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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看护充填墙体还是巡护
充填管线，他就像一颗恒亮的星，照亮
在每一寸管线和每一处充填采场。”
这是工友们对代恒亮的一致评价。面
对大伙的赞誉声，冬瓜山铜矿充填工
区充填三班充填工代恒亮不骄不躁，
在岗位上熠熠生辉。

勤于思考，称得上是代恒亮这颗
采场充填恒亮之“星”的“亮点”之
一。当有多个采场同时进入接顶充填
状态时，细心的代恒亮发现有些工友
容易犯“以偏概全”的不安全思想。代
恒亮解释说：“所谓以偏概全，即各处
接顶采场均按照同一方法充填。”代
恒亮便时时提醒工友要应该按照采场

的不同矿段、不同构造等特性，分门别类
做好接顶充填节奏、接顶充填次序、接顶
充填排水流向，以及接顶管道防护等细
节安全防范工作。不仅如此，他还坚持做
到在提前熟悉了解新投入充填采场环境
的同时，对于进入接顶充填阶段的采场，
更是全面熟悉掌握现场施工环境和相邻
区域存在的交叉作业情况，避免盲目施
工带来的不安全隐患，确保安全有序接
顶，为后续系统生产衔接赢得有力保障。
这一切看似平常无奇之举，正是来自于
代恒亮的勤于思考。

善于攻关，是恒亮之“星”的“亮
点”之二。新投入充填采场，其底部结构
渗漏治理，是制约养护期充填进度的难
题之一。为有效提高新采场底部结构养护
期充填效率，代恒亮凭着自己多年来的经
验积累，一方面分析研究各类施工图纸，
详细掌握每一处采场的具体位置，以便提
前做好排水流向、挡水坝筑垒等防渗漏应

急设施；另一方面密切掌握即将投入充填
采场的施工环境，全面了解裂隙带分布及
充填挡墙分布情况，第一时间排除潜在的
渗漏点，使新投入充填采场底部结构养护
期充填效率大大提高。

充分发挥充填挡水坝的安全作用，
被誉为攻关的“深水区 ”。代恒亮在进
行采场筑坝施工中，不仅全程兼顾每一
道挡水坝防漫溢、防渗漏等隐患故障工
作，同时还及时做好挡水坝和排水沟的
清理疏通事项，使所筑垒的道挡水坝或
排水围堰，既能够防范排水漫溢的隐患
故障，同时也能起到防沉淀的环保效果。

专于事前防范，是采场充填恒亮之
“星”的“亮点”之三。在采场连续充填、
挡墙排水等生产施工保持有序运转状态
下，代恒亮依然不放松隐患排除与事前
防范工作，并且带动身边工友学会分析
和掌握同一区域，只开展一处连续充填
或接顶，所产生的充填张力、管道压力等

隐患故障，与多采场同时投入施工的差
异性及不同防范措施，从而确保在满负
荷运转状态下，保持安全防范不松懈、隐
患故障排除不拖延，第一时间消除各类
潜在的隐患故障。

针对近期采场充填频繁渗漏、交叉作
业干扰等难题，代恒亮按照“一法一单”
分析法和“双重预防机制”风险源查找与
分析，开动脑筋想办法、出点子，通过对现
有采场充填进行“会诊”，梳理、查找出钻
孔裂隙易堵塞、接顶充填排气等潜在隐患
故障，并且拿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确
保无论采场的可充填空间多与少，一旦具
备充填条件，均能按期投入充填，为夺得
新年首月开门红提供了一份保障。

刚刚过去的 2017 年，从 “岗位之
星”到“班组先进”，代恒亮的名字屡次
上榜。日前，他的名字再一次响起在该矿
年度表彰会上，荣获了“百优职工”这一
殊荣。 汪为琳

采场充填恒亮的“星”
———记冬瓜山铜矿 2017 年度“百优职工”代恒亮

3 月 26、27 两日，工程技术分公
司金昌项目部电仪班在奥炉改造工程
电缆桥架上高处作业一天半，安全敷
设奥炉改造工程渣包车控制柜两路电
源电缆 438米。

渣包车控制柜两路电源电缆规格
为 4×95＋1×50 铜芯电缆，外径约
5 厘米，属较大较重电缆。敷设路径全
是高低不等的电缆桥架，桥架距地面
低的近 10 米，高的 10 多米，敷设作
业有一定安全风险；并且近期班里承
接了大量整改工程，员工们都已连续
多日加班加点工作，这个任务对电仪
班而言并不轻松。

