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今年 5月 5日是马克思
诞辰200周年纪念日，为了缅怀和纪念
这位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进一步
加强党员理想信念教育，坚定党员的马
克思主义信念，更好地激发广大共产党
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感和荣誉
感，金隆铜业公司党委于5月 10 日开
展了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党员集中观看
院线电影《青年马克思》。

该公司 17个党支部的 60多名党
员参加了当日观影活动。电影《青年马
克思》讲述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先行者
卡尔·马克思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艰苦
奋斗的经历，影片全景展示了青年时代
的马克思在饥荒肆虐、经济萧条，处处
危机四伏以及君主专制下的欧洲恶劣
的政治和生存环境中，不畏困难，艰辛
探索，大胆提出社会主义理论，创作出

引领未来世界进步的红色巨著《共产党宣
言》的过程。影片中不仅有马克思和他的
亲密战友恩格斯的珍贵友情描写，也有马
克思和燕妮的完美爱情故事情节展现，是
一部立意深邃高远却又处处散发着真情
真爱有血有肉的优秀影片。

看完影片后，全体观影党员们高举
党旗和公司司旗，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定
格着马克思画像的电影大屏幕前集体合
影，纪念这次意义不同寻常的党日活动。
大家纷纷表示，党日观影活动使自己的
精神得到了一次升华，让自己的心灵受
到了一次净化和洗礼，表示回到工作岗
位以后，要以影片中的青年马克思为榜
样，始终坚持学习提高，爱岗敬业，尽职
尽责，为公司改革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实现伟大中国梦发出自己应有的一分
光和热。 章 庆

金隆铜业公司组织党员观看电影《青年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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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铜冠物流公司在 2017
年形成许多行之有效的安全管理经验
和方法，推动了公司安全环保形势持续
向好。今年该公司继续全面开展“强化
意识，防控风险”主题活动，着力强化八
个方面工作。

该公司2018年安全环保工作八个
方面工作主要有：开展“强化意识、防控
风险”主题活动, 继续开展“班前宣
誓”,安全一家亲,反“三违”,安全文艺
汇演,家属一封信,座谈会,安全寄语等
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全面提升员工安
全意识，以文化引领公司的安全管理。

大力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提升现场
管理水平。继续实行以季度检查为主
线，日常带班巡查，各项专项检查，视频

监控系统相辅的综合安全督查以及6S创
建工作、“二位一体”建设。

持续夯实基础，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重新梳理公司安全生产系列制度，增强责
任制度的针对性，按照交通运输业安全生
产标准化16个一级要素要求开展标准化
复审工作，梳理完善安全生产基础台账、
强化职业健康基础管理工作。

铁腕整治“三违”，高压态势规范员
工行为。对“三违”查处做到不留情面、
不手软、不姑息，严格执行“三违”分级
管理制度，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处罚一
起、教育一起，让所有人受到警示。同时
针对性地开展岗位培训教育工作，规范
员工行为。

持续加大外协队伍管理力度，压实外

协队伍管理安全责任。加大对外协队伍的
管理工作，落实外协单位管理责任，按谁
用工谁管理、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落实责
任，同时纳入各业主单位统一管理，并派
驻安全督导员，实行过程考核。

高度认识环保严峻形势，全面开展环
保工作。加强日常环保管理工作，将环保
工作纳入到日常带班检查中，查扬尘、查
固废、查废水、废油、查生活生产垃圾，以及
废机油集中存放固定地点，油桶做防渗漏
处理并标识等，确保环保各项指标合格达
标。以实际行动落实环保排查、治理、日常
管理责任，参与到碧水蓝天行动中，打好
环保攻坚战。

强化风险管理和应急能力管理，提升
员工自我风险防范能力。让每位员工都

熟知自己的岗位风险并掌握排除风险的
方法，从而提高风险防范能力；按照风险
查找、研判、预警、防范、处置、责任“六
项机制”全面加强风险管控建设；对较
大风险分A、B、C三类管控，确定风险责
任人。

加大安全环保考核力度，严格安全环
保问责制。探索、推广在班组长和高危岗
位实行安全风险抵押金制度，严格执行事
故“四不放过”原则，对事故责任人从严
处理；对安全环保隐患整改不力、重复性
安全隐患实行领导约谈制度；对安全教
育、安全活动开展不力的进行曝光，以保
持对安全环保管理工作的高压态势，促进
公司安全环保工作不断规范。

