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日前，第19个全国“安全
生产月”活动正式拉开，安庆铜矿围绕

“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主题，
以“前奏曲、进行曲、交响曲、协奏曲”
四部曲，强劲奏响矿山安全生产月最
强音。

“前奏曲”，宣传氛围浓。这个矿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创新开展“安全
月”宣传教育活动。各基层单位负责
人带头宣讲或发表安全生产署名文
章。并利用派班会、安全学习会等组
织职工观看央视新闻、新华网、人民智
云等主流媒体和网站开设的“安全生
产大家谈”云课堂。结合“强化意识，
防控风险”活动方案，广泛宣传“安全
生产月”活动内容，通过LED显示屏、
局域网、悬挂宣传横幅、张贴宣传画等
宣传工具，学习宣传安全发展理念，增
强矿山主体及外协单位职工防灾减灾
救灾意识和能力。

“进行曲”，内容形式广。这个矿
结合矿山安全生产月主题，采取多形
式展开系列活动。6月1日下午在矿外
招大会议室组织举办主题为“消除事
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的年度消防安
全知识培训，旨在增强广大职工防火
意识，扑救火灾及火场逃生能力；6月4

日在副井广场组织职工进行安全宣誓
和安全承诺签名和安全环保宣传活
动，把安全生产的理念落实到基层一
线员工，筑牢安全生产思想基础；6月
中旬开展班组长安全专题教育培训，
进一步提高基层班组长安全管控能
力，筑牢安全管理基层防线。

“交响曲”，活动载体新。这个矿
各基层单位开展安全环保自主创新活
动。组织职工观看国务院安委办、应急
部开展的“主播走现场”、全国“安全生
产月”官网平台开展的知识竞赛以及全
国统一开展的安全打榜直播答题活动；
开展安全生产话题讨论活动，各单位组
织职工开展“我是安全明白人”“我要安
全”“查隐患反三违”等专题讨论，开展
家属安全座谈会等形式，增强员工安全
防范意识和能力提升；组织开展“安康
杯”竞赛、“团员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先进班组”、5S精益管理班组、岗位文
明生产等形式新颖多样的活动，宣传工
作中涌现的先进典型、事迹，经验做法，
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舆论氛围。

“协奏曲”，安全成效实。这个矿
活动月期间，将开展现场“隐患排查整
治进行中”专题活动。安环、保卫等安
全环保管理职能部门，牵头组织开展
防洪防汛、特种设备、用电、提升、通
风、消防及危化品等专项安全检查，各
基层单位开展安全隐患自查，全面排
查治理各类事故隐患，全力夯实矿山
安全生产基础。 程海滨

安庆铜矿：“四部曲”奏响“安全月”最强音

因近期要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所以这个周六周日在办公室写材料。
民主生活会的材料有个批评和自我批
评环节，要查找自己存在的问题，指出
别人存在的不足。写这样的材料虽多
次，但每每写到查找自身存在问题和
指出别人不足时，总是思考再三，难以
着笔。正在我搜肠刮肚，左右为难之
时，我打开了刚买的新书，万维钢写的

《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的思维理解世
界》，也算是换种方式小憩一会。

老师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就是
提供即时反馈。世界上最好的高尔
夫球球手，最好的国际象棋棋手，他
们比赛水平肯定超过自己的教练，可
为什么还要请教练？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教练能在训练时以旁观者身份
提供即时反馈。一个动作好不好，最
好有教练随时指出，本人必须能随时
了解练习结果，看不到结果的练习等
于没有练习；如果只是应付了事，不
但不会变得更好，而且会对好坏不再
关心。人一定要有反馈，因为人容易
陷入自己的思维。所谓旁观者清，这
样才能发现不足。

当我读到这段话时，怦然心动，颇
有感慨。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正是即时
反馈吗！批评就是别人的反馈，反馈
不是表扬而是在真刀真枪的批评中红
脸出汗，正如书中所说：最好的老师就
是即时反馈而不是激励。自我批评就
是自我反馈，自我反思，自找差距，为
自己赋能，达到自我提高的目的。从
这个维度来看，无论是批评还是自我
批评，我看都要真诚，都要真心，为自
己好更为别人好。如是，善莫大焉！

