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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温张家峁公司班组安全文化建设持续

获“全国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称号
本报讯 日前，由共青团中央、应急管理部联合组织

开展的 2017年度全国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创建成果揭
晓，铜川矿业公司玉华煤矿喜获“2017年度全国青年安全
生产示范岗”荣誉称号。

玉华煤矿现有在职职工 2000余人，其中 35岁以下青
年职工占总人数近七成，是矿井安全生产的重要骨干力
量。近年来，在铜川矿业公司党委、团委的领导和支持
下，该矿坚持把创建“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作为凝聚青
年、带领青年、团结青年的有效载体，积极通过健全完
善机制、强化教育培训、巧设活动载体等举措，多方调
动广大青工自觉参与创建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扎实深入开展“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创建活动，
充分发挥团员青年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有效助推了
矿井安全生产。截止到 4月 30日，矿井已实现连续安全
生产1229天。 （白军战）

玉华煤矿

直击安全

安全“故事会” 寓教于乐意义大

今年以来，铁路物流集团红
柠铁路公司紧紧围绕“建设为了
运输、运输为了经营、经营追求效
益”的工作思路，以“绩效 100”管
理为抓手，以保障运输安全为工
作重点，立足自身实际狠抓运营
设备管理、维养、安全检查等关
键环节，保证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为完成全年煤炭运量追赶超越的
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科技引领
“集约化”管理深入开展
该公司工务段及时组织召开

调研分析会，研究制定方案，有效
解决线路设备当下难题，深入推
进“集约化”管理。一方面以提高
焊补工艺为切入点，积极组织施
工单位作业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
教育和技术交底。针对列车驶过
铆焊作业温度过高的问题，主动
采取降温处理手段，确保人员、机
具下道完毕，列车平稳安全运
行。另一方面不断加强设备维修
和养护，安排专人做好焊轨的专
职防护工作，协同配合抓好焊轨
地段线路设备的维养工作。针对

春融期间设备稳定问题，加大对
管内站线、道岔，以及冻害薄弱处
的检查和整修，及时更换磨耗严
重钢轨，摆正胶垫，紧固扣件，有
效提升设备质量。启动委外施工
盯控方案，明确要求施工管段内
的工区委派专人担任现场专职防
护员，抓紧抓实安全运输和质量
管理。同时，加大现场跟班检查
力度，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和质量
弊病，确保焊轨作业安全和质量
百分百合格。

维养提质
降本增效工作成果显著
工务段始终把“降本增效”作

为加强设备管理和维养的有效手
段，精准科学应对当前形势。针
对线路设备老龄化问题，积极开
展走访调研，在充分征求有关方
面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综合考量
决定采用钢轨焊补方案。一方
面从效能角度看，钢轨焊补能够
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和资源，更加
省时省力，说服力比较强。另一
方面从成本角度考虑，成本优势
非常明显。

安全为先
设备检查活动强力推进
自3月下旬开始，公司部署春

季设备大检查工作，制定周密检
查计划，通过“四强化”在全线管
辖范围内开展春季设备安全大检
查活动。一是强化宣传教育，利
用班后会、学习会、专题讨论等多
种形式，广泛开展“设备质量保安
全”教育宣传活动，不断提高思想
认识。二是强化责任分工，采取
边检查、边记录、边整改、边补强
的方法，深入一线对物资设备、材
料库房、消防设备、安全基础管理
台账和路外安全排查等进行逐一
检查，并仔细登记及时汇总上
报。三是强化协调配合，组织精
干力量，对桥梁设备、隧道设备、
涵洞设备、线路几何尺寸、路基、
排水沟、天沟、站内道岔、伤损钢
轨等进行排查，及时发现问题、消
除隐患。四是强化问题整改，对
检查出的设备问题认真梳理归
纳，制定整改计划，限期整改销
号，确保活动效果落地见效。

（张春青 贺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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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安，自接到母
亲身体不适的电话
后，你一直心神不
宁，看到你带着忧郁
的心情去上班，我很
担心，家里这边我已
安排好，现在坐上了
去老家的班车，很快
就能到母亲身边，家
中有我，你安心地上
班吧。”这是彬长矿业
公司小庄矿通风队

“员工家属微信群”里
王少安的妻子写下的
信息，她希望工友能
在第一时间将这条信
息传递给井下工作的
爱人。

该队值班领导看
到这条信息后，通过值
班电话，联系到了正在
井下巡查的瓦检员王
少安。听到这个消
息，王少安高兴地
说：“这我就放心了，
我保证工作期间一定
不会分心。”

