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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劳动模范蔡顺利安徽省劳动模范蔡顺利

在铜冠建安第一建筑工程事业部，
员工对领导的建议与意见，不是冲进领
导办公室“说道说道”，而是去找事业部

“先行者学习联盟”评说；部门与部门之
间有误会，不是部门负责人之间互相怄
气，而是通过“先行者学习联盟”这个

“过桥”去沟通；员工或部门对考核结果
不满意、有异议，也是通过“先行者学习
联盟”去解决。更独特的是，如果事业
部领导层集体制定的某一项考核措施
或政策有不合理处，“先行者学习联盟”
也可以根据收集的民意，推翻领导层的
决议。几个月以来，“先行者学习联盟”
在事业部承担了公平公正合理解决问
题的“仲裁办”所有职能。

9月底，事业部考核8月份绩效，事
业部的财务部门与商务部门由于对考核
的条款持不同理解观点，部门间出现了
观点上的分歧。在面临考核、扣分、拿钱
多少的实际问题面前，谁是谁非，两部门
负责人没有争吵、没有红脸，同时找到

“先行者学习联盟”来“仲裁”。“仲裁”的
结果，是顺利疏通了各自对条款理解的
偏差，也给事业部下一年度对考核条款
的完善，起到了发现修补漏洞的作用。

今年8月份成立的铜冠建安第一事
业部“先行者学习联盟”共有6名成员，
领头的是事业部副经理徐高峰，另5名
成员涵盖了部门负责人、基层员工，人员
层次上覆盖了事业部的方方面面。代表
的广泛性、先进性，处理事情的公正性，
数月以来，“先行者学习联盟”成为事业
部员工心中最得民心的“审判法庭”。

绝不会因为某一位领导的意志，损

害任何一位基层员工的利益，是这个
“仲裁办”最能获得人心之处。一个基
层员工对自己9月份的绩效考核与某
一考核制度提出异议。“先行者学习联
盟”成员们立即找来这位基层员工面对
面交流。对对方提出疑问的合理性进
行思考、对沿袭下来、至今沿用的这一
考核制度的合理性展开研究、对员工耐
心答复并就合理诉求给予帮助。

绝不会因为部门负责人身为“仲裁
办”成员而给予偏袒，更是这个民间“仲
裁办”公正独到之处。今年10月份，第
一事业部下属的某一项目部因为工期
紧张，在工程所在地区临时找来几位有
资质的外包工人帮助工作了2天，被发
现后，外包人员及时中止工作并退回。
按照事业部规定，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
由私自使用劳务人员。尽管工期紧张
情况属实、私用劳务人员也不过2天，

但下属的这一项目部经理仍然受到个
人罚款10000元的处罚，事业部主管部
门的负责人因监管不力连带责任，个人
受罚5000元。而这位受连带处罚的负
责人，正是“仲裁办”成员之一。

“让违规者深知因自己的错误给自
己带来损失、也给别人带来痛苦；让失
职的监管者感受权利的同时，更感受责
任；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理念成为互
相督促的警钟；让人人想上进、人人感
受相对公平公正，这是仲裁的最终目
标。”铜冠建安第一建筑工程事业部经
理姚同宝介绍，“（事业部）‘先行学习联
盟’之所以有生命力，也得到员工们的
拥护，因为他们给企业内部注入了积极
向上、人人想好、公正公平的氛围。对
决策者，可以减少失误，对管理者，可以
督促鞭策，对一线员工，让其学有榜样，
干有动力。” 江 君 李明良

事业部里有个“仲裁办”
本报讯 近日，《金冠铜业分公司

开展廉洁风险防控工作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正式印发，这个公司就
进一步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全
面推进企业廉洁风险防控工作。

这项工作分安排部署、全面推
进、总结完善三个阶段，从10月18日
起予以实施，通过广泛深入的学习宣
传，增强员工防范廉洁风险的主动性
和自觉性，全面排查出岗位、单位、领
导班子成员廉洁风险点，规范业务流
程，健全内控制度，逐步建立起“岗位
—业务流程—制度”有机结合、预警
在先、防范在前的廉洁风险防控工作
机制。

当前，这项工作正处于全面推进阶
段，这一阶段为期2个月，将持续到今
年底。在这一阶段，金冠铜业分公司将
重点梳理和排查思想道德、制度机制、
岗位职责、业务流程、外部环境等风险

类别，采取“自己找、员工提、互相查、领
导点、组织评、党委督查”等方式，结合
信访举报、述职述廉、审计及巡视巡察
等发现的廉洁风险信息，查找可能引发
腐败的风险，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风
险防控措施。

围绕查找的廉洁风险点和评定的
风险等级，金冠铜业分公司将依据有关
制度规定、廉洁从业要求、工作责任、工
作权限、工作标准，制定切实可行的防
控措施，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责。

《方案》进一步明确了风险防控预
警处置机制，公司纪委针对腐败现象易
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一方面
通过日常监督管理、信访举报、干部考
察、述职述廉等多种途径，广泛收集整
理廉洁风险信息；另一方面跟踪检查防
控措施执行情况，及时发现问题，综合
运用风险提示、诫勉谈话、责令纠正等
措施，及时化解廉洁风险。

