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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隆铜业公司约有一平方公里
面积的电炉渣、转炉渣缓冷场上，200
多包电炉渣、转炉渣整齐摆放。由于电
炉渣、转炉渣都是刚出炉运来的，渣包
里面的温度都有上千摄氏度，从而使
得每个渣包都热浪冲天，十几米远的
地方都感觉到喷发出的热浪，让人不
能靠近。而在这里工作的职工，每天的
工作任务就是要把金隆铜业公司冶炼
剩余的电炉渣、转炉渣，一包一包地从
金隆铜业公司冶炼车间运到渣包缓冷
场，首先进行空气冷却，然后再进行水
冷，待渣包完全冷却后再一包一包地
运到废渣堆放处。而作为工段长的王

志平，每天都在超高温下作业，天天与高
温作伴。

王志平，铜冠物流公司金隆车队抱
罐工段长，1985 年入党的老党员，老山
前线下来的退伍老兵。骨子里他似乎就
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抱罐工段成立伊
始，面对完全陌生的运输方式，空白的抱
罐车运输资料，相关的行业操作标准，班
组建设以及现场管理等都无任何可借鉴
的摹本等现状，王志平没有畏缩不前，而
是勇敢地向着未知运输领域前进。他查
资料、跑现场，根据自身从事多年汽车运
输的经验，结合抱罐车运输的特点，拟定
了一套试行作业标准。在此基础上，通过
在实际工作中不断解决所发现的问题，
对试行标准修缮改进，最终有了一套较
完备的抱罐车运输操作标准，日后也成
为一些兄弟单位的参照范本。抱罐车工
段自 2010 年 4 月 20 日成功试运行第

一罐炉渣以来，不仅填补了铜陵有色乃
至安徽省利用抱罐车运输高温炉渣的空
白，而且在 8 年时间，克服了场地狭小、
车辆设备逐渐老化等困难，安全平稳运
行至今，没有发生过一起人员和设备的
重大安全事故，这期间流过多少汗，吃过
多少苦，谁也没有王志平更清楚。

抱罐车运输的废炉渣是铜冶炼过程
中产生的近千度的高温废液，经干冷、水
冷等一系列冷处理后形成的含有稀贵金
属的废固态炉渣。若冷却不到位，遇水就
会产生“放炮”现象，拳头大的废渣甚至
能炸出几十米高，十分危险，若冷却时间
过长，则会造成抱罐不够用，影响生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志平连续多天没
有回家，就守在工段内，平均 2 个小时
去一趟现场测量罐体温度，调试喷淋水
量，身上的衣服刚被炉温烘干，就又被水
淋湿，连续十几天的实验下来，人瘦了一

圈，眼窝深陷，满脸的疲惫，可辛苦没有
白费，他终于确定了转炉渣干冷 30 小
时后再水冷 30 小时，电炉渣根据炉温
确定干冷 2 至 3 小时再水冷 38 至 37
小时的最佳冷却时间，解决了“放炮”现
象，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运行。

抱罐车生产作业点雾气大、路况复
杂，王志平坚持每天去生产现场进行巡
查，一年平均出勤达到 330 多天，从没
有怨言，也从来不叫苦、叫累。2015 年，
王志平的儿子临近大学毕业，突感身体
不适，回家住院治疗，所有的住院手续、
照顾儿子的事都是妻子一个人经手，他
只有下班后来到医院陪一下儿子，问一
下病情，看着妻子劳累的背影和躺在病
床上的儿子，他内心充满了愧疚。但是单
位遇到突发情况，一个电话，他就立即赶
去单位处理问题。

在工作之余，他对朋友同事以诚相
待，友好相处，不论是谁，遇到什么困难，
只要他知道，他都会尽自己最大能力去
帮助，成为职工们交口称赞的好班长。在
他的带动下，抱罐工段各项工作开展顺
利，并连续多年荣获铜冠物流公司“先
进标准化班组”称号，他也多次荣获“铜
陵市优秀共产党员”，“集团公司优秀班
组长”等荣誉称号。 吴成应

始终与高温作伴的人
———记铜冠物流公司金隆车队抱罐车工段长王志平

为了让矿山员工用好每一餐,心
情舒畅地投入到生产中, 身为铜山铜
矿分公司员工食堂管理员的王西平，
自食堂成立 5 年来，可谓是不辞劳
苦，全身心投入，每一天，从食品的采
购、验收、储存、清洗、制作再到餐桌，
随处可见他忙碌的身影。

该公司自 2012 年 9 月员工食堂
成立以来，王西平就一直从事食堂管
理这项工作，干净、整洁、卫生、放心，
是他多年来在这一岗位上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真实的写照。食堂每天要供
应 800 至 1000 名员工就餐，只要矿
山正常生产一天，食堂就得三班制供
应班中餐，工作量非常大，不要说休息
一整天，就是休息一餐的时间都非常

