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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山铜矿分公司保卫部通过不断
创新管理，做到防范结合，大力实施“平
安矿山”建设，全力守护好矿山宝藏，有
力促进了矿山转型期发展建设。由于
成效突出，多次被铜陵市授予“内保先
进单位”荣誉称号。

该公司远离铜陵市区100公里，三
面环山，矿区和周边村民紧紧相连，四
通八达，矿山内部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一
直是“老大难”问题。为了确保矿山的
长治久安，该保卫部以全面落实综治责
任制为抓手，分别与12个党支部签订
综治责任书，建立基层治保、调解、消防
组织36个，专兼人员达120多人，建立
缜密的综治网络管理体系，形成群防群
治、齐抓共管的格局。加大宣传教育力
度，今年3月在全公司开展了声势浩大

的综治宣传月活动之后，又在今年6月
份以“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为
主题，在全公司开展法制宣传月活动，
组织人员送法到基层一线，并取得较好
效果。加强矿山保卫队伍建设，该保卫
部还开展了季评“岗位之星”评选活动、
年度军事训练和消防演练等活动，使保
卫人员体能、技能得到大大增强。同
时，还积极开展保卫人员纪律整治工
作、做到纪律严明，提升了保卫人员形
象和工作效能。

针对要害部位和爆破物品的管理，
该保卫部实行人防、物防和技防“三者”
结合，不仅加大对11个重点要害守卫
和民爆物品的监管，还定期组织人员
对“四防”及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
果断的处理。今年上半年，共查出各类

隐患24条，并及时下发隐患整改通知
书，都及时进行了限期整改。与此同
时，该保卫部义务担负着周边乡村防火
和外来施工单位生产生活用水等任务，
做到有求必应。去年以来，就义务扑救
山林火灾和民居火情多起，挽回经济损
失达几十万元；义务送水达116车，出
警240人次。

为有效遏制偷盗矿山资源事件发
生，该保卫部扎实推进“平安矿山”建设，
去年四月份，一些不法分子蠢蠢欲动，盗
采矿产资源，一些无业人员也三五成群
在前山露天排土场捡拾矿石，严重影响
了矿山生产经营秩序。对此，该保卫部
组织开展了针对铜山露天和前山露天及
排土场的治安环境整治行动，每班组织
人员对以上区域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巡逻

检查，实行24小时实时监控，有效打击
和依法取缔乱采滥挖及盗采矿产资源等
行为。期间，当场抓获一假造合同盗运
矿石，并及时向铜山派出所报案，经查涉
案金额达150万元，有力打击了“矿山硕
鼠”，为矿山生产发展营造良好发展环
境。与此同时，该保卫部还不断加大创
建平安矿山工作力度，积极完善内部治
安防范互查制和防盗互查制，不定期对
34.6平方公里的矿权进行巡查，力求掌
握第一手信息，全力维护国有矿产资源，
对于干扰、影响矿山生产、经营的非法开
采和乱采滥挖现象，在加强宣传教育
和劝诫工作的同时，还与铜山派出所
加强联合，对非法分子进行有力打击
和依法取缔，有效保护了国有财产不受
损失。 夏富青 任建中

——记铜陵市内保先进单位、铜山铜矿分公司保卫部

全力守护好“飞地”里的宝藏

本报讯 铜冠物流公司党委坚持
强化意识形态领域建设不放松，充分发
挥舆论导向作用，用先进人物的“正能
量”，传播出铜冠物流的“好声音”，营造
了企业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该公司党委坚持围绕“学习好、宣
讲好、培训好、调研好、落实好”十九大
精神要求，通过组织120多名中层以上
管理人员参加集团公司举办的学习十
九大精神培训班；对公司党员和一般管
理人员380多人专门举办两期培训班；
成立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深入到基层广
泛开展十九大精神宣讲；以支部为单位

组织开展学习培训活动；组织开展瞻仰
革命遗址或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活
动等，把学习宣贯活动引向教育党员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上来，用十九大精神
统一党员干部和职工思想。

该公司坚持围绕年度方针目标，通
过张贴方针目标宣传标牌、内部网络以
及报纸电视等形式集中开展方针目标
宣传活动。同时，加大了对外媒体的宣
传力度，今年以来共采写刊发外宣稿件
140多篇，内部网络新闻发稿300多篇，
及时宣传了企业两个文明建设取得的
成绩。该公司党委还先后制定了“网络