萨百灵 吴家富

金冠铜业分公司全面推进廉洁风险防控工作

党员和干部要牢记确保政令畅通
的政治纪律，决不允许出现阳奉阴违，
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着
力培养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坚强的政
治纪律性，确保中央决策得以坚定不
移的贯彻执行，确保政策上下一致不
走调。

要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
思想。在工作中，把群众的呼声当作
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当作第一选
择，把群众的利益当作第一考虑。增
强工作透明度，积极为群众解决热点
难点问题。涉及群众利益的大事，充
分征求群众意见，真正做到“权为民所
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决
反对高高在上，唯我唯大，脱离群众的
不良作风。

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克服推诿扯
皮、“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
的不良作风，切实做到微笑服务、主动
服务、优质服务。

勤政廉洁是反映干部作风好坏的
标准之一。坚持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从源头制止腐败。坚决反对个人主义、
享乐主义；坚决反对优亲重友，厚此薄
彼；坚决反对吃拿卡要、公款大吃大
喝。大力倡导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作
风，坚持恪守做人本分，做到公正办事、
清白为人。

良好的工作作风与精神状态是干
事创业的前提。没有踏实苦干的工作
作风、没有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没有
铁一般的工作纪律，再好的蓝图都会
流 于 空 想 ，抓 落 实 就 会 成 为 一 句 空
谈。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与深水
区。在啃硬骨头、涉险滩的改革发展
过程中，党员干部都要以守土尽责的
意识、舍我其谁的担当与积极务实的
作为，凝心聚力抓发展、抓落实。但也
有少数干部不担当、不作为，研究改
革，困难摆出一大堆，总想再等一等、
看一看；落实工作，要么左右为难、畏
首 畏 尾 ，要 么 失 之 于“ 粗 ”、失 之 于

“虚”、抓得不具体不细致不扎实。如
此种种，影响改革进程，贻误发展良
机，应引起警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11 月 12 日，
铜陵有色设计研
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 举 行 揭 牌 仪
式，标志着原设
计研究院正式由
工厂制企业改为
公司制企业。铜
陵有色设计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
将以推进技术创
新、管理创新，实
现高质量发展为
核心，做强做大
做优做久设计研
究品牌。

萨百灵
陈梦秋 摄

日前，铜陵铜箔公司为了加快产品更新进度，提高产品质量，对溶铜钝化系统
实施了更新改造。图为员工正在安装钝化排液阀门。 刘汤青 摄

蔡顺利，中共党员，专科学历，1977年1月出生，冬瓜
山铜矿采矿工区出矿班铲运机工、班长。2012年至2017
年，他累计奉献工休日162天，节约生产成本112.7万元，
班组实现了“零工伤”“零事故”。2015年被评为集团公
司劳动模范，2017年荣获安徽省劳动模范。

作为一名党员、出矿班铲运机工，蔡顺利在出矿生产
中发挥出先锋模范作用，加班加点，冲在最前面。身为一
班之长，他还善于班组生产管理。他竭力推行两套班组
管理法，其一是“五化”管理法，即做到安全管理常态化、
出矿管理高效化、成本管理节约化、设备管理精细化、5S
管理标准化。为保证“五化”管理法落到实处，各出矿小
组在井下交接班，带领班组47名员工完成出矿量140.22

万吨，占全矿坑下出矿总量的33.69%。
蔡顺利的第二套班组管理法，就是“5个等于号”降本

法，把“五小”、5S管理、TPM管理、废旧物资回收再利用、
责任心与降本增效等工作划等号。由他积极推动的“小
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活动让班组得到
了实惠，每年仅大块矿石二次爆破技术革新就节省炸药
21吨，节约生产成本10.5万元。通过TPM管理，开展班
级全员参与的生产维修活动，使班组设备性能达到最优，
全班8台铲运机的运转率达到95%以上。他在生产中还
同时规定，铲运机工班前必须清扫出矿区路面、水沟等处
的矸石、铁件、杂物等，确保现场和设备清洁，将班组5S
管理落到了实处。 王红平

本报讯 铜山铜矿分公司瞄准
全年奋斗目标，分工协作，落实各项
安全工作措施，为实现生产目标提供
保证。

把好安全入井关。这个公司坚
持把安全生产管理作为完成全年任
务的首要工作，着力排查薄弱环节和
人员，重点对全员班前、入井前、班中
与班后等环节的不安全因素及薄弱
点，进行全方位排查，确保企业员工
不带情绪、不带隐患上岗。“三位一
体”不完备不通过，（即员工入井前每
日安全一答，指纹过闸机与定位识别
卡同过才能过入井前的闸机）；自救
器没带或没有背在肩上不通过；工程
车辆无牌无证不通过，严格驾驶人员
的准入条件，按照“一车一证”的规