一个人能否成才取决于两个能
力。一个是学习能力，一个是纠错能
力。持续不断地学习是让人增加“长
板”，及时纠错也是为了弥补“短板”，这
两者都是增加正能量，为一个人的成长
成才持续增加动能。批评和自我批评
何尝不是如此！善于从别人的批评中
改进提高自己这就是学习能力的体现，
古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善于在自
我批评中完善提升自己这就是纠错能
力的体现，古人又说“吾日三省吾身”。

一件事如果不是竞争，哪怕像高
空跳伞一样惊险，做过三次后就会慢慢
获得平常心；一件事如果是竞争，哪怕
是舞蹈比赛，你不管多少次还会感到有
压力。同样，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如
此。没有红脸出汗就不会有压力。

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持续不断
地从外界获得有效的反馈，从旁观者
的角度发现不足，指出需要改进的地
方，为的是向更高更好的目标奋进。

林积才

“批评和自我批评”
是最有效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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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2日9时28分，合肥
市庐江县碧空如洗。在金鼎矿业——
黄屯硫铁矿年产100万吨采选建设工
程现场，吊车扬起巨臂，在礼炮声中徐
徐上升，将跨度为25.5米选矿车间磨
浮主厂房横梁稳稳“合”在高耸的主厂
房两边立柱上，两边施工人员迅速进
行安装。随着该主厂房“上梁”成功，
标志着铜冠建安钢构公司承接该项工
程进入关键时间节点。

据悉，建安钢构公司承建金鼎矿
业——黄屯硫铁矿采选建设工程13
个子项目，建筑面积达1.28万平方米，
钢材用量达2220多吨，施工工期为4
个多月。“这是我公司首次这么短时间
承接完成钢构安装任务，在确保安全、
质量的前提下，加速完成钢构安装任
务，按照时间节点要求交付，确保业主
项目按时投产。”铜冠建安钢构公司经

理吴志停告诉记者。
建安钢构公司自从4月27日施工

进场以来，克服雨水多、多工种交叉作
业等不利因素，赶工期、提速度，参战
人员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0多个小时，
仅在20多天时间内完成了初破碎车
间、筛分车间厂房主体安装。“我们队
伍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是支能打
硬战、能赢硬战的队伍，磨浮主厂房横
梁安装工程只需要两天时间就能完
工。”铜冠建安钢构公司金鼎矿业项
目部经理于贺松信心满满地说。

为确保工程按时交付，建安钢构
公司加强人材机配合，实行加工车间
和现场安装无缝对接，管理人员、技术
人员、加工和安装人员实行全天候信
息畅通，加强密切协调配合，在全力以
赴保主保重的前提下，努力实现所有
项目进度稳步推进。由于这次厂房安

装均属高空作业，建安钢构公司加大
安全投入力度，购买爬梯、防坠器10
多万元，安装在厂房施工每根立柱上，
在原有安全的基础上增加二次保
险。 同时实行每天安全晨会制度、现
场安全交底、安全员现场监督，紧绷安
全生产弦。

“由于项目工程时间紧迫，不少项
目边设计、边来料加工、边施工，不断
对材料进场、施工安装和工程进展等
时间节点进行优化，根据现场需要即
时调整。”吴志停说，“高温季节即将到
来，也是该项目全面铺开大干的时候，
公司将实行防暑降温和生产建设两不
误，加强人文关怀，全力实现钢构公司
在项目建设速度上的新突破。”

下图为项目建设现场。
夏富青 马能飞/文
王红平 汪锡铜/图

铜冠建安钢构公司加速外部工程项目建设进度

同志们：
今年6月份是全国第19个“安全生

产月”，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有效遏制重
特大事故发生”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
集团公司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深入开展，
集团公司将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活动
主题是“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
线”。各单位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结
合集团公司“强化意识，防控风险”活动
方案，以防控风险、整治隐患为宣传重
点，增强员工安全意识，提升员工安全
素质，提高防控风险能力，促进集团公
司安全生产水平持续提升，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稳定好转。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

