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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3日上午，夏日的阳
光明媚生辉，将安庆铜矿副井井架映
照得更加挺拔高大。9时整，安庆铜矿
所有党政领导和来自全矿各生产单
位、部门及驻矿外协单位共计400多名
员工，穿着整齐的蓝色夏季工作服，在
副矿长史传哲的带领下举起右手握紧
右拳，进行了庄严的安全宣誓：“我从
事的是矿山工作……为了家庭幸福，
为了家园美好，为了矿山发展，我一定
要做到安全第一……”整齐高亢的宣
誓声响彻云霄。

“安全宣誓”已经成为安庆铜矿的
一个雷打不动的常项，从一开始的大
家不理解，到如今不但人人理解和踊
跃参加，并对安全宣誓有了更深的感
受和认识。

这个矿要求每个生产单位每天早
晨都要进行安全宣誓，每周都要进行
一次全员集体安全宣誓。提起安全宣
誓的重要性，矿安环部部长王红帆感
受最深：“这几年，我们安庆铜矿连续
实现安全年，安全工作真可谓一步一
个台阶，别看安全宣誓是一种仪式，但
是确实起到了强化安全意识的作用，
每次我带领大家宣誓时，我就在想，这
既是提醒大家，也是提醒我自己，抓安
全工作就是要有持之以恒的韧性和时
刻保持警惕的思想意识。”

工程工区是这个矿的主力生产单
位之一，担负着矿山的井下充填、压风
和供风等工作，按照工区区长佘家宽
的说法“从地表到井下，每一个环节都
离不开安全。”他说，工区每天早晨都
要在派班会上进行安全宣誓，让职工
们面对安全誓词和“安全一家亲”照片
墙举起右手宣誓，目的就是让大家时
时刻刻牢记住：矿山的发展离不开安

全，家庭的美满幸福更离不开安全，每
个人举起的右手和握紧的拳头既是对
自己负责，更是对矿山和家庭负责。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安
徽省劳模、安庆铜矿驻外协单位安全
监管韩传松在说起安全宣誓的重要性
时有着自己的体会，他说：“过去，我每
天上班时都会在心里时刻提醒自己要
讲安全，在我看来，这也是内心的宣
誓，效果确实很好。现在，每天进行安
全宣誓，我认为同样是对个人的提
醒。如今，我担任外协单位的安全监
管，只有发现有不安全苗头，我就会提
醒当班职工‘别忘了你的安全宣誓’，
这一招还挺灵。如果有敢于‘三违’的
人，我就毫不留情地处理他，并告诉他
对不起自己的安全宣誓。”

丁明是安庆铜矿机运工区的起重
工，也是一名老党员，他认为，安全宣
誓给人一种庄严感和责任感，自己作
为一名共产党员，就要说到做到，要始
终记住安全誓词，并落实在自己的实
际行动上，这样才无愧于党员这个光
荣称号。

“尽管我们是外协单位，但是安庆
铜矿在安全管理上对我们一视同仁，
我们从安庆铜矿也学到了许多好的安
全举措。平时，我们积极参加安庆铜
矿安全宣誓，按照矿要求抓好安全管
理。我深刻认识到，安全不是哪一个
单位的事情，也不是哪一个人的事情，
而是我们身在安庆铜矿这个大家庭所
有单位和每个员工的事情，进行安全
宣誓，就是让我们在安全工作上要同
心协力抓好它。”月山矿业公司驻安庆
铜矿项目部经理魏玉春说出了自己心
中的见解。

杨勤华

举起的右手有多“重”

李猛到天马山矿业公司督察水处理工作

本报讯 为了企
业的健康可持续发
展，缓解职工队伍老
化问题，近日，金隆铜
业公司主动出击，积
极和多家高职院校对
接，招录预备制技术
工人。由于企业发展
前景较好，工作待遇
优越，这个公司吸引
了近40名素质较高的
应届高职生报考。

这个公司本着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组织了预备制技
工招录考试。集团公
司对金隆铜业公司技
工招录工作大力支
持，抽调各专业技术
人员组成出卷、阅卷
专家组，在纪委的监
督下，对应聘的高职
院校毕业生进行笔
试、面试考核。笔试
内容涉及公司的企业
文化、管理制度、操作
规程、安环和5S基础
知识、所学专业基础
知识等，面试内容涵

盖应聘动机、沟通应变、态度和责任
心等，多维度考核应聘者的知识水平
和基本素质，为公司挑选优质人才、
补充新鲜血液。面试时，他们畅所欲
言，激情昂扬地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
现给评委们，本次预备制技工招录工
作正在顺利进行之中。