为将安全攻坚战行动落
到实处，小庄矿结合工作实
际，不断创新管理方法，并
将好的管理经验在全矿各单
位推广。该矿通风队结合工
作实际，组建了“通风队员工
家属微信群”，便于职工和家
属及时了解本队日常工作情
况，比如职工出勤天数、入井
次数、工分明细、迟到早退、
有无“三违”及其他处罚扣分
等详细信息。能加强区队与
家属的沟通交流，让家属及
时掌握矿上安全生产形势、

区队安全管理、员工思
想动态和工作状况。同
时，区队也能及时了解
员工情绪变化和家庭状
况，以便能顺利开展思
想教育工作，确保员工
在工作中不带思想包
袱，轻装上阵，保持良好
的工作状态。

综掘二队组建了员
工“谈心微信群”，据该
队党支部书记介绍说，
开展谈心活动，不只是
形式上与职工沟通，更
重要的是及时了解职工
的思想动态，解开心结，
消除烦恼，真正做到“职
工忧则我忧，职工乐则我
乐”。记得一次谈心活动
中，队上职工小王对班长
提出的问题总是“嗯、哦
……”简单的一个字回
答，没有了往日的幽默、
诙谐。班长一看，这肯定
是心情不愉快。经了解，
小王因为孩子上学的问

题与妻子产生了分歧，两人正
闹矛盾。队长、书记、工会主
席分别来到小王身边，跟他摆
道理，唠家常。队干还驱车到
他家中与他家人沟通，化解夫
妻双方的矛盾。小王高兴地
说：“我媳妇现在对我的工作
生活更关心了，多了些叮嘱，
少了些争吵，我上班的时候
感觉轻松多了。”

细节决定成败，这些看
似微乎其微的小事，却有效
调动了职工工作的积极性
和战斗力，夯实了矿井安
全基础。 （关国凤）

陕北矿业张家峁公司把推进班组安
全文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将
公司的安全管理思想、安全工作目标贯
穿于班组建设的全过程。做到了安全意
识由班组来强化，不良习惯由班组来纠
正，岗位安全由班组来实现，使基层班
组迸发出崭新活力，做实班组安全文化
建设。

争当工作楷模，突显一个“赶”字。为
了做到工作现场规范化、精细化、文明化，
各个班组下大力气出点子、想办法，在工
作中比效率。建立了井下隐患排查体系，
成立了隐患排查组，各班组成员在认真做
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加大隐患排查力度。
据统计，一季度共排查隐患150余条，并全
部按时整改。同时跟班队干带班下井严

格按照“走一遍、看全面”的方式，发现问
题及时讲到位、安排到位，对重点、难点、
薄弱点“盯到位”，用各项工作实际效果检
验各班组工作质量。做好详细的检查记
录，月末就检查情况对各班组进行考核评
比，一时间在各班组间形成了人人“赶”做
工作楷模的良好氛围。

争当学习先锋，突显一个“帮”字。通
过将“创建学习型班组，争做知识型职工”
活动、“3+1”读书学习、“每日一题”等多
种学习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对职工进行
理论知识和业务技术培训。公司 11个基
层区队针对新入公司职工，创新带徒模
式，拓宽授课渠道，立足岗位实际，认
真挑选出专业素质强、思想品德优、责
任心强的职工作为师父，将好的经验、

做法“传帮带”给新员工。各基层单位
严格按照“每周有学习，每月有考核，
每季有奖罚”的原则，坚持每周一、周
三学习不动摇，每个季度对各班组学习
情况进行检查，对职工的学习笔记进行
公开评选并适当奖罚，把奖罚情况作为
各班组评选首席员工、优秀员工的重要
依据，激发各班组间“你追我赶”的学
习热情。

争创平安班组，突显一个“促”
字。“安全心系你我他，平安班组靠大
家”，为了加强班组安全文化建设，提高
班组安全管理水平，在工作中进行严格
督促。严格落实入井安全确认制，在现
场设立安全警示标志，制定安全防护措
施，并针对特殊工作情况进行安全风险

评估，不断查找安全漏洞，深化、细化
防范措施，做好事故的主动防范。在每
次班前会上，对当班可能出现的安全隐
患进行预警，告诉职工如何进行有效应
对。对重点管理部位、安全薄弱环节和
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进行超前防控，告
诉职工盯住关键，抓牢重点。教育引导
各岗位职工，接班上岗前必须详细询问了
解上一班遗留的安全隐患和排除结果。
必须对现场安全进行“三确认”，做到工作
有台账，岗位有提示，检查有专人，个人无
违章，岗位无隐患，班组无事故，形成“人
人要安全，人人讲安全”的文化氛围。
综采一队职工高恒说：“正是这种严格、
踏实、仔细的工作方式，为我们创建平
安班组提供有利条件。” （孙敏）

