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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金泰化工公司召开安全
生产工作紧急会议，重点是要深刻吸取盐城
响水“3·21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防范
和杜绝各类事故发生，并迅速启动专项安全
生产大检查，全面铺开大排查大整治行动。

抓源头——把好风险防范第一关。车
间、部门是落实安全生产直接责任单位，安
全生产源头管理是关键。这个公司要求各
车间、部门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和整治工作，
锁定各自管理区域组织员工自查风险，针对
风险排查制定防范措施，针对风险隐患逐条
消项整改，严格落实责任人。同时，要求“现

场双查”常抓不懈，每日安全员现场检查、兼
职安全员“打点式”巡查为生产现场安全实
行“双保险”。安全管理部门认真梳理历年
检查出的安全隐患清单，逐条进行“回头
看”，针对重复发生的问题制订监管方案，追
究责任落实，纳入绩效实施考核。

抓升级——把好系统保险关。在原有
DCS操作系统上全面优化报警和连锁控制
功能，在系统装置出现异常状态时，DCS操
作平台会发出报警提示，随后自动锁控系
统，将系统控制在安全范围值内。为进一步
加大安全保障，2018年金泰化工公司出资

一百多万元新上SIS安全仪表系统，为生产
装置系上“双保险”。其功能就是在DCS操
作系统失灵的状况下，将自动对设立的各类
危险源点的进出罐阀门全面启动切断，将风
险控制为零。针对新系统即将启用，这个公
司已整理完善生产工艺安全操作规程，制定
成册下发到车间进行学习。与此同时，更新
完善消防、防泄漏报警设备设施，并通过日
常维护确保其状态稳定完好。通过硬件投
入努力将安全保障系数予以提高。

抓体系——把好风险研判关。按照“疑
险从有、疑险必研，有险要判、有险必控”的

原则，建立覆盖全员、全过程的安全风险研
判工作流程。这个公司完善责任体系，层
层明确工作职责，强化目标管理和履职考
核。在每日班组交接班、公司生产调度会
布置生产工作任务的同时，同步研判各项
工作安全风险，落实安全风险管控措施。
重点对生产装置的安全运行状态、高危生
产活动及作业的安全风险可控状态和危险
化学品罐区、仓库等重大危险源的安全运
行状态等方面进行安全风险研判，并按照
安全风险辨识结果，严格落实治理及降低
风险措施。 高 敏

防微杜渐 从严管理

金泰化工公司安全生产以“三抓”把“三关”
每天：上班，下班，做饭，照顾妻子，是叶文武的全部。
51岁的叶文武头发有些花白，但是身体看上去依然很结

实，对于20多年来生活带给他的苦痛，他显出一副淡然的神
情。在叶文武看来，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

1994年，相爱数年的叶文武同笪贤美一对年轻人喜结良
缘，那个时候小俩口还都在铜山铜矿上班，丈夫叶文武是钳工，
妻子笪贤美是水泵工，新婚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幸福洋溢
在两个人的脸上。不久后妻子怀孕了，小家庭的生活更是充满
了阳光和希望，谁知一次意外，妻子流产了，为此，妻子很伤心，
叶文武劝慰妻子养好身体还有机会。可是，第二胎却出现了习
惯性流产。此后，妻子的身体越来越差，并经常出现腿脚无力
和腰疼症状，到铜陵和合肥等大医院请专家诊断，专家说笪贤
美的病叫“强制性脊柱炎”，目前这种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
且在治疗中不能大量服药，否则会对器官产生毒副作用，只能
进行保守治疗。另外，患上这种病的人从此以后不能再生育。
对于一个年轻的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妻子笪
贤美根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人也变得有些恍惚。叶文武的内
心也在疼苦中挣扎，但是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时候只能将自
己内心的痛苦强压下去，好好安慰妻子，重新燃起她对生活的
希望才是最重要的。叶文武紧紧搂着妻子笪贤美对她说：“我
什么都不在乎，只在乎你！有你才有咱俩完整的家！”那天，妻
子伏在叶文武的胸前哭了够。