范，定期对车辆进行刹车系统、传动
系统等进行检查，把潜在隐患阻挡在
入井之前。

安全课堂同步学。为了提高矿
山安全教育培训效果，这个公司除了
班前会安全学习之外，规定了每周二
下午三点钟以各单位派班室为“安全
课堂”，全员学习，把事故案例、岗位
工艺流程、危险源防控、安全规章制
度等内容纳入“知识要领”，抓重点、
分层次、深剖析，使每位员工愿意听、
容易接受、便于记住。这个公司党政
班子成员也积极参与其中，轮流为各
单位“送安全”，聆听安全课。各单位
党支部书记也相互“送安全”，登台授
课，教育引导员工在听课中受启发，
在议论中有触动，在反思中有警醒，

把所听到的知识真正地应用到工作
实际中。

现场管理措施严。针对四季度
井下各作业点的不同特点，这个公司
定期或不定期地检查、抽查隐患排查
治理工作，落实工区、班组、个人安全
隐患排查治理责任，从作业环境、设
备点检、系统维保、操作流程和岗位
安全等方面认真排查。对检查或发
现的安全隐患将在公司内网上公开
挂出，标明是何单位、负责人是谁，什
么事项，限定整改时间，接收大家监
督；同时，这个公司严格定期巡检巡
察制度，强化动态监测监控，加大网
络视频监控的投入，消除监管盲区盲
点，提升安全管理成效。

余 飞

铜山铜矿分公司多点发力 提升安全管理成效

本报讯 日前，由铜冠矿建公
司沙溪项目部承建的铜冠（庐江）
矿业公司井下生产一线捷报连连，
负 530米中段凤台山 2号沿脉巷、
探矿巷及负410米中段铜泉山联络

巷先后实现精准贯通，这为负 530
米中段凤台山采区的探矿工程及
采场形成提供了有效保证，也给负
410米中段采场掘砌过程的通风和
无轨运输创造了有利条件。巷道

精准贯通是将质量控制落到实处
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为下一步作业
提供了安全的施工环境，安全意义
重大。

曾红林 李 勇 吴 江

铜冠矿建沙溪项目部负410米和负530米中段重要巷道实现精准贯通

本报讯 随着矿山生产自动化程度
的提高，冬瓜山铜矿加快推进设备管理信
息系统建设，不断提升企业设备管理水
平，保障生产经营持续稳定运行。

为扎实推进设备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这个矿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实
施推进组，负责信息收集整理录入和流程
再造需求设计工作，制定项目重点工作计
划、管理目标和分解，并对完成情况进行
监督、考评。每月组织召开一次推进工作
例会，听取各成员单位实施部门负责人的
工作汇报，协调解决跨部门的有关问题，
交流商讨设备管理信息系统实施有关工
作和具体落实情况，积极推进整体系统建
设项目的实施。同时，对全矿各相关部门
和单位布置了具体任务和要求，设备管理
信息系统中标单位负责整套系统业务流
程的详细设计和技术实现，完成在矿山的
整套系统安装、调试、运行、指导、培训、数
据分类等工作。

目前，这个矿上下联动，齐心协力，本
着高度负责的态度，梳理并准确做好设备
基础数据的采集、编码和录入，认真做好
设备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基础工作，按照系
统建设要求和进度节点，保质保量完成项
目建设各项工作，不断促进全矿设备管理
体系健全与建设，实现设备综合效率和设
备寿命周期费用控制最优化。 汤 菁

冬瓜山铜矿加快推进
设备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本报讯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选矿
车间是用电大户，这个车间坚持“四步走”
把节电工作落到实处，确保节电增效。

提高设备运行效率，通过各种技改手
段和工艺原理使半自磨运行功率降低近
1000千瓦。降低半自磨机给料粒度，调整
半自磨机出料端格子板孔径，并适当增加
顽石窗衬板的数量，避免其过度磨损。通
过调整磨机钢球充填率及钢球配比，磨矿
浓度以提高球磨机和立磨机的磨矿效
率。同时，调整旋流器入料压力、沉砂嘴
大小，进而提高了原矿旋流器和铁精矿旋
流器的分级效率。

配合调度统一调控，用电合理避峰错
谷。选矿车间在日常生产过程中，对于那
些不需要一直运转的设备，都是选择低谷
电和平价电时段运转。当遇到停产检修，
提前合理选择和预判恢复生产时间，选择
在夜间低谷电时段恢复生产，各班组联动
做好虚量控制，将用电控制在合理负荷
内。

优化设备操作过程，尽量缩短设备空
转时间。选矿车间在短时调整停产时，尽
快清洗浮选系统继而停下相关设备，避免
设备空转耗能；调整铜、铁陶瓷过滤机开
机频率，由之前的每小班运转一次改为到
合适的压力后再运转以减少陶瓷过滤机
的运转次数。

提高全体职工的节能意识。定期开
展“节能降耗”宣传教育活动，将节能降耗
落实到生产过程中的点点面面。严禁厂
房“常明灯”现象，规定室内空调开机条件
和设定温度，并将其列入班组绩效考核
中。 黄从娥 王洪流

铜冠（庐江）矿业选矿车间
节电增效“四步”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