3 月 26 日，星期天一早，已连续

几天加班至晚上七八点钟才回到家的金
昌项目部电仪班值班长高殿君就赶到新
奥炉厂区，去现场逐段查看电缆敷设路
径，思考拟定电缆敷设方案，并与业主联
系电缆领取、运输等相关事宜。10时 20
分，叉车按计划将电缆运至渣包车通道平
板车2号控制柜附近电缆桥架边，先敷设
转炉配电室至渣包车通道 2号控制柜这
路电缆。早已准备就绪的金昌项目部电仪
班20多名职工中一大半师傅佩戴安全带
爬上电缆桥架，余下人员分作两拨，一拨
在叉车旁准备转动架在叉车上的电缆盘
放电缆，一拨在桥架下方准备向上托送电
缆。随着值班长高殿军一声“开始”口令，
叉车上的电缆盘转动起来。在桥架下的师

傅们向上托举协助下，桥架上已挂好安全
带的几位师傅，喊着“一、二、三”的口号，
一齐用力将电缆头拖拽上电缆桥架，桥架
上其他师傅约10米一人分开，挂好安全
带，一点一点向前拖动电缆。随着电缆一
米一米向前延伸，桥架上的电缆也越来越
重，师傅们不得不使出更大的力气才能拽
动电缆。大约12时，电缆桥架上部分敷设
完毕。午饭稍事休息后，电仪班的师傅们
立即返回现场将配电室端电缆头拉进配
电室，敷设到位。

3 月 27 日上午，电仪班的师傅们开
始敷设转炉配电室至渣包车通道 5 号
控制柜的电源电缆。这次，叉车将电缆盘
运至转炉配电室近旁电缆桥架边，师傅

们从桥架边向现场控制柜处敷设。这路
电缆长度 300多米，有上下或同一平面
直角弯 10 个，敷设难度更大，加之电缆
长且重，敷设电缆人员少，电缆无法一次
拖拽到位。桥架上 10多名拖拽电缆的师
傅们往返多次，将电缆一段一段向前拖
拽。尽管大家都穿着单件工作服，可仍然
汗水淋漓，累得直喘粗气。副班长柯行
连、孔晔及老师傅王东几位同志和值班
长高殿君一样此前连续几天加班，渐渐
已体力不支，却都仍然坚持着。身体前
倾，用全身力气拖着电缆一步一步向前
迈。终于，16时 30分，电缆敷设完毕，两
端拖拽到位，奥炉电缆敷设工作完满完
成。 嵇家保

长桥架上伏长龙
———工程技术分公司金昌项目部电仪班敷设奥炉电缆纪实

本报讯 4 月 2 日，清明节来临
之际，铜冠建安公司各二级单位党支
部纷纷组织党员到铜陵县笠帽山烈士
陵园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信仰坚定、不
畏艰险、无私奉献和艰苦奋斗精神，加
强革命传统教育。

该公司参加活动的党员及部分入
党积极分子共 63 人一起登上陵园，
通过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参观一张
张老照片、一件件老物件，听取一个个
震撼人心的历史故事，了解革命先辈
战斗、革命、工作的历史。在革命烈士
纪念碑前，党员们列队重温了入党誓
词，并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鞠躬默哀

缅怀先烈，向为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
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致以崇高的敬
意和无限哀思。

参加此次活动，让党员接受了革命
的洗礼，对革命先烈的精神有了更加深
刻的认识，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共鸣。大家
表示，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充分
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保持奋发有
为的工作状态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继承先烈遗志，在新
时代的新征程上，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陈 潇 汪 曹