罕见。去年盛夏的一天傍晚，他在冲洗厨
房地面时，不慎右手手指被划伤，当时他
也没太在意，还把近 200 平方米的厨房
打扫干净后，才到医院进行了简单地包
扎，回来后仍在食堂各角落忙碌。由于食
堂事物杂多，加之天气酷热，他的手指发
生了感染，可他也没休息一天，除了去医
院换药外，最多的时间还是待在食堂处
理相关事务, 每天工作时间至少在 10
小时以上，而且从来没有休息过公休日。
妻子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也放弃了城市
生活，在贵池新买的房子也只能偶尔去
打扫下，长期在铜山陪着他。

多年的食堂管理工作使他深知，食
品卫生安全是关系到每一位员工身体健
康的大事。在物资的采购上，王西平始终

坚持严格把关，每天对购进的物资，他都
一一检查，如发现质量问题，及时与供货
方联系，重新配送，尽量不采购熟食，若
必须采购时，首先要检查、品尝是否变
质，坚决不让有质量问题的物品进入员
工口中。在食物的加工过程中，他要求
工作人员必须把蔬菜清洗干净，红白两
案要分开，腐烂的蔬菜不使用，变质的
肉类不加工，发现有变质迹象，宁肯浪
费也不用，坚持生熟食品分开存放，保
证让员工吃上放心饭、卫生饭、安全饭。
在日常工作中，他还坚持做好每日食堂
及食品卫生，对餐具坚持“日消毒”制
度，工作台随用随清，每周对厨房进行
一次彻底大清扫，确保食堂卫生整洁、
食品安全。为了降低食品采购成本，在

确保质量的情况下，他还实行货比三
家，采购价廉物美的食品，努力提高饭
菜质量。同时，对食堂的非食品类开支
严格控制，水电坚决不浪费，食堂里的
设备维修全部由他自己承担，节省了大
量维修人工费用。

作为管理员的他，为了搞好食堂管
理工作，每天 6 时开始，他就要合计如
何处置好一天的职工饭菜，质量如何提
升一下，可口的程度如何改善一下……
到了就餐时间，他要关注职工的反应与
动态，哪里不合适的，他默默记下，次日
尽可能克服改正。就餐结束了，他还要留
心员工对食堂的服务态度与饭菜质量的
评价。为了既让大家吃饱，又要吃好，他
还不断更新菜肴的品种和花样，合理安
排菜谱，确保做到荤素搭配适当、营养均
衡，员工食堂自开业 5 年来，他把食堂
管理得井井有条，至今以来，食堂未发生
任何一起食品安全事故，在每季度公司
组织职工代表对食堂满意度的测评中满
意率都在 90%以上。

张 霞

让员工用好每一餐
———记铜山铜矿分公司标兵王西平

“五一”小长假，当人们都在利用
假期四处游玩的时候，质量检验中心
的劳动者们仍然工作在一线，以加班
坚守的方式度过自己的节日。

质量检验中心承担着集团公司内
部三家冶化单位的主辅原料和主副产
品的检验任务。“五一”小长假，中心
检验科全体员工加班加点，对各冶炼
厂的原料和产品开展检验工作。4 月
13 日开始，为了配合生产需要，金冠
质检站、冶化质检站组织人员增加了
小夜班、大夜班检验作业。奥炉质检站
“五一”正式投入运行，该站点员工在
开展日常检验工作的同时，按照规章
制度要求，认真学习各项操作技能和
安环材料，为后期更繁重的检验任务

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一”期间，质量检验中心一方面

加大安全检查力度，组织人员深入作业
现场，对设备和各作业场所进行检查，并
详细记录；另一方面，做好各项工作的监
督管理。根据船期，合理组织人员，确保
各港口进口铜精矿水尺计量监督工作全
程可控。加大节日期间原料检验监督力
度，工作人员深入现场，加强对民营企
业来料的检验监督管理。针对铜陵市目
前对运输车辆的限载要求，提前制定延
时检验方案，在不违反各项检验规程的
前提下，保质保量地完成各项检验任
务。此外，中心合理安排相关专业的检
定人员在“五一”假期正常上班，保证
了各二级单位的计量器具出具的计量
数据准确可靠，为集团公司各成员企业
的经营管理、质量检验、节能降耗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吴美娜

节日加班忙 坚守在一线

本报讯 冬瓜山铜矿充填工区在
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中，紧握查患除险
“三面镜子”，让全区职工深刻认识在
任何状态下，安全生产工作都不能心
存一丝犯糊涂、图省事、靠依赖的麻痹
大意思想。