念，增强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的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各级党政领导干部
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通过领导干部带
头讲、一线人员互动讲相结合的方式，
组织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重要论述网络课堂培训，推动学习贯彻
工作走深走实。

二、开展“排查整治进行时”专题活动
按照上级部署和要求，在开展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的同时，集
团公司将结合“强化意识，防控风险”
活动，开展“排查整治进行时”专项活
动。一是加强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宣
传；二是深入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隐患，
全面排查员工身边、生产经营活动重
点场所、关键环节等安全风险隐患，突
出源头治理和精准施治，强化安全风
险防控。

三、加强安全教育培训，提升全员
安全意识

安全培训是促使企业从业人员遵
章守纪，防止事故发生的有效途径。我
们必须牢固树立培训不到位就是重大

安全隐患的思想，以加强安全文化建
设、落实培训责任、提升培训质量、培养
安全专业人才为重点，全面营造学安
全、懂安全、管安全的浓厚氛围，确保安
全规程人人过关。要充分利用学习强
国、应急管理干部网络学院、安徽干部
教育在线等线上学习平台，以及公司内
部的智能安全教育培训基地，安全文化
创建等载体，组织开展安全生产知识集
中学习，进一步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和风
险防控能力。

四、抓好外协队伍，强化一体化管控
外协队伍是集团公司生产经营的

必要补充力量，也是安全管理的重点、
难点和薄弱环节。为加大对外协队伍
的安全管理力度，各单位要认真实施集
团公司确定的“一企一策”方案，采取

“业主直管制”，确保外协队伍“一体化”
管理新模式落实到位，杜绝“以包代管”
现象。安全生产人命关天、责任如山，
各单位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发
展理念，深刻汲取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教
训，把红线意识、安全底线思维贯穿工

作全过程、各方面，以“一失万无”的警
醒警戒警觉实现“万无一失”，坚决筑牢
安全生产防线。

五、强化风险管控，坚持防患于未然
安全生产管理要突出过程管控环

节，把安全风险管控挺在隐患前面，把
隐患排查治理挺在事故前面，构筑安全
事故防线。今年，集团公司将加快推行
生产作业安全风险管控系统建设，持续
深入进行隐患排查治理和现场安全管
理，加大“三违”查处力度，引入安全管
家服务，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借助铜陵
市开展的专家会诊指导，助力企业风险
管控再提升。开展安全管理人员工作
交流，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现
代信息技术对安全工作进行全面监管。

同志们，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我
们要积极参与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安
全，重视安全，实践安全，扎实抓好集团
公司安全生产各项工作，齐心协力，攻
坚克难，推动集团公司安全工作稳定发
展，为集团公司打赢“十三五”收官之战
提供有力保障。

——在集团公司2020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中的讲话
□ 龚华东

强化风险管控 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讯 5月31日，一支在月山矿
业公司基层单位选调5人的施工小组在
安铜项目部党支部书记钱寿祥带领下，
奔赴安徽铜冠（庐江）矿业开展井下配电
房清灰除尘、变压器检查、电器维护等工
作，这也是继安铜项目部承揽安庆铜矿
劳务工程的基础上，迈出的新的一步。

“等不来工程，就迈开腿去找。前
提是我们先服务好安庆铜矿生产维修
的一切需要。利用剩余力量，凭借平
时积累的好口碑，拿出勇气到外面找
工程量，凭劳动，凭汗水，为对方做服
务，也为自己职工收入能稍稍有点提
高。”6月1日下午，月山矿业公司安铜
项目部党支部书记钱寿祥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月山
矿业公司安铜项目部在安庆铜矿内部
承揽的劳务工程量与计划工程量相
比，幅度相距较大。为了保证年度任
务的完成，在充分做好业主单位安庆
铜矿工程的同时，月山矿业公司安铜
项目部不等不靠、积极拓展劳务工程
工作思路，与安徽铜冠（庐江）矿业公
司领导多次接触，凭着良好的口碑、优
质的服务质量，终于在日前承揽到了
该公司井下配电房检修任务。