澄合矿业公司

开展安全“随手拍”活动
本报讯 为强力推进人的安全行为治理工作，营造人

人参与安全管理的良好氛围，近日，黄陵矿业公司正式启
动安全“随手拍”活动，面向全员征集与安全相关的摄影、
微视频，提升全员的安全生产意识。

活动以“操作标准化 行为规范化”为主题，征集范围
包括以“人的安全行为治理”为主线，围绕习惯性违章、人
的七种良好行为养成、岗位手指口述等题材为主要内容
的操作展示类微视频；以讲述安全生产中的小故事、学习

“人的行为治理”后的感悟体会为主要征集意向的讲述类
微视频，以及书画和摄影作品等。

据悉，此项活动将通过职工投票、专家评审相结合的
方式，对参赛作品进行评选。同时，对具有较强操作性和
指导作用的作品进一步完善，广泛应用于安全生产宣传
教育。 （耿少辉 王晶）

黄陵矿业

安全警示教育室“开课了”
本报讯 5月1日，蒲白建庄矿业公司在安全警示教育

室组织开展了一堂令人印象深刻的安全警示教育课，来
自基层区队的3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该公司安全警示教育室于 4月 18日正式建成。其
目的是为了让安全警示教育常态化，更进一步教育全矿
职工吸取事故教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职工的安全防
范意识和责任，规范职工作业行为，强化防范事故风险
的能力。

据悉，该公司安全警示教育活动将贯穿全年，对生
产性部室及井下区队每月组织进行一次，其它部室每季
度组织开展一次。活动结束后要求参加人员结合自身岗
位，写出个人心得体会，并将每次活动开展情况记入该
部门安全工资考核和卓越团队考核之中。此项活动的开
展必将为公司稳步推进安全生产工作，打赢全年安全生
产攻坚战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赵元捷）

建庄矿业

近日，龙华矿业公司在
井口广场组织开展了“红腰
带系安全”主题活动，为公司
各生产岗位的全体员工送出

“红腰带”，嘱托他们上标准
岗、干安全活，为矿工兄弟送
上一份心意、传达一份祝福、
叮嘱一声平安。 孟晓永 摄

近期，黄陵二号煤矿为采掘一线职工配发了
新型防尘面罩，新型面罩不仅能有效阻挡煤尘，还
可过滤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防止煤

渣飞溅损伤面部，最大限度提高职工个人防护水
平。图为该矿综采二队液压支架工正在进行作
业。 史灏 摄

红柠铁路公司

多措并举全方位保障运输安全

本报讯“真是不敢想啊！自己的想
法不仅登在了这本书上，还拿到了 300块
钱的现金奖励。”近日，在榆北曹家滩矿综
采队班前会上，支架工汪传吉指着手里已
经被他翻了不下十多次的书，不时地发出
这样的感慨，“自从有了这本书作参考，干
起工作来，甭提有多方便啦！”

汪传吉口中所说的这本书名叫《智慧
综采 梦想人生》，是由该公司组织综采队
81名大学生集中用一个月时间编撰而成，
汇集了生产一线丰富的实践经验。该书
总共分五个章节，内容涵盖了矿井概要、
曹家滩综采智慧化建设、煤矿安全生产标
准化、综采应知应会、综采队各工种岗位
标准化流程、综采100问和综采人愿景等。

“这是大家的智慧！”采煤工王龙是一
名85后大学生，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采矿
专业。凭借着较强的专业理论知识和现
场操作经验，他成为这本书的编辑之一。
王龙介绍说，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让
越来越多的职工都能熟练掌握设备操作
要领，有效杜绝不安全行为。为确保这本
书的专业性和实用性，他们通过前期一个
多月的“海选”，对大家提供的内容进行多次分析和研究，最
终从1763个“金点子”中筛选出100个知识点，编成“曹家滩
综采100问”。

在曹家滩公司，像汪传吉这样不仅是编写这本书的
参与者，而且还是这本书最直接受益者的职工还有很
多。他们表示，今后将继续为矿井发展建言献策，提出更
多的“金点子”，结出更多的“金豆子”。

据王龙介绍，下一步他们还将为掘进、机电、通风和
运输等专业编写实用性教材，并保证人手一本。 （杨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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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澄合矿业公司不断丰富安
全管理方式方法，通过征集基层安全管理
工作中涌现出的典型事例和内涵故事，将
评选出的优秀文章在矿工报、微信和网站
等平台刊登，让干部职工在阅读安全“故
事”中有启发、受教育，提升安全意识，营
造出轻松活泼的安全管理文化氛围，助推
安全生产平稳发展。

一米半的距离

“谁把氧气关了？没看到我正在干活
么？”嘈杂的车间突然传来吼叫，只见黑娃
猛地一下站了起来，脸涨得通红。“我关
的，你割这么多托梁，就没发现有什么不
对的地方么？”班长孙秦牛走到黑娃身边。