铜冠建安公司
开展缅怀革命先烈活动加强革命传统教育

本报讯 4 月 5 日上午，铜冠铜
箔公司合肥铜箔党支部组织 20 名党
员干部参观合肥渡江战役纪念馆，开
展以“清明祭先祖，献花缅英烈”主题
党日活动。

纪念馆内各种战时物件、珍贵照
片、真实史料让人目不暇接。大量真实
场景的模拟，对革命先辈的采访让人心
潮澎湃。党员们驻足观看图文史料，不
时询问有关情况，思索战时的具体场

景，追忆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缅怀先
烈的丰功伟绩，感叹胜利的来之不易。在
参观完纪念馆后，全体党员在纪念馆广场
上五位总前委塑像前，重温了入党誓词。

通过此次参观学习，大家纷纷表示，
一定要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无私奉献、
不怕牺牲的精神，在今后的工作中，尽职
尽责，埋头苦干，积极发挥共产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为把铜箔公司打造成世界一
流的企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吴云霞

铜冠铜箔公司合肥铜箔党支部
开展缅怀革命先烈活动

本报讯 为弘扬革命精神，增强
党员宗旨意识和党性意识，4 月 2 日
上午，铜陵有色建安钢构公司党支部
组织党员到铜陵县笠帽山烈士陵园开
展缅怀革命先烈活动。全体党员在高

大威严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在庄严肃
穆的气氛中，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向革
命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并在鲜艳的党
旗下宣誓，重温入党誓词。

谢玉玲

铜冠建安钢构公司党支部
开展缅怀革命先烈活动

铜冠神虹化工公司计生人员日前正在向员工宣讲计生新政。针对国家全面放
开二胎的新政策，为积极宣传这项计划生育新政策，让员工进一步了解新政策内
容，日前，铜冠神虹公司组织计划生育宣传员深入车间生产一线，向员工宣传公民
生育的权利、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等新内
容。 王红平 陆文武 摄

安徽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党委不断探索和完善宣贯党的精神和知识的新模
式和新途径，不仅通过“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党员日等活动方式，使广大党员
干部深刻领会党的精神和党的知识，而且通过在井下乘罐休息室设置 “井口党
校”的微模式，向工作在井下一线的职工进行宣传，使全体干群在实际工作中攻
坚克难，做到“时刻听党话，永远跟党走”。

图为员工在负 770米中段乘罐休息室观看“井口学校”文化墙。吴树华 摄

铜冠物流金运
物流分公司在前一
段时间整治铜冠工
业物流园区环境卫
生取得阶段性成果
的基础上，针对春
季草木生长旺盛的
实际，落实常态化
的除草、清扫工作，
保证园区的环境卫
生状况持续好转。
图为职工们正在利
用工作之余清除绿
化带的杂草。

汪开松 摄

本报讯 为进一步激发广大员
工扭亏增盈的斗志，动员全体员工
同心同德、众志成城，打好增收节
支、挖潜降耗攻坚战，实现全年扭亏
增盈目标，动力厂日前开展形势与
任务教育。

今年以来，煤价始终维持高
位，加上春节等因素的影响，动
力厂产品产量和经济效益出现
了下滑，特别是按节点计算实现
利润与年初计划相比有较大的
差距。为使员工了解目前企业的
生产经营形势，尤其是充分认识
目前企业完成的工作与计划的
差距和增支节支、挖潜降耗的重
大意义，该厂领导多次召开会
议，对管理人员进行宣贯和强
调，并督促相关部门制定和完善
相关措施。

该厂综合部结合年初计划与
生产经营形势，撰写了宣传提纲，
全面分析了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教
育广大员工进一步增强扭亏增盈
的大局意识，以厂为家、爱岗敬业、
乐于奉献，在各个环节强化管理，
努力在各自岗位上挖潜降耗、增收
节支，为全面实现扭亏增盈作出自
己的贡献。

该厂各车间、部门通过派班
会、政治学习日等多种有效形式，
向广大员工加强形势与任务的宣
传与教育。

同时，该厂相关部门正制定相
关扭亏增盈具体措施，全面扭转生
产经营的不利态势。

舒兴学

动力厂开展
形势与任务教育

本报讯 动力厂热电车间青
工人数较多，为使广大青工了解
党和国家以及安徽计生方面的政
策，3 月 30 日，动力厂在热电车
间举办了青工人口与计划生育培
训。

该厂计生相关人员为青工宣
传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和相关
的政策，并详细解答了青工提出
的各种实际问题。通过宣传和解
读，使青工对生育政策、婚姻登
记、产假、生育保险政策、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等计生工作有了详细
的了解。