紧握查患除险“三面镜子”，即隐
患排除“显微镜”、警示教育“放大
镜”、自我防范“正冠镜”。隐患排除
“显微镜”，是指在执行全面排查整改
工作中，必须带着问题对现场严查细
究，将查出蛛丝马迹的隐患故障“秒
杀” 在萌芽状态。警示教育 “放大
镜”，是指对已整改治理的隐患故障，

既要有“回马枪式”的巩固与督察，还要
举一反三地对职工进行学习教育，筑牢
大家“学安全、懂安全、守安全”的安全
防线。自我防范“正冠镜”，是指各班组
在二次派班时要不厌其烦地念叨安全防
范事项，让每位职工以岗位职责为镜，时
时对照自查作业中的安全隐患，时刻警
惕本岗位可能潜藏哪些安全风险源，做
到防患于未然。

随着查患除险“三面镜子”在安全管
理工作中的科学运用，不仅全区作业现场
的“查纠防”工作从不间断，职工的思想
意识教育“攻势”也随之加大，使班组安
全防范做到“全副武装”。 汪为琳

冬瓜山铜矿充填工区查患除险紧握“三面镜子”

本报讯 为切实增强全员安全环
保意识，深入推进安全环保隐患的排
查治理工作，进一步提升企业管理人
员的应急指挥能力和职工的应急实战
水平，日前，张家港铜业公司开展安

全、环保综合应急演练。通过此次开展综
合演练活动，更好地保证该公司在突发
事故时能够使灾害损失及环境污染降到
最低。

陈金龙

张家港铜业公司开展安全环保综合应急演练

“今天，党员微信群里都有啥消
息？”

“群里公告更新了，周三下午 2
点，在党员活动室集中学习咯！”

这些都是金隆铜业公司动力维修
党支部建立微信群后，党员之间经常
听到的对话。

动力维修党支部党员大部分是点
检员，上班时间忙于设备点检维护，集
中起来学习很难。有了这个微信平台，
大家可以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参加集体

学习。微信平台今年建立以来，支部通
过其将党建融入“微信群”，党员之间
的交流更加畅通、频繁，支部党建工作
做得更扎实更细致了。支部以微视频、
文字、图片相结合的方式，把自学内容、
集中学习搬了上来，将《党章》、十九大
精神、公司文件等学习教育资料在群内
发布，供大家随时浏览学习交流，第一
时间就能接受党的最新精神。

积极引导党员同志关注“共产党
员”、“安徽先锋岗”“铜陵有色报”

等微信公众号，实现党员学习教育向深
度延伸；党员主动分享好的党建工作文
章、视频，宣传党的政策，及时传递党建
正能量。每个人随时随地都成为党建正
能量的传播者、受益者，有效地打开了党
建工作的全新局面。每月不定期推送党
建资料、国家动态和公司党建热点，切实
提升学习教育的实效性。

小小微信群为动力维修党支部党建
工作开辟了阵地、凝聚了人心、团结了力
量。 周正大

党建微信群传递正能量

4月24日起，铜冠铜箔合肥工场全
面开展年度检修工作，此次检修将完
成 1 号主变和 2 号主变漏油检修、冷
却系统清洗、冷却塔回水改造、防腐维
修、生箔吊顶维修、电缆头制作等 6
个方面数百项检修任务。

25日一大早，笔者走进制造科办公
室，发现整间办公室除了事务员在忙着
进行数据核算外，居然一个人也见不到。
事务员看出了笔者的疑惑，微笑着说道：
“领导们都到检修现场办公去了。”

“朱群，别看，说你呢，把你身上
的安全带给我扣紧了”，还没进一楼
车间，就听到生箔工段长李超的声音，
说完，就看见他就朝着正在清理酸雾
处理塔上结晶的班长朱群走去，并快
速帮他系紧安全带，确认系紧后，李超
才麻利地放绳子进塔槽里，与员工一

起清理污泥。
走进溶铜工段，就看见正在巡查

的铜箔工场场长郑小伟对在开工段碰
头会的徐飞叮嘱着：“清理管道尾液
时要让他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穿戴好
防护用品，尤其时戴好防护眼镜，别让
溶液溅到眼睛里了。”徐飞答道：“领
导，放心吧，防护用品我们都戴好了，
安全问题领导已经跟我们嘱咐很多次
了，我们会注意的。”郑小伟再次强
调：“光注意还不够，得严格执行。”

一楼车间另一边的造液工段也是
一片繁忙景象，工段长吴杰指着地上
几把掰弯的大扳手告诉笔者：“检修
前我们想为公司节省费用，向领导申
请调员协助，建议将整流柜冷却板换
的清理工作让我们自己做，不进行委
外处理了。没想到真正干起来还真不
简单啊，你看这 4 把扳手都废了。这
不，昨天保哥还亲自来现场操作指导
我们拆卸紧固螺丝，不然还真够我们
喝一壶的呢。”吴杰嘴里的保哥是工

