的下水道进行
清理……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年，被小区
百姓称为“活雷锋”。

钻研狂人：成长为企业能人
在家庭，林华刚是个刚毅中带着柔

美的好暖男；在单位，他又是个勤奋、敬
业的好员工。经过多年磨砺，从一名轧
制岗位上的“门外汉”发展为轧制岗位
主操手，现已成为金威铜业公司的一名
轧制技师，曾多次荣获金威铜业公司
“优秀共产党员”、“标兵”、“生产生
产者”和“岗位之星”等荣誉称号。

粗轧机是金威铜业公司的生产线
上的“咽喉要道”，不仅为下游机组提
供合格带坯，还承担着全公司 670 毫米
以上成品生产。因工作量最大、质量最
为关键，被公司称为“瓶颈机组”。

“质量是企业生命之源。”有着轧
制技师和主操手“双头衔”的林华刚时
常告诫工友。他从强化机组质量控制着
手，提高全员质量意识，全面推行质量
有效积分制和工序成材率考核，带头着
力解决粗轧机生产线带面靠零印、合金

料卷表面零色差、细小划伤为零等“三
无”生产技术问题。他还将 10 年来摸
索出的实践经验总结整理出工作日志
与大家分享，提出了降低轧制道次和优
化乳液配方等建议来提高产品质量，产
品合格率达到 98%以上。

针对带面靠零印的生产缺陷，林华
刚提出了更换 AGC 油缸两边的摩根
阀来调整溢流阀流量，以补偿块进入数
据和靠零启动工作辊的办法……困扰
多年的生产难题得到迎刃而解，设备开
动率和生产效率得到较大提升。去年，
林华刚机组单班产量由 9 卷提高到 12
卷，并创出 18 卷的历史新高。小组全年
生产板带材通过量为 23000 多吨，遥
遥领先其他三个粗轧小组，还连续 3 年
实现安全无事故的良好业绩。

近几年来，金威铜业公司致力于新
产品开发，而研发出的新产品试制重任
首先要在粗轧机完成。新产品 JC7025、
JC7541、JC4450 等合金产品的轧制精
度要求高。他根据新产品厚度要求，结合
多年的轧制经验，不断地摸索、试验、总
结、提高，寻找到了最佳轧制关键技术参
数，编制了轧制“道次表”，逐步实行新
产品工艺流程数据固化，已成为该公司
员工生产操作指南，为金威铜业合金产
品批量生产和销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报记者 夏富青 通讯员 黄军平

林华刚:刚毅柔美好儿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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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铜冠池州资源公司
武装保卫科人员积极主动协助当地公
安机关维稳的举措，受到职工群众的
称道。

日前，铜冠池州资源公司武装保
卫科接当地棠溪镇派出所的求助电
话，称周边村庄有聚众赌博现象，影响
恶劣，涉赌的人员多，警力紧张，情况
紧急，需要支援帮助。该公司武保科接

到电话后，立即抽调值班工作人员，第一
时间协助派出所紧急处置。该公司武装
保卫人员经过仔细勘察，严密组织，快速
行动，成功捣毁赌博窝点，抓获参与赌博
人员 7 人，缴获赌资 12800 元，行政拘
留了三名参赌人员，有效维护了地方社
会治安稳定，受到当地派出所及地方老
百姓一致好评。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徐光文

铜冠池州资源公司协警共维治安稳定

本报讯 “希望各单位要牢固
树立‘防大洪、抗大汛’的思想，克服
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突出重点，抓住
关键，分级负责，责任到人，认真做好
组织、措施、物资、责任四落实，确保矿
山安全渡汛。”在日前召开的安委会
上，凤凰山矿业公司负责人对今年的
防洪防汛重点工作提出要求。

随着雨季的到来，做好防洪防汛
工作是当前凤凰山矿业公司安全生产
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该公司提早安
排部署防洪防汛各项工作，确保矿山
在汛期能够安全度汛。为认真做好安
全生产整治及防洪防汛工作，查找各
类安全隐患及问题，保障矿山安全环
保职业健康形势持续稳定，日前，凤凰

山矿业公司开展安全生产整治大检查
暨防洪防汛检查工作。要求相关责任
单位对查出的安全隐患及时进行整
改，确保雨季到来之前不留隐患，真正
做到未雨绸缪抓防洪防汛工作。

加强雨季防洪防汛工作的领导和
管理。首先，该公司全方位对防洪防汛
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安排。专门成立防
洪防汛指挥部，下设防洪专业组，明确
职责。组织专门人员对全公司防洪防
汛工作准备情况进行了检查，对矿山
排水设施、防洪闸门、变配电室等重点
部位进行专项检查，严格对基础排水
设备设施的状况以及参数运行要求进
行确认，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并对查出
的各类隐患及时进行整改落实。该公

司各专业组及时掌握汛期的情况，受防
洪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专业组组长负责
本组的防洪主要职责，及时、有效、合理
地安排防洪日常工作和应急抢险工作，
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并明确要求各
车间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防洪防汛
工作第一责任人，将防洪防汛工作纳入
安全责任追究范畴严格考核。从强化员
工安全教育着手，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员
工雨季生产的自我保护意识，做到雨季
安全生产、防雷电知识入心入脑。各单位
要严格按照防洪防汛工作计划安排，做
好排查、落实和隐患整改工作。并针对以
往防洪防汛中出现的薄弱环节，扎实做
好工作，做到警钟长鸣、常备不懈。

段 青

凤凰山矿业公司提前做好雨季防洪防汛工作

本报讯 今年以来，天马山矿业
公司选金车间不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
平，强化设备点检工作，准确掌握设备
的劣化趋势，及时消除设备停车故障，
确保做好设备预知预修工作，实现设
备 “零故障”，保证生产安全稳定运
行。