舒兴学 董 玲

动力厂开展
青工计生培训

近日，铜冠电
工公司党委在全体
党员中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基层各党
支部在各自责任区
全面开展了环境卫
生大清扫、大清洗
活动。全体党员对
厂区主干道进行了
一次全面清洗，为
努力打造环境美丽
清洁型工厂奠定了
基础。通过党员主
题活动日，增强了
党员的归属感，达
到了增进党组织活
力、凝聚支部力量
的目的。

芦广胜 摄

本报讯 为努力完成集团公司下
达的 2018 年度任务指标，铜冠有色
池州公司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多方梳
理，几次反复，围绕增产增收、技术指
标优化、成本控制、费用控制、争取政
策、市场创效、项目创效等七个方面，
制定出台了挖潜增效实施方案和 28
项措施，确立了 4280 万元全年挖潜
增效目标，并确定了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

以生产经营计划为依据，以财务
预算指标和各归口管理费用预算数据
为目标，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不留死角”的原则，加强预算过程控
制，将各项成本费用合理分配到各部
门、分厂、分公司，与月度分绩效和年
度总绩效考评挂钩。

坚持“效率、效益优先”的管理理
念，全流程梳理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全面归集人力资源、财务营
销、生产技术、安全环保、提升装备能
源自动化水平等方面，并建立问题清
单，每一项都有明确的进度安排、时间
节点、责任单位与责任人。同时，在全
公司范围内推行鱼刺图分析法。从分
厂到工序、班组、岗位，每一层级都要

绘制清晰的成本控制鱼刺图。这张图不
仅反映出各项成本支出，还要直观反映
出成本控制的关键点，便于发现超支问
题的根本原因，也促使每个职工都能依
据岗位成本分析图，动脑筋、想法子、降
成本、增效益。

持续开展对标管理工作。对照历史
先进指标，行业先进指标选定阶段性标
杆，奋力攻关，实现超越标杆。向管理要
效益，加强公司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沟通，
注重效率与效果。继续坚持“走动式”管
理，杜绝管理中的跑冒滴漏。

桂年友

铜冠有色池州公司制定措施落实责任挖潜增效

安全就在手中，安全就在脚下。我
们常年奋战在百米井下，整天在石头
堆里“刨食”，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加
之作业环境恶劣———高温、缺氧、炮
烟、交叉作业等等，安全就成了常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安全不是简单的两个
字，而是沉甸甸的生死符。所以，在生
产过程中时刻提防安全隐患，别让它
危害到你，让自己永远与安全为伴，永
远与安全同行。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陈红说：“实际上，在所有导
致矿山事故的直接原因中，人为因素
所导致的占比高达 97.67%，工人违章
作业，管理人员违章指挥以及矿山企
业组织施行不安全行为，目前仍然是
导致我国矿山事故的主要原因。”隐
患险于事故，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
泰山。面对一桩桩安全事故，我们制定
了许多“驱魔”办法，建立健全了各项
安全制度和管理办法。但是事故往往
出现在对制度的淡漠，对违章的麻痹，
对隐患的妥协。作为基础管理者，我在
抓生产的同时，始终扎牢安全篱笆墙，
本着对员工负责，对企业负责的高度
责任感，经常到生产一线查找安全隐

患，处罚了安全帽没系帽带的员工和下
井没带照明设备的员工，处理了多起现
场安全隐患和事故苗头。虽然流出了辛
劳汗水，承受了精神压力，遭受了许多委
屈，得罪了不少人，却换来了平安健康，
实现了安全生产年。看到为安全付出的
一切得到了回报，心里也就释然了。

多年的基层管理使我深深地体会
到：安全不是挂在墙上的装饰品，安全不
是泛泛而谈应付检查的谈资，安全是烙
在心中不可褪去的永恒，安全就是幸福，
安全就是形象，安全就是发展，安全就是
效益，安全就是企业巨大的财富。

安全没有休止符，安全永远在路上！
黄益胜

感 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