王树强

铜冠物流公司安全环保出实招

本报讯 5 月 3 日下午，技术中
心党委集中对 7 名新近提拔的干部
进行廉洁谈话，以规范干部廉洁从业
行为，提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

在谈话中，该中心的党委组织谈
话对象学习了中央八项规定、六条禁
令以及集团公司、技术中心党委有关
廉洁建设的规章制度，该中心党委、纪
委对谈话对象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
不断提升自己能力，加强政治理论、法

律法规、业务知识的学习，深入调查研
究；二是要实践自己的承诺，忠于职守、
切实履行责任，做到“一岗双责”；三是
要守住纪律底线，以身作则，严于律己，
自觉接受监督，正确处理“利益”与“利
害”关系。

7 名新近提拔的干部逐一表态，签
订 《科级管理人员廉洁从业承诺书》并
填报《党风廉洁建设登记表》。

萨百灵 黄巍巍

技术中心开展新提拔干部廉洁谈话

“前后挡更换的是新盘根，检测
密封性能良好。”“水封管，回水管
完好无松动。”5 月 11 日，在冬瓜山
铜矿井下负 280 米中段水泵房，提
升二区水泵维修班班长胡兵带领班
组几名维修工对 1 号泵进行现场会
诊。

近日，该矿负 280 米中段水泵房
当班人员发现 1 号泵的电流始终偏
低，电流只有 45 左右，导致上水量
小，影响水泵正常排水。维修人员重新

沒填充盘根后，水泵的电流依然 有变

化。为确保在汛期井下水泵正常排水
和安全生产，该区水泵维修班组织人
员立即对 1号泵进行现场会诊。

“班长，平衡盘串动间隙在正常
范围之内。”钳工柳建国认真检查着
1号泵时汇报道,“电动闸阀正常。”

水泵维修钳工陈小羊在泵体中排
查后也回答道：“排气闸阀开关灵活，
整个泵体无空气进入现象。”

听到几名维修钳工会诊结果，班
长胡兵又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无
误，便和大伙商议对水泵的进水管和
底阀进行彻底检查。由于水泵下的吸
水圆井直径只有一米，空间狭小，只
能一个人下井眼作业。胡兵带头下井
眼检查，为防止扳手掉入水里，他用

一根绳子系好两把扳手，大家轮流拆除
进水管法兰上十几个锈蚀的螺丝，放入
小吊桶里。起重工陈大宝和大伙一起用
葫芦将直径八寸长 5 米的进水管连同
底阀一起拉了到地面。经过排查，发现
原来底阀被充填体杂物紧紧地包裹着，
严重影响了水泵上水量。由于充填物非
常坚硬，大家用钻子一点一点零碎敲
打，直到杂物全部清理干净，并把管子
上面几个沙眼也一起补好后，吊起重量
达 3 吨多的水泵放入圆井，重新安装进
水管。经过试车，水泵电流表上的指针
稳稳地停留在 65 左右，水泵正常运转，
排水量达标。大伙感慨地说道：“会诊的
效果真不错！”

张红卫

“会诊”

近日，金冠铜业公司对去年以来涌现出来的安全环保先进人物进行表彰。去
年以来，该公司在全体干群的努力下，实现废气合格率达 100%，真正实现绿色冶
炼的目标。图为表彰现场。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封保敏 摄

为积极落实铜冠物流公司抱罐车升级改造的工作部署，金运物流分公司立足
于客户的工作实际，紧急设计物流方案，征调特种车辆跨省承运。日前，抱罐车已
安全抵达目的地。图为抱罐车吊装现场。 汪开松 摄

日前，安工学院同市军分区铜官山区武装部共同开展征兵政策宣传进校园活
动，以激发广大适龄青年大学生参军报国的热情。活动通过在学院广场设立咨询
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征兵宣传手册等形式，向同学们详细介绍了今年大学生征
兵的相关政策。 陈 潇 徐婧婧 摄

“安全环保是今年公司部署的重
点工作内容之一，工场各部门一定要
高度重视，严格按照公司要求进行。
现就铜箔工场如何增强职工岗位风险
辨识能力，提高安全环保事故的预防
能力，促进岗位作业和现场管理达标，
实现‘安全生产、绿色发展’目标等方
面工作进行讨论，大家各抒己见、建言
献策，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是铜冠铜
箔公司场长郑小伟在安全环保动员会
上向与会人员说的一番话。继铜冠铜
箔公司召开 “2018 年安全环保工作
暨活动动员视频会议”后，5 月 3 日，
合肥铜箔工场召开工场“安全环保工
作暨活动动员会”。