意识形态及舆情处置工作责任制实施
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对外宣传管理
的通知”“新闻报道管理办法”“微信群
管理办法”等，加强了舆情的监管、研判
和应对，牢牢把握好意识形态阵地的主
动权。

该公司坚持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主题，在职工中广泛开展了重温
革命烈士誓词、祭扫英烈、环境卫生整
治等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围绕“我们的
节日”主题，广泛开展了职工喜闻乐见、
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今年
以来，该公司还继续深入开展了公司企

业文化理念宣贯工作，使企业文化落地
工作不断持续、不断改进。工会等群团
组织还组织和举办了各项文化体育娱
乐活动，丰富了职工的文化生活，推动
了企业文化建设。

近几年来，在该公司党员干部中
涌现出了一大批各级层次的先进人物，
有全国爱岗敬业驾驶员楷模阮光东、

“安徽好人”提名奖和“铜陵好人”获得
者张敏、集团公司劳动模范以及企业每
年评比表彰的“十大标兵”“优秀管理工
作者”“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党员”
等。对于他们的先进事迹，该公司进行
了广泛的宣传和报道，使党员干部学有
目标、学有榜样，用先进人物的“正能
量”传播出铜冠物流的“好声音”，营造
了企业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王树强

铜冠物流公司强化意识形态建设

本报讯 9月7日下午，金冠铜业
分公司举办廉洁从业教育培训班。

为提升全体党员干部和关键岗位
从业人员的政治理论素养和拒腐防变
能力，此次培训特邀集团公司纪委副
书记邵宗建为该公司中层管理和关键
岗位约150名员工授课培训。邵宗建
以“增强规矩意识，保障职业安全”为
主题，深入浅出地从理论解读、制度诠
释、形势研判、典型案例的剖析等多角
度强调要重视制度建设，增强规矩意
识；认清当前形势，保障职业安全。同
时，他强调指出，各级党委要切实担负
起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加强对党员
干部的日常监督,要把咬耳扯袖、红脸
出汗的批评提醒做在平时，防微杜渐，

止于萌芽。
该公司党委书记王习庆主持培训

并强调要求公司各级管理人员必须坚
持以上率下，以全面落实整改集团公
司党委第四巡察组反馈意见为契机，
以健全完善机制为手段，以贯彻落实
《2018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主要任务及责任分解》为抓手，巩固拓
展已经取得的成果，继续加大党风廉
政建设，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
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
律、生活纪律严起来，内修拒腐防变防
线，外树廉洁奉公的良好形象，在全公
司范围内营造出风清气正的良好干事
创业环境。

吴家富

金冠铜业分公司开展廉洁从业教育

本报讯 日前，2018“共享阳光”
三兴片区助学金发放仪式在张家港铜
业公司举行。冶金园（锦丰镇）耕余村
和鼎盛村共39名学子获得“联合铜业
助学金”10万元的资助。

近年来，该公司在加快转型发展
的同时，牢固树立“产业报国、回馈社
会”的社会责任理念，累计捐助近500
万元参与捐资助学、扶贫济困等慈善
事业的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应。

为深化村企深度融合，携手共进
发展，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该公司
此次资助的10万元助学金，将帮助三
兴街道辖区的耕余村和鼎盛村困难家
庭的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非常感激联合铜业助学金这样
的社会爱心捐赠，今后将不惧生活的
压力，顽强坚毅、努力拼搏，成就更好
的自己,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回报社
会”，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录取者陈家
辉表示。 杨学文

张家港铜业公司助力困难学子成才

本报讯 为促进企业管理水平提
升，铜冠（庐江）矿业公司按照集团公司
纪委统一要求，于今年3月至8月期
间，组织职能部门开展了专项效能监察
工作，对基层单位劳务用工监管与使用
现状进行了全面检查，下发监察建议书
5份，提出整改建议6条，发现并有效堵

塞了管理漏洞。
通过开展效能监察，使该公司清晰

了解基层管理现状，摸清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进一步完善企业用工及监管制
度，防止发生违规违纪行为，实现源头
防腐。

徐 敏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开展专项效能监察工作

本报讯 集团公司2018年度基层
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将在9月15日至27
日举办。金隆铜业公司积极组织安排
参训事宜。该公司根据本单位实际，对
符合参训条件的二十多名党支部书记
和政工人员进行统筹安排，按照各人的
岗位情况、工作性质和时间特点，灵活
安排参加培训的具体日期。为确保单