渐渐地，妻子行走越来越不方便，坐下来就无法站立起来，
睡觉、上厕所、洗澡、洗衣等一些基本生活自理都变得困难，于
是，只好办了提前退休手续在家。叶文武每天都要细心照料妻
子，早晨要提前将早饭做好，帮着妻子穿好衣服、上了厕所和洗
漱后，才能去上班。中午回来还得匆匆做午饭，晚上又得张罗
晚饭，饭后还得给妻子进行全身按摩缓解妻子的疼痛……

生病的妻子脾气很大，常常冲着叶文武发火，叶文武不但
不能生气，反而会陪着笑脸给妻子说笑话，本来话不多的叶文
武，开始学着在班中听到的一些有趣的故事讲给妻子听，有时
候还在班上搜集一些报纸，看了后将报纸上的内容说给妻子
听，让妻子开心。笪贤美心里知道丈夫是个不善言语的人，这
么做就是让自己心情舒畅起来。在一次晚饭后，叶文武边按摩
边讲故事给她听的时候，笪贤美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心情嚎啕
大哭起来，她一边哭着一边嚷嚷着让叶文武和她离婚，自己不
想再连累他了。这一回，叶文武真的生气了，他给妻子打来一
盆热水，帮他擦干眼泪后，气呼呼地说“你是我老婆，照顾你是
天经地义的事情，你以后要是再这么说，就是在拿刀子剜我的
心。”

2003年12月，叶文武调到安庆铜矿重介质厂工作，为了
能够生活方便一些，他在市区的一个生活小区买了一套底层一
楼的住房，并将自家的阳台和床铺进行了改造，在阳台周边加
装了扶手，方便妻子抓着扶手在阳台上休闲；将床铺改成侧面
倾斜，让妻子独自在家时也能够上下床休息。在叶文武的精心
护理下，妻子的病情得到了较好控制并有所好转。双休日时，
只要天气好，叶文武就会挽着妻子的手夫妇俩慢慢地度出室外
走上一小会，享受一下阳光的温暖，感受一下季节的变化。

来到新矿山后，叶文武上班早出晚归，早晨比过去更忙，既
要买菜并将早、中饭提前做好，还要护理好妻子。丈夫上班
后，笪贤美一个人在家除了看一看电视，还会摸索着到阳台
去站一站。为了减轻一点丈夫的负担，笪贤美也力所能及地
主动揽下择菜、洗衣洗碗等活。叶文武是个老师傅，钳工技
术好，人缘关系也不错，但是，这么多年，他从没有在外面吃
过一餐饭、打过一次牌，单位加班和同事们聚餐，他干完活就
匆匆往回赶，在他心里始终记挂着妻子，他回不了家，妻子就
吃不上饭。前年10月，两位30多年没见面的老同学开着车
找到他家，接他去参加同学聚会，妻子也鼓励他去，可是，叶
文武最终还是没有去，他告诉两位同学：自己离不开妻子，也
不想给大家添麻烦。

尽管自己家庭困难，但是叶文武从没有向组织上伸过手提
出要求，每年到年底矿山对困难家庭慰问和给予关心，他却从
来没有提出过申请，同事们都很不解，问他“你家最困难，为什
么不要求困难补助？”叶文武摇头说：“矿里还有比我更困难的
家庭，我们夫妇俩有吃有喝的，不算困难。”

在工作上，叶文武因为钳工技术好，凡是检修和抢修都离
不开他，2014年5月，重介质厂开展过滤机技术改造，将盘式
过滤机改为陶瓷过滤机，作为业务骨干的叶文武自然被选为技
改攻关组的成员，这次改造技术要求高工程量大，矿里要求半
个月完成任务，为了不影响工作，叶文武同妻子商量后，将笪贤
美送回桐城岳母家，请岳母帮着照料，直到改造结束后才将妻
子接了回来。

去年初夏，厂里的生产任务紧，叶文武每天都要早出晚归
检查设备和管线，确保生产正常运行。有一天中午，叶文武
从作业现场返回班组，刚准备吃午饭，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原
来是自家小区同一楼道的邻居打来的，邻居电话中告诉他妻
子在搞卫生时摔倒在家里，因为没法爬起来，自家的大门又
关着只能呼救，正好被路过的邻居听到了，按照妻子提供的
手机号码给他打了电话。叶文武请了假火速打的赶回了家，
当他打开家门时，不禁泪如涌泉，地下淌着的妻子动弹不得，
两只眼里是疲惫而期待的目光……妻子的左腿骨摔断，在医
院里住了两个月，那些日子，叶文武请了假每天精心服侍着
妻子。摔伤后的妻子，经过一年的调治才恢复过来。前不久
妻子又摔倒在家，头部受了伤，在叶文武的精心照料下，半个
多月才痊愈恢复。