场副场长吴保华，正在一旁干活的员工
也搭着话：“这次检修，郑工、保哥、汪工
和钟工他们轮番着来巡视，几乎就在车
间办公了，几个督导员也天天在现场督
导，看着领导带头干我们员工也有干劲
了。”“主要是更加认识到安全的重要
性了，你看领导给我们脚边垫的木桩，放
上它这下螺丝还真碰不到手了。”另一
名正在拆卸板换螺丝的员工说道。

据了解，为保障此次检修工作圆满
完成，该工场专门成立检修领导小组，负
责检修的准备、工程质量、技术指导、验
收、材料供应、后勤服务等方面的工作,
由场长郑小伟担任安全环保第一负责
人，全面组织、协调、指挥年度检修工作。
该工场还决定办公室每天只留事务员一
个人，工场班子成员都去检修现场督办，
严把检修安全关和质量关，用实际行动
落实“强化意识重规程，落实责任反‘三
违’、全员参与控风险，创新管理强安
环”的安全环保目标。

吴云霞

现场办公———打赢检修攻坚战

本报讯 日前，安庆铜矿召开
安全隐患整改推进会，专门部署展
开专项督查，将对一季度安全、设
备、5S 管理综合大检查中，检查发现
的 75 条安全隐患项目整改情况进
行“回头看”，杀个“回马枪”，对逾
期未整改或整改不力的单位、整改
责任人，将按“三违”给予重罚，切
实在隐患排查整治方面保持高压态
势，绝不搞检查“轰轰烈烈”，整改
“不了了之”。

安庆铜矿随着上部矿体开采基
本结束，生产作业中段逐步向深部、
端部延伸，越往深部地压活动越频
繁，安全管理压力越大。同时，面临
地下水治理难、边小残矿体开采难、
采场充填衔接难、深部中段通风不
畅安全防范与管理难。越难越要突
出抓安全，该矿始终坚持 “安全是
一切工作基础，没有安全一切都归
零” 的管理理念，层层落实安全管
理责任制，全面强化安全管理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尤其注重把管理的
重心由事后查处向事前防范转移，
切实加强对安全隐患的排查，让每
个职工都明确隐患是事故之源，隐
患不除必酿事故。该矿充分发挥好
单位负责人、专兼职安全管理员身
处一线、长跑作业面的优势，从顶邦
板监管、溜井防护到井筒作业、铲运
机、电机车安全运行，从爆破作业、
通风防尘到硫酸管理，在健全制度，
规范运行的同时，实行紧密盯防战
术，每季度组织一次全矿性大检
查、每月区队车间有对标考核督
查、每天安全员全覆盖巡查，对每个
外委施工单位派驻“安全特派员”，
挂职参与安全监管。针对查出的安
全隐患，实行挂网督办，各单位按照
通报的项目，确定责任人负责落实
整改，明确整改时间限期完成整改，
对确属暂不能整改或短期难以整改
的，必须经单位负责人签字报矿安
环部备案，并提出临时性的保障措
施和长远整改方案，否则按“三违”
处罚。

此次开展隐患整改“回头看”，就
是要形成倒逼机制，确保每条隐患件
件有回音，项项能整改，整改能达标，
隐患得消除。2017 年全矿共查出安全
隐患 341 条，整改落实 341 条，销案
341 条。今年该矿将着力提高隐患整
改的质量与效果，安环部将对隐患整
改采取抽查与巡查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回头看”，组织复查，尤其注重督
办整改年年重复出现的“顽疾性”隐
患、“潜伏性” 隐患，切实防范隐患
“回潮”，筑牢安全防范的防护墙，扎
紧保障安全的篱笆墙。

陈文革

安庆铜矿开展安全隐患整改“回头看”

铜冠矿建公司狠
抓基层党支部标准化
建设，并与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相结合，与加强
党支部日常管理相结
合，促进基层党支部工
作规范化、科学化。图
为该公司姚家岭项目
部党支部“党日”通过
全国党员干部远程教
育终端开展党员教育
活动。

刘 勇 陶 莉 摄

4 月 29 日，仙人桥矿业公司组织人员突击对部分涉及安全因素的井下辅助
设施进行检查，确保该公司小长假里生产设备设施的安全，也进一步强化了职工
安全意识。图为检查现场。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周 钧 摄

日前，冬瓜山铜矿开展“庆祝建矿 60 周年职工环湖徒步走活动”。这次活
动得到了全矿职工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200 余名职工参加了此次环湖徒步
走活动。 杨阅宝 摄

在公路治超政策力度持续加大的背景下，铜冠物流金运分公司驾驶班集中全
部自有运力满负荷作业，采取错峰倒运，及时过驳，限量装载运输等有效措施，保
证了上游客户的产成品按时送到终端客户手中。图为电解铜过驳现场。

汪开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