陈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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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4日下午，省直、中直
驻皖单位离退休干部工作协作组会议
在五松山宾馆三楼A会议室召开。省
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夏小
飞，省委老干部局副局长蔡敦琪，集团
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明勇出席
会议。本届协作组组长、副组长，上届
协作组组长及省委老干部局机关各处
室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陈明勇在会上致欢迎辞，并简要介
绍了铜陵有色的历史沿革及老干部工
作开展情况。他说，这次全省老干部工
作协作组组长会议在铜陵有色召开，充
分体现了省委老干部局对铜陵有色的
关爱，将给我们提供一次难得的学习机
会，必将鼓励和鞭策我们进一步做好老
干部工作。下一步集团公司老干部工

作重点，一是进一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
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
期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
委老干部局的工作部署和要求，扎实做
好老干部各项工作；二是在落实老干部
两个待遇的同时，更好地做好离休干部
医疗统筹管理服务工作。

会议宣读了《关于省直、中直驻皖
单位离退休干部工作协作组组长、副组
长调整的通知》，向新任组长、副组长颁
发了聘书。

据悉，离退休干部工作协作组组
长、副组长每两年调整一次，由各协作
组召开会议，进行民主推荐及上报，并
经省委老干部局局务会研究批准。此
次共有36名同志担任协作组组长、副
组长，聘期两年。

会上，与会代表围绕“如何发挥协
作组作用，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老干部
工作”“离退休人员信息化管理”“离休
干部看病就医绿色通道遇到的新情况”
等问题展开座谈，交流工作经验。

夏小飞作会议总结讲话。他指出，
近年来，各协作组组长单位认真履职尽
责，各成员单位积极参与支持，围绕协
作重点，创新工作载体，搭建交流平台，
实现了工作制度到位、组织协调到位、
学习交流到位、督查落实到位“四到
位”，协作亮点多、成效好。

他强调，协作组是加强成员单位联
系的桥梁纽带，是推动老干部工作落实
的有力抓手。新一届协作组组长单位
要积极履职尽责，要进一步搞好组织协
调，进一步搞好沟通交流，进一步搞好

互动学习，切实推动协作组工作再上新
台阶，为全省老干部工作发展进步做出
新贡献。

他强调，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深入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
述，积极适应新形势新变化，认真谋划
新途径新办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坚持改革
创新、做深做优，更好地发挥协作组的
平台作用，在注重“做”的基础上更注重

“做好”，在注重“量”的基础上更注重
“质”的提升，推动老干部工作质量和水
平不断提升。

6月5日上午，与会人员一行实地
走访参观了金冠铜业分公司及金威铜
业公司。 萨百灵

省直、中直驻皖单位离退休干部工作协作组会议在铜召开

本报讯 日前，月山矿业公司
获得安庆市第十届文明单位荣誉称
号，这个公司已连续三届获得此荣
誉。

一直以来，月山矿业公司从以
创建文明单位为载体，抓职工队伍
的思想教育和素质教育，加强道德
建设和作风建设，积极改善内部环
境，努力营造团结一心，积极进取的
和谐氛围，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经营
工作。

这个公司党委结合工作实际，将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列入党委工作部
署，认真制订创建工作规划，在工作
中加强宣传引导的力度，每年度编发

宣传单页，向广大干部职工大力宣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明创建应
知应会知识，树立先进典型，注重发
挥榜样的力量，建立健全精神文明建
设组织机构，使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做
到了有机构、有计划、有措施，有考
核。在创建活动中，领导干部积极主
动地推进工作，而且自觉发挥模范作
用，带领职工开展创建活动。形成了
齐抓共管，人人参与，层层负责，层
层落实的局面。

这个公司党委大力倡导“我以企
业为家，企业以我为荣”的工作观
念。从加强两级班子建设和党员队
伍建设、干部职工队伍建设，开展广

泛深入的主题教育活动；从工作作
风、勤政廉政和厉行节约等方面，对
公司领导班子、中层干部和机关管理
人员提出了具体要求，使干部队伍的
精神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工作作
风、服务意识明显加强。

还注重加强企业文化基本知识
的培训教育，使职工统一了思想，逐
步对企业文化的目的意义和作用逐
步有了正确的认识。对公司企业文
化的现状以及发展愿景进行了调研，
确立了企业发展的途径和发展方向，
与集团公司企业文化理念相融合，进
一步丰富了企业精神内涵。

田 芳

月山矿业公司精神文明建设再获佳绩

中安在线、中安新闻客户端讯 资
源“吃干榨尽”，创新精益求精。5月28
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长三角主
流新媒体采访团走进铜陵有色集团公
司，探访这座中国铜工业的摇篮企业，
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推动高质
量转型发展的经验做法。