目前该工场已陆续开展班前安全
环保宣誓、安全环保意识先行补考考
试、生产区域封闭管理，反“三违”自
查自纠、“安全一家亲”等活动。动员
会上，工场副场长汪福来宣读了铜箔
公司 2018 安全环保工作暨活动动员
大会报告和“强化意识，防控风险”活
动实施方案。“各工段以前统一制作
的安全一家亲照片现在是不是考虑重

新再统一制作一次，前年做的照片墙
时间长了，随着人员流动，照片更换频
繁，很多版面都出现破损了，5S 检查
要高度重视！”副场长吴保华第一个
说。

“是啊，以前制作为了省事有的
将两个工段人员照片合并一起放在一
个工段存放，像造液一期和造液二期，
要宣誓还得从仓库外面绕半个圈才能
聚在一起对着照片宣誓，不方便啊！
不如趁着活动时机每个工段都制作一
个一家亲照片墙，还可以做一个张贴
式的，存放方便，便于操作，不易损
坏。”造液工段长杨亮亮建议道。“这
个提议很好，我们可以跟制作方联系
后施行。”副场长汪福来表示。“领
导，溶铜员工日常点检发现有个别灭
火器快到有效期了，要重新安排充装
了。”“我们工段也有”、“我们也有”
没等溶铜工段长高涛说完，其他工段
长也纷纷发言。“这样，各工段摸底一
下，将需要充装的灭火器数量等统计
好，交给汪工。安排充装前我们搞一
个消防演练，这个汪工你安排一下。”

场长郑小伟对分管安全的副场长汪福来
说。“好，会后我马上联系落实。”“这个
好，既能增强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又能
提高员工消防业务技能。员工肯定欢
迎。”大家纷纷表示。“领导，检修结束，
我们今天取样检测时发现有个别水样金
属含量超标，正在排查原因，希望各相关
部门也配合进行自查。”水处理工段长
周小柱汇报说。“环保是大事，小柱，你
回头和实验室协商一下看是否需要扩大
检测项目，增加的检测频次。”品保科科
长汪光志说。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不知不觉一个
小时过去了，会场气氛非常活泼，一改
过去沉闷的会风，让人耳目一新。郑小
伟总结说，安全环保无小事，大家要时
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近年来开展的
反“三违”告知活动和安全环保督查中
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要继续加以推
广。加强岗位作业标准化要求，用标准
去规范员工的操作行为，要使员工形成
“心中有标准、作业按标准、安全靠标
准”的意识。

吴云霞

一次集思广益的安环动员会

本报讯 “在企业里，领导团队
有责任，有压力，才能审时度势，把握
大好方向；部门领导有责任、有压力，
才能化企业目标为部门目标，带领团
队齐心协力实现企业方针目标；每一
名员工有责任、有压力，才能让自己成
为一颗必不可少的螺丝钉, 正常、稳
定、高效运行，创造性完成每一项工

作。”5 月 10 日，在铜陵有色质量检验
中心会议室，该中心员工们聚精会神地
聆听着一堂题为 “责任心比能力更重
要”教育课。

这堂特殊的教育课分别围绕什么是
责任心、没有责任心的具体表现和责任
心不强的内外部原因、员工具有责任心
对于中心发展的重要性三个方面内容展

开，并结合了中心的事例和工作实际。而
举办此次“责任心”教育课的目的，旨在
持续开展并不断深入推进责任心教育。

质量检验中心作为 “集团公司质
量计量管理机构，以及独立的第三方
公正检验机构”，要求中心每一个岗位
员工都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心。中心
成立以来，紧密结合员工思想实际、工

作实际，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教育广大
员工严格依照管理制度，认真细致地
履行好本职工作，进一步提高忠实履
行岗位职责的能力，切实把好检验、计
量等工作关口，有效维护了公司和被
服务单位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为质量
检验中心争得了良好的口碑和声誉。
继开展“责任心”教育之后，质量检验
中心还将根据需要，开设不同类别的
员工教育课堂，拓宽员工教育渠道，提
高员工整体素质。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吴美娜

质量检验中心责任心教育让员工知“责”胜“任”
本报讯 日前，铜冠冶化分公司

第一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轮训
班正式开课。

为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不断提升党员修养，该公司分二
期组织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进行
党的十九大精神集中轮训，共有100余

名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培训班上，该
公司党委书记王保华作了开班动员讲话，
要求参加培训人员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
精神，深刻领会、准确把握，认真贯彻、深
入践行，进一步学懂弄通、全力以赴做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确保党的十九大精神集
中培训取得实实在在效果。 朱长华