妻子的腿脚因为供血不畅总是冰凉的，尤其是受伤后更是
如此，冬天里，每天晚上睡觉时，叶文武总是将妻子的两只脚抱
在自己的胸口上，让自己身上的体温温暖妻子的双脚。其实，
这些年来，叶文武胃溃疡的病也比较严重，只要受点凉胃就特
别难受，但是他从不告诉妻子，生怕妻子为自己担心。2016
年，叶文武的腰经常酸痛，去医院检查确诊是“腰椎间盘突出”，
这是一种维修工种的职业病，医生让他住院手术，否则会越来
越严重。叶文武无奈地摇了摇头，请医生为其保守治疗。在医
生得知了他家庭的情况后，也很受感动，为他进行了半年的保
守治疗，使病情有了好转。

对于叶文武来说，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自己能够拥有一个比
较好的身体，在退休后好好照料相濡以沫的妻子。他说“今生
今世，我和我老婆是谁也离不开谁的了。”

杨勤华

真爱，在平凡中闪光

本报讯 为不断提升广大党员的政治
素养，持续推动党员学习教育工作深入开
展，夯实矿山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基
础。日前，冬瓜山铜矿利用周六休息日举
办了2019年度党员学习班，全矿400余名
党员分别参加了上午和下午的两期培训。

学习班上，党员们统一身着橙色工作
服，佩戴党徽，认真聆听了应邀来矿授课的
省委党校李芳教授的精彩授课。她用形象
的语言、生动的事例，从圆梦需要爱岗敬业
精神、深刻认识爱岗敬业精神和持续践行

爱岗敬业精神三个方面阐述了爱岗敬业精
神。整场报告视野开阔，内涵丰富，系统透
彻，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对广大
党员干部具有很强的教育启发意义。

同时，为确保工作学习两不误，尤其是
学习培训能够取得实效，这个矿严格学习纪
律，要求除当天值班领导以及在岗作业的人
员外，其他党员一律不得请假，按时参加学
习，不断让广大党员“加油充电”，做到认真学
习、带头学习，学深学透。通过吸收新理念、
新知识、新方法，转化为工作中的新思路、新

举措和强大动力，围绕矿山生产经营、降本增
效、安全管理和党的建设等工作，带领广大职
工立足岗位，创造新业绩，展现新风采。

这个矿在加快矿山发展进程中，始终
坚持生产和党建思想工作齐头并进。在加
强党的建设上，十分注重党员干部的教育
培训工作，结合不同时期的形势任务，坚持
每年组织全矿党员脱产集中学习，不断增
强党性修养，强调责任意识，充分发挥党员
干部先锋模范作用，迄今这个矿已连续举
办了43届党员学习班。 汤 菁

冬瓜山铜矿举办党员学习班43年不间断

3月21日15时许，铜冠（庐
江）矿业井下工作人员正在陆
续乘坐罐笼上井，准备下班。
这时动力运转中心高书记接到
井下当班破碎工汇报，井下负
910米中段皮带运输机传动首
轮电动滚筒突然发生故障，井
下负910中段是主井提升的装
载系统，运输皮带如果不能正
常运行，将直接造成整个矿山生
产停产。为了确保矿山整个生
产系统正常，单位紧急启动应急
抢修机制，全体总动员与时间开
始赛跑。

“小雨，你带上你的班组去
库房领取滚筒备件运送至负
910米现场。大符，你带上白班
破碎工迅速将皮带上的碎矿铲
下来。小琚，你带领现场维护点
检人员确认现场，立刻拆除滚
筒，准备更换工作。”高书记有条
不紊地迅速安排三组人员分头
行动。

备件运送小组，铲矿小组、
滚筒拆除更换小组同时行动，奏响自己的工
作曲。

叉车操作人员第一时间将叉车开到备
品库，如何将这个圆滚滚的“大胖子”运到现
场，滚筒如何固定在叉车上是备件运送小组
遇到的第一个难题。现场调剂吊车已经等
不及了，工作人员马上现场赶制木锲工具将
圆形的滚筒固定在叉车上，确保第一时间将
滚筒备件运达现场。