针对此次检修工作对专业资质的
特殊要求，月山矿业公司抽调了以该
公司机动车间主任廖先奎为骨干的5
名电气施工人员，按照检查维护内容，

制订工作方案，强调安全注意事项，指
定了停送电责任人，检修人员在了解
工作分工后，乘罐笼来到负770米中
段配电房，停电、挂接地线，大家投入
到紧张有序的检修工作当中……

本次检修从5月31日开始到维修
结束只有三天的工作时间，时间紧、任
务重。“我们是第一次来到铜冠（庐
江）矿业公司承揽到检修任务，每个人
都要努力做好每一个检修环节，保证
检修质量，充分展示月山矿业人的良
好形象。为业主方把事情做好是应
该，更是为了我们以后承揽任务树形
象，打基础。”该项任务施工项目负责
人廖先奎感慨。 江 君 吴庆琳

月山矿业公司安铜项目部找“米”下锅

5月 29日上午，枞阳县钱铺镇井
边小学的走廊上，三年级学习委员小
顺从村扶贫工作队长何宏杰的手中接
过魔方，摆弄着递给了身边的伙伴们，

“你们看，还有魔方哩！”
井边小学是钱铺镇最偏远的山区

教学点，也是村里唯一的一所小学，56
名学生中有36名是留守儿童。它所在
的村子叫井边村，是矿产资源中心“城
乡结对、单位包村、干部包户”的定点
帮扶村。

“六一”儿童节前，矿产资源中心团
总支负责人与何宏杰商量，想一起陪学
校里的孩子们过个节。去年的这个时
候，他们借着“真情助脱贫、团员在行
动”主题团日活动，给学校里的孩子们
送去了价值2000多元的书籍。今年该
为孩子们带去什么样的礼物呢？

通过了解，他们得知学校里的体
育教学器材数量相对不足，便前去采
购了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拍和乒
乓球拍，还包好了20个书包、10箱水
彩笔、6块魔方当作送给孩子们的节日
礼物。

矿产资源中心团总支给这次的活
动取名“扬帆”，意在用自己的小举动
增强孩子们刻苦学习、强健体魄的内
在动力，激励他们扬帆起航，追逐梦
想。

看着收到礼物一起玩闹的孩子
们，井边小学校长王学民很是感慨：

“从2016年以来，矿产资源中心就结对
帮扶咱们村，给了我们许多帮助。”学
校阅览室里，王学民常看到学生们翻

阅去年的那批课外图书，有好几本书
的封皮已经被孩子们翻得卷了边，“这
些书有古典名著，有儿童画册，也有寓
言故事，学生们都爱看。今年，中心又
给我们送来了体育器材，这不仅是对
孩子们的关爱，也是对我们的教学活
动的支持啊。”

2017年来到井边小学的周安林，
负责五六年级的语文课程，同时他也
是少先队的大队辅导员。他的学生
里，留守儿童占了一半以上。看到驱
车1个多小时来陪孩子们过节的青年
人，周安林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没
有爱就没有教育，尤其是对于农村留
守儿童。”

当天上午，周安林为井边小学的
全体师生和远来的客人上了一堂主题
班课。课堂上，他给大家讲抗击疫情
时逆行的白衣天使的故事，讲雷锋、黄
文秀、谭千秋的初心无悔。“使留守儿
童成为‘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的新
时代好少年”一直是他的教学目标，他
说，“这次的班课也是为了引导学生们
致敬英雄、感恩社会，让他们懂得珍惜
当下、努力学习，做一名对国家、对社
会有用的人。”

给孩子们设计的班课，却同样地
震荡着青年人的心，李敏是矿产资源
中心第一个报名参加“扬帆”活动的
人，他说，“我也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
学生，听了周老师的课，对我来说，是
一次心灵的洗礼。陪伴是最直接简单
的爱，希望这些孩子能快乐地成长。”

萨百灵 蒋涵森

大山里的关爱

6 月 3 日上午，在铜冠铜箔公司项目现场，安装人员正在安装进口主设备支
架。受疫情影响，日方安装人员不能到场，为不影响项目进度，目前该公司正在自
行组织安装队伍进行进口生箔机的安装工作，预计七月底能完成安装工作，进入
调试生产阶段。 何 亮 吴 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