位参训率达到百分之百，该公司专门发
文，要求各党支部书记和政工人员在思
想上高度重视，提前合理安排好自己本
职工作，确保培训、工作两不误。同时
强调参训者必须端正学习态度，遵守培
训纪律，以良好的学风和过硬的作风展
示企业的良好形象。

章 庆

金隆铜业公司积极组织参加集团公司党支部书记培训班

金威铜业公司
职工日前正在查看
锡 磷 青 铜 合 金 带
卷。金威铜业公司
今年坚持走“提升
产品质量，扩大合
金产能”转型升级
之路，始终把合金
产品规模化生产作
为重点工作来抓。
通过公司上下共同
努 力 ， C1921、
C1940、 C5191、
C7025 等产品已形
成 规 模 化 生 产 ，
C7701、C7570 等合
金产品基本实现量
产。

王红平
黄军平 摄

“第一，发车前检查车辆油、水、
电、气是否充足，运输证件是否齐全有
效……”9月10日上午，驾驶班班长王
书官对驾驶员工作标准的复述，拉开
了铜冠物流金运分公司“操作人员工
作标准”复述和现场操作活动的序幕。

为了提高从业人员的自我防范意
识，加快推动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
全”“我会安全”和“我能安全”的转变，
共同维护连续两年“安全生产年”的工
作成果，实现长周期的安全生产，该分
公司组织开展了由驾驶员、现场业务
员参加的工作标准复述和现场操作活

动。复述环节现场，王书官对工作标
准的复述还在继续，其他驾驶员有的
对照标准默默地念叨，有的驾驶员在
悄声地提示。担任主考的分公司党支
部书记沈伟一改往日的和蔼，严肃地
说道：“请各位遵守考试纪律，操作标
准是一根准绳，维系着每一位从业人
员的安全，不少事故发生的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从业人员的麻痹，简化了安
全要领，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标
准化作业。”

与此同时，现场操作环节同步进
行。驾驶员吴刚正在对照操作标准对

出车前的准备工作进行逐项检查。“油
路正常、电路正常、水循环正常、气压
达到安全值，车辆各部位运转正常，可
以出车。”一通检查下来，吴刚带着顺
利通过考试的心情向分公司经理吴春
报告。但始料未及的是，吴刚现场操
作的结果并未得到吴春的赞扬。吴春
向周围观摩的职工问道：“大家看，吴
刚的现场操作有没有漏项?”面对提
问，在场的职工面面相觑，给出的答案
也是众说纷纭。“吴刚对车辆的检查速
度较快，值得表扬，但漏掉了对车载灭
火器的检查。”吴春接着说道：“现场操
作环节是操作标准复述环节的展示，
只有对标准掌握和理解了，操作起来
才能得心应手。要把写在纸上，挂在
墙上的规章制度刻在心里，落实在手
中，我们才能真正地实现安全生产。”

汪开松

——铜冠物流金运分公司开展“操作人员工作标准”复述和现场操作活动剪影

理解于心 落实于行

“区长不止一次在派班会上夸赞说
‘章斌工作中的好习惯也就是现场作业
的一项工作标准。”“是啊，这样的安全
好习惯，咱们也要多学着点呢。”日前中
班，冬瓜山铜矿充填工区青工小李和工
友在派班会的间隙正相互谈论着。

井下采场充填作业，需要时刻关
注裂隙渗漏、挡墙侧压、充填排水，以
及管道可能出现的抖动或磨损等干扰
因素，为确保充填作业中的各类隐患
故障能够事前得到治理，充填三班青
工章斌把“事前做工作”的好习惯，当
作一项现场充填作业标准，始终如一
地执行无论是新投入充填采场，还是
再次投入充填采场，都做到一律事前
做好充填前的安全确认，做到“不确

认、不充填”。
面对井下管道线路长、充填采场

分布广，充填施工中的安全确认工作
难度大的难题，爱动脑筋的章斌在做
好采场充填各项基础工作的同时，重
点抓好班前确认、班中巡检和班后记
录三方面工作。班前确认，即每天充
填前必须确认到每一根管道是否连接
牢靠，每一处挡墙是否治理完善。班
中巡检，即当班管道与采场之间进行
的机动调整，必须及时地在安全看板
标注清楚，为下一班次提供有效信
息。说起班后记的好习惯，工友小许
津津乐道地介绍说：“在相对集中的放
砂口或充填巷都设置‘记录本’，是章
斌向区里提出的一条合理化建议。”原
来章斌意识到现场设置的安全看板内
容，会随着班次的翻转而随即更新，时
间长了大家就会淡忘上一班次的现场
情况。为了能够对作业现场“温故知