铲矿小组为了不耽误拆除更换滚筒时
间，白班人员忘记了此刻已经快下班，夜班
人员也提前上岗，二个班次同时开工，矿石
迅速从皮带上清理下来。

“班长，巷道空间太小，没有起吊空
间，不能起吊，滚筒怎么拆除，怎么更
换？”现场抢修组成员抛出了问题，抢修
组长皱起眉头，扫视现场环境，立刻决定
现场制作龙门架固定手动葫芦，代替起
吊设备。

经过抢修小组近四个小时紧锣密鼓的
奋战，完成了井下负910米中段皮带运输机
传动首轮电动滚筒的更换任务，保证了生产
连续性。此刻，紧绷着神经的小组全体人员
长吁了一口气。 黄从娥

抢

修

近日，凤凰山矿业
公司开展了提升运输系
统设备检查工作，此次
检查主要针对矿井卷扬
机房，混合井井塔、明竖
井和副井井口等提升运
输系统及矿内各单位使
用机动车辆等各项安全
措施进行了全面、仔细
的排查。图为检查人员
察看井口设施。

黄志浩 摄

日前，铜山铜矿分
公司保卫人员对矿山各
作业区域的消防器材进
行检查（如图）。据了
解，针对春季气温回暧
并常伴有大风天气，易
发生火灾事故的实际，
铜山铜矿分公司提前做
好消防器材的“体检”，
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
患。

张 霞 任建中 摄

3月23日，铜冠建安钢构公司
职工餐厅装修结束，正式投入使
用，这个公司员工高兴不已。

“在这样的的餐厅吃饭心情
好，心情好，胃口就好！”生产车间
员工周胜利说时眼睛已眯成了一
条线。

今年年初，铜冠建安钢构公司
将着力改善员工工作环境为工作
重点，其中餐厅改造就是其中之
一。现使用的餐厅已有13年，是一
个面积约150平方米的轻钢结构房
子，夏天热、冬天冷，光线昏暗，时
间长了墙板已出现不同程度的锈
蚀，窗户出现了变形。这个公司本
着节俭、环保、高效的原则，自行设
计装修图纸，在房子的顶部安装集
成吊顶，墙面安装新型的扣板，经
过这一简单、投入少、速度快的改
造，餐厅面貌焕然一新，走进这宽
敞明亮，整洁清爽的餐厅，瞬间让
你心情大好。

“后期还将安装投影仪、音响、
空调等设备，餐厅在服务员工用餐
的同时，也将成为员工娱乐、培训
为一体的多功能场所”这个公司党
支部书记马能飞说。

在这个公司，一些人性化、为员
工着想的举措温暖着每位员工，这
个公司为生产车间10个班组建设
了休息室，为现场5个班组配备了
移动休息室，空调、更衣柜、桌椅甚
至鞋架都配齐，今年还更换了职工
浴室热水器，提供洗发精、沐浴露、
洗衣粉，让员工在工作之余有个像
家一样的休息地。在去年的广东海
亮铜业、上海海亮铜业项目施工中，
远距离施工，人生地不熟，这个公司
选派做过厨师的员工负责现场员工
的饮食，保证员工在辛苦工作后能
吃上热腾腾的饭菜，集中精力投入
施工中。

“员工在单位生活的时间比在
家的时间还要长，作为企业，我们
就是希望员工在单位的生活有一
种家的感觉！”这个公司经理吴志
停说。

3月份，这个公司在手工程达
12项，4月份生产车间和现场即将
迎来大干时期，这个公司为员工提
前准备了方便面、卤蛋等食品，像这
样的小小举措还有很多很多，却拉
近了员工与企业的距离，更凝聚了
人心。 谢玉玲

让员工有一种家的感觉

金隆铜业公司转炉操作人员正在实时抽取粗铜化验样本。这个公司注重加强铜生产全过程控制，对每一炉粗铜都进行抽样化验，
分析检测铜、渣含量，并利用第一时间得到的各项化验指标信息调整生产，使铜冶炼生产更为科学精准，实现效益最大化。

章 庆 杨利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