无废工厂——废水处理后可以养
鱼

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走进
铜陵有色金冠铜业分公司的无废工
厂，扑面而来的不是乌烟瘴气的烟

柱，而是绿树成荫、鱼戏莲叶间的生
态景色。

金冠铜业分公司是国内一次性建
成单体最大的铜冶炼企业，目前已经
发展到60万吨规模。这么大规模的
铜冶炼企业，却基本不排放废气、废
水，通过工厂内循环，将资源原料“吃
干榨尽”。

“所有进去的原料，出来的都是产
品。”金冠铜业动力车间副主任段宜江
介绍，金冠铜业厂区处理过的工业废水
可以养鱼，而且97%以上的污水实现重
复利用。在废气处理上，也实现了
99.9%的硫捕集率，回收利用率达
98%，“国家给我们划定了1000吨的排
放红线，而我们现在排放不足300吨，
远远低于环保红线。 ”

铜箔厚度——不及头发丝直径的
十分之一

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概是70微
米，而铜陵铜冠铜箔公司生产出的铜箔
产品只有五六微米，是一根头发丝直径
的十几分之一。

铜箔主要应用于锂离子电池，我们
日常生活中的新能源汽车、手机等产品
都能用到。铜箔越薄，电池的能量密度
越高，续航里程越久。

“一吨电解铜原料售价5万元，一
吨我们加工后的铜箔则能卖到10万，
价值翻番。”铜冠铜箔公司副总朱晓宏
介绍说，公司主要为比亚迪、宁德时代、
国轩高科供货，目前还在洽谈4微米以
下的载体铜箔、打孔铜箔项目，通过不
断的产品创新，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

融入长三角——抢抓一体化“红
利”

谈到长三角一体化，铜陵有色集
团公司党委委员、股份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蒋培进介绍，铜的消费跟工业
化水平紧密相关，长三角是国内最大
的铜消费区，所以铜陵有色的客户主
要就集中在长三角地区，“铜陵有色在
江苏、浙江都有分厂，金融、贸易公司
则设在上海，与长三角其他地区早已
密不可分。”

去年正式加入长三角大家庭后，铜
陵与长三角地区的合作发展更为密
切。蒋培进表示，铜陵有色也将更好发
挥特色优势，乘着长三角东风，抢抓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新机遇，更加主动地融
入长三角市场。

这家企业处理后的废水能养鱼 铜箔厚度不及头发丝

截至5月31日，矿产资源中心第一项目部克服作业点多、面广、摊子大等不利
因素，强化管理，精准施工，累计钻探进尺5757.60米，钻孔合格率100%，岩矿采取
率95%以上，完成年计划的57.58%，顺利实现“双过半”。

周 成 摄

天热了，随着冬瓜山铜矿生态环
境的变好，这个矿位于半山腰的物资
仓储中心民爆器材库的大院里，“不速
之客”的蛇明显多了。这些蛇，多为体
长超一米甚至两米多的大家伙。不说
这些“不速之客”有没有毒、是不是国
家保护动物，就说在不是专业捕蛇人
士和没有专业防护设施的情况下，为
了保证人身安全，自然是“害蛇之心不

可有，防蛇之心不可无”。
近日，民爆器材库班长方明照，在

完成日常工作后，又穿上长筒胶靴和
工作服，将割草机在身体肩上挂好，再
戴上摩托头盔。戴摩托头盔是为了防
止割草或灌木时的碎屑飞溅。方明照

“武装整齐”后，充当助手的同事，用木
棍敲打草丛起打草惊蛇的作用。这
时，方明照手握割草机精心操作，一丝
不苟割除杂草灌木。边边角角，使用
割草机不方便，就由助手用镰刀一棵
一棵地割除。杂草灌木清除后，通过
物资仓储中心运来石灰洒上，让蛇无

藏身之地。水沟盖板间隙较大，为防
止蛇从水沟里通过间隙钻到路面上，
就用选厂废旧的厚实皮带盖上。通过
物资仓储中心加大夜间照明，增加水
池、厕所照明灯具。加大保洁力度，及
时清运垃圾，因为垃圾，尤其生活垃
圾，容易招来老鼠，而老鼠又容易招来
蛇。通过班组会和微信群，告诫库房
班组人员，工作时一定要穿戴好劳保
用品，上下班要注意观察路面和周围
情况，巡查时要带上长木棍或铁锹，不
时拍打，驱逐“不速之客”。

钟小华

“逐 客 记”

6月3日下午，市委书记李猛前往天马山矿业公司督察水处理工作，集团公司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龚华东陪同督察。

李猛实地查看了东村净化站水处理系统，对这个公司在环保方面的工作表示
肯定。他强调，环保是每个企业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要有超前意识，持续加大技
改和环保投入，实现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朱 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