该车间牢固树立“重操作、重保
养”理念，强化员工安全责任意识，严
格要求各岗位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进
行操作，做好设备的日常点检、保养、
维护，对每天的设备巡检过程中发现
的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及时汇报、及

时采取防范措施。特别是加强对起重
设备及其它大型重点设备和备用设
备的监管与维护工作，确保设备高效
稳定运行。同时，该车间积极做好应
急准备工作，一旦设备发生故障，能
在最短时间内组织人员进行抢修。

此外，该车间着重加大检查力
度，有效开展 5S 管理、“用修合一”、
“设备五定润滑”等各类专项检查工
作，重点检查设备限位开关等安全装
置是否灵敏可靠、机械传动部位的保
护罩是否完好、各岗位的电铃工作是
否正常、大型设备的油路是否畅通

等，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下发隐患整改
通知单，限期整改，全面把握解决“想不
到、治不到、防不到”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与不足，提升设备安全工作性能。

据悉，该车间在维修任务量不大
时，利用生产间隙组织人员对一些废旧
物资进行修复、清理、拼装、更换零备件
等，有计划地整改重复发生的及长期抑
制生产的设备安全隐患。将安全措施落
实到位，维持和改善设备的工作性能，
延长设备使用寿命，提高设备工作效
率，保证正常生产。

吴奕敏

天马山矿业公司选金车间强化设备点检促安全生产

本报讯 为不断完善环境、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长效机制建设，杜绝
“三违”、消除隐患，铜冠建安公司自 3
月27日起开展为期四天的第一季度安
全环保和职业健康综合大检查。

本次检查以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

准 JGJ59-2011 和该公司安全生产管
理标准为依据，将检查分为 12 项内容，
并将检查结果作为第一季度该公司各基
层单位、项目部安环绩效过程管理考核
评分的一项重要依据。

李海波

铜冠建安公司
开展第一季度安全环保和职业健康综合大检查

本报讯 日前，铜冠有色池州公
司召集铅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全体施
工人员开展消防安全专题教育，部署
防火工作，防范工程项目火灾事故发
生。

该公司针对 3 月 23 日内蒙赤峰
国电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 号
机组脱硫吸收塔发生的火灾事故，结
合正在施工的铅锌资源综合利用项
目，考虑到 4 月中旬的玻璃钢脱硫吸
收塔周边施工，将会有大面积的钢结
构焊接作业，易引发同类火灾事故，且
前期已出现个别施工人员防火意识淡
薄等问题，召集项目脱硫系统工程承
建单位———四川清源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全体施工人员停工半天参加培训教
育。

通过对“国电元宝山火灾”事故的
通报警示和事故原因分析，举一反三进
行消防安全专题教育，要求对脱硫系统
施工采取切实有效的火灾防范措施，
加强安全管理，提高全员防火意识。施
工人员要认真学习安全防火知识，积
极参加实战化安全防火培训。施工单
位要逐项疏理安全防火问题清单，并
落实责任人，落实作业动火证制度，做
好防护措施，同时做好脱硫塔区域的
隔离，塔内空气流通，保持消防通道畅
通,坚决杜绝项目工程火灾事故发生，
确保安全生产。 杜志新

铜冠有色池州公司
强化工程消防安全 严格防范火灾事故

3 月 27 日上午，铜山铜矿分公司信息技术中心员工在矿区周边的农村紧急
处理通往西风井的光纤线路故障。该公司信息技术中心只有员工 8 人，却承担矿
区的电话通讯、视频监控、网络数字、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中的数据网络和矿镇
2000 多名有线电视用户的日常维修维护等重任，他们克服人员少、时间紧、任务
重等困难，个个在业务上都是多专多能，保质保量保安全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铜 宣

近日，安徽铜冠
（庐江）矿业公司组织
人员，利用周末时间有
计划性地对全矿五路
10 千伏高压架空线路
进行检修工作。包括更
换线杆避雷器，检查杆
上线路及附件，杆下接
地装置、线杆等，同时
对线下树障、鸟巢等进
行清理，进一步提高供
电可靠性。

陈潇 包民 摄

金隆铜业公司为
缓解每年 2 至 3 月份
传统电铜消费淡季给
公司带来的库存压力，
多方拓展销售渠道，利
用公司电铜产品在上
海期货交易所注册的
优势，顺利完成了一万
余吨电铜交割工作，有
效降低了电铜库存，促
进了该公司一季度的
产销平衡，同时也提升
了公司电铜品牌的市
场影响力。

图为该公司正在
装车外运的阴极铜产
品。
章庆 计新春 摄

冬瓜山铜矿退休干部丁仁来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 14 时 30 分在铜陵市逝世，享
年 88岁。

丁仁来同志系安徽无为县人，
1953年11月参加工作，1955年 6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 年 11 月在芜
湖市碎矿大队当工人，1958年 9月在
铜陵有色铜官山铜矿露天矿任出矿
工、司机、值班长，1976年 6月在铜陵
有色狮子山铜矿先后任值班长、党支
部书记、副科长，1976年 7月在铜陵
有色狮子山铜矿任革委会副主任、副
矿长、副县级调研员，1991年 7月退
休,享受副县级待遇。

丁仁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
纪，长期以来，他工作认真负责，任劳
任怨，兢兢业业，受到干部和职工的高
度评价。退休以后，他始终关心矿山发
展，从未向组织提出过要求，保持了一
名老干部的光荣传统和高尚情操，时
刻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革
命事业和矿山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
献。

丁仁来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上午 9 时整在铜陵
市殡仪馆举行。

铜陵有色冬瓜山铜矿
2018 年 3月 28日

丁仁来同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