铜冠冶化分公司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集中轮训

本报讯 母亲节来临之际，为了
弘扬孝敬父母、珍视亲情的传统美德，
铜冠铜箔公司换位线工场开展了“以
爱之名”主题活动。

活动集中展示该公司员工与母亲

的合照或生活照，并附带员工对母亲的
感激话语，同时这些照片制作成贺卡邮
寄给员工们的母亲。另外，该工场还组织
员工致电家人，表达节日祝福。

汪华龙

铜冠铜箔公司换位线工场开展“以爱之名”主题活动

在锌锭自动浇铸线上有这样一群
“美容师”，他们常年奋战在岗位一
线，穿梭于三台浇铸线之间，从夯实制
度管理、提高设备运行效率、加强个人
操作技能、努力开展小革小改等方面
持续改善成品锌锭物理外观，着力为
产品提升“颜值”。这群锌锭“美容
师”就是铜冠池州公司锌分厂电解锌
工序熔铸班组的员工们。

强化员工质量意识，用制度化管
理提升锌锭“颜值”。为使锌锭物理外
观符合 GB/470—2008 牌号标准，熔
铸甲乙丙丁四班组采取 PDCA 循环
方法，努力查找锌锭物理外观存在的
各种原因，瞄准突破口，制定推进
计划和责任分工。从锌锭物理外观
存在净重不等、孔洞、毛刺、标示模
糊、皱褶、表面油污、底部灰尘等七
个问题着手，加大质量宣教力度，
着力培养员工质量意识提升，为锌
锭物理外观的改善营造积极氛围。
集思广益开展小组分析，研讨制定
改善措施办法，找准锌锭物理外观
改善工作方向。面对绵延横亘在熔
铸班组的七大质量问题大山，“美
容师” 们开展头脑风暴分析法，列
出整改时间表，挂出整改作战图，
圈出整改责任人，齐抓共管力促锌
锭物理外观持续改善。四班组的
“美容师”们集中运用 TPM 管理规
定动作，坚持细致点检，精准点检，
保持设备

运行效率。在此基础上开展小革
小改，先后对影响锌锭物理外观的重
要部件进行改造，将双勺浇铸改为单
勺浇铸，大大减少了锌锭飞边毛刺的
产生；更换使用脱模剂代替原来的二
甲基硅油脱模，减少锭模结晶的形成，
使锌锭底部的“铜冠”品牌标识熠熠
生辉；改造锌锭喷淋冷却结构，提升锌
锭表面冷却效果，减少缩孔问题的产
生。该班组的美容师们多举措，多方位
把七大问题当成悬在头顶的“利剑”，
逐一加以改善，使锌锭浇铸合格率达
到了 99.8%，赢得了客户的称赞。

年轻“美容师”们的匠心守候，让
时光见证平凡中的不平凡。从 2010
年锌系统投产以来，甲乙丙丁四班组
的班长范宏、陈永生、刘云、鲍佳民这
群年轻人就是这群“美容师”的中坚
力量，他们脏了自己的脸庞，却美了锌
锭物理外观。个头不高，言语不多的范
宏，他当班时坚持哪里有影响产品质
量的问题，哪里就有他的身影，身体力
行，奔波不止，坚决不让不合格品流出
生产线。受过一次质量投诉的陈永生，
默默负重前行，转压力变动力，带领班
组严守产品质量红线，坚持小革小改，
为产品质量改善发挥自己的聪明才
智。胖胖的刘云，上班来的比人早，下
班走的比人晚，遇上机械故障造成的
不合格品，身强力壮的他总是冲锋在
前，一块块从浇铸线上剔除下来。颜值
高的鲍佳民，对锌锭物理外观尤为重
视，锌锭入库之前，他总要小心谨慎坚
持查看产品批号，检查锌锭毛刺、缩孔
的有无，严控炉温浇铸操作，示范和演
示操作要点，使当班员工掌握操作要
领和技巧，切实保证每块锌锭都经过
了“美容”。

张 军

锌锭“美容师”
———记铜冠池州公司锌分厂电解锌熔铸班组

铜冠投资神虹公司职工日前正在制作环保设施储碱罐。铜冠投资神虹公司根据要求，近期全面开展了排查梳理环境隐
患，并邀请专家会诊，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整改措施。同时，明确时间节点，落实责任人，严格按照整改方案有序推进，将问题
全面整改到位，打赢环境治理攻坚战，促进企业绿色环保发展。 王红平 陆文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