新”，章斌主动建议该区对现场设置
“记录本”。各班次将当班采场调配、
管道维护等事项一一记录确认，进一
步密织现场安全防线。

对作业现场开展隐患故障整改治
理情况拍照后，第一时间上传至“班组
微信群”，是章斌一贯坚持的做法。如
今他对此项活动再度创新，即对所查出
的隐患故障，不仅整改后要拍照，治理
前也要将其“素颜”进行拍照，使治理前
与整理后的隐患故障“合影”上传在“班
组微信群”里。此举既能让广大职工对
各类隐患故障产生鲜明对比，同时也有
助于提升自我安全防范意识，从而让大
家充分明白风险源点查找与分析始终
处于动态变化这一安全理念。

区长周强在派班会上这样夸赞章
斌道：“常言道，不打无准备之仗。章
斌时刻保持‘事前做工作’的良好习
惯，使每一项安全防范工作真正从更
保险、更安全的高度，做要求、做改进、
做防范。”章斌的安全“好习惯”，在全
区营造出心中有标准、作业按标准、安
全靠标准的浓厚氛围。 汪为琳

安全“好习惯”

日前，金剑铜业公司铜冶炼工艺升级搬迁改造项目精矿库工程正式开工。精
矿库及配料厂房由主跨的储矿区和副跨的配料区两部分组成，合同工期510天，建
成后将为铜精矿、石英石、块煤、返料和烟尘等提供分格存储。 萨百灵 王 健 摄

金隆铜业公司
全方位做好当班职
工的饮食后勤服务
工作，每天中午和
晚上向不同岗位职
工提供精致饭菜，
每餐供应六种不同
菜品，解除了职工
用餐后顾之忧。图
为后勤人员在厨房
忙碌的情形。

章 庆 摄

本报讯 8月 28 日，随着姚家
岭矿2号井罐笼脱钩试验一次性成
功，铜冠矿建公司机械修造分公司
顺利完成了提吊桶改罐笼工作，这
标志着由该分公司承担的姚家岭2
号井主提升系统安装取得阶段性
成功。

当天上午，在姚家岭矿2号井罐
笼脱钩试验，罐笼试运行上行速度
达到了每秒 3米，安全距离检测达
标。至此，负600米井筒装备安装、
立架安装、罐笼稳绳、制动绳及拉紧
装置安装工作顺利完成。该分公司
于今年7月初组织人员承担姚家岭
2号井改绞工作，施工范围从井下负
600米一直到地表，立架安装焊接难
度大、时间紧、任务重，现场全体职
工不畏辛苦、顶着烈日和高温，顽强
奋战两个月，提前完成了改绞主体
工程任务，为顺利进行联动试车提
供了保证。

陈 潇 俞 妍

铜冠矿建公司机械修造分公司
完成姚家岭矿2号井改绞主体工程

本报讯 “我是一名铜山铜矿
分公司员工，为了企业的利益和
个人生命安全，我郑重宣誓……”
每天派班前，派班室里朗朗的安
全宣誓声，是铜山铜矿分公司资
源回收区安全工作常抓不懈的一
个缩影。

铜山铜矿分公司资源回收区
是该分公司主力生产工区，担负
着地表供矿、矿石废石倒运、露天
回填和安全管理等工作任务，大
多数岗位属于地表野外作业，作
业区域点多面广，安全管理难度
很大。该区始终把安全当作头等
大事来抓，把安全管理贯穿到生
产全过程。每年年初就与各班组
和个人签订安全责任书，把责任
层层落实到人。每天派班前进行
安全宣誓，提醒员工讲安全。派
班中分析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不安全因素和薄弱环节，提前引
起重视，采取防范措施。生产过
程中，单位领导和专职安全管理
人员现场跟班，及时发现和处理
安全隐患。对比较复杂的作业场
所，提前做好预案，确保安全施
工。每月召开总结会，对安全生
产工作进行小结，及时总结经验
教训。由于管理精细，措施到位，
该区连续多年实现安全生产，多
次被评为铜山铜矿分公司安环先
进单位，2017 年荣获集团公司“安
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先进集体
称号。

潘敬虎

铜山铜矿分公司
资源回收区安全工作常抓不懈

8月28日下午，铜冠矿建机械修造分公司组织女职工开展学习《员工知识教育读本》
及有关文件活动，鼓励女职工立足岗位不断提高技能。 陈 潇 俞 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