原来，在班中巡检时，孙秦牛发现黑
娃使用的氧气瓶、乙炔瓶之间的距离没有
达到安全距离，属于违章作业，就把气瓶
关了。

“报告领导，一切正常。”黑娃在工作
的地方四下看了几眼，笑嘻嘻地回答，还
似模似样地敬了个军礼。在孙班长严厉
的目光下，黑娃又仔细看了一遍，“哎呀，
看出来了，我现在就把距离拉够。”说完黑
娃赶紧拉开氧气瓶和乙炔瓶，然后准备点

火开始工作。
“先不要干了，你这是严重违章，虽说

只有一米半的距离，可一旦出事就是人
命，一会去劳资科‘过五关’，过关了再工
作。”只见孙班长严肃地说。

两天后，黑娃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这两天我重新学习了岗位操作规程，也
学习了同类型事故案例，虽是一米半的距
离，然而却是安全与事故的距离，多亏孙
班长及时制止了我，想想都后怕。”

昂贵的教训

现在，只要一提起王村红柳林项目部
七一队队长谢王民，大家就会想到他那

“昂贵”的教训。在项目部，谢王民是干部
职工都认可称赞的好队干，无论是隐患排
查，还是违章作业，只要是被他抓到的，肯
定不会放过。

然而，在参与矿“安全管理标兵”评选
中，已稳操胜券的他，却与荣誉失之交
臂。在初评中，经过项目部的投票和讨
论，决定将得票最高的谢王民作为候选人
上报矿联评小组。“如果获胜，不但能获得

‘安全管理标兵’称号，还能得到奖金哩！”
谢王民对这个荣誉志在必得。

矿联评小组由主管领导亲自挂帅，机
电、安全等部室负责人为小组成员，对经
过层层选拔的候选人一一联评。联评主
要从是否有违反“26条”及“三违”记录、是
否有安全管理创新项目、是否以身作则抓
隐患反“三违”等多项内容进行评比。经
过联评，谢王民以第三名的成绩进入最后
一个环节。按这个成绩，只要通过背诵
关，他就铁定成为“安全管理标兵”。

只见谢王民忐忑不安地站起来，开
始了“安全96条红线”的背诵。“巷道空
顶现象未及时处理，必须停止其它作
业，立即整改。锚网巷道……锚网巷道
……”谢王民背得有点磕磕绊绊，最
终，他惭愧地摇了摇头，就这样与“安
全管理标兵”失之交臂。

事后，谢王民感慨地说：“唉！还真是
一个大教训。作为一个队长，这些安全知
识应该熟记于心，矿上给了这么好的机
会，我自己没有把握住啊！”

半小时的代价

董矿分公司采二队职工冯某，这段时
间总是腰疼难受。冯某作为队上的老职
工，队长蒙天朝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体力活吃力不好干，你去开水泵。”
早就想说这事，没想到队长倒先开口了，
冯某满怀感激地答应。“开水泵是轻松些，
可你别不当回事。”蒙天朝叮咛道。“没问
题！咋都要对得起队长的关怀。”冯某回
答得很干脆。

开水泵的确轻松，但冯某却很认真。
矿上集中排水，夜班每隔两小时排水，他
都按章执行，从未出现任何纰漏。可就在
某天晚上 12点半，15工作面的水泵跳闸
了，巷道被淹，夜班无法正常生产，接班水
泵工找不到上二班的冯某，蒙天朝更是着
了急。

电话联系上冯某，“队长，我看接班的
半天没来，家里有点事，早走了半小时，没
啥事吧？”接电话的冯某问道。“没事？巷
道都淹了，夜班无法生产，你早走半小时，
水泵空转了半小时。”说完，蒙天朝挂上了
电话。

第二天，冯某忐忑不安地来到队上。
“你腰疼我理解你，让你开水泵，可你早
走半小时造成多大损失，这样吧，你要停工
三天并学习，罚100工分，接受吗？”蒙天朝
问道。“接受！我一定好好学习，这半小时
的代价真是太大了。”冯某满脸惭愧，悔不
当初。 （杨秦钊 王源 黄涛 雷飞京）

本报讯 截至 5月 2日零时，长安石门公司实现安全
生产 4600天，再次刷新了该公司机组投产以来安全生产
历史最好记录。

今年4月以来，该公司全面铺开对4号机组的大修工
作。大修期间，公司各生产部门从安全措施、技术措施、
组织措施和文明施工措施上严格把关，同时强化安全防
范、节点工期、质量标准的督导检查。实施安全文明监督
员全天巡逻制，重点对作业文件包和“两票”等安全生产
执行情况进行巡查，实现检修全过程跟踪，使小修达到预
期效果，确保机组随时开得出、带得上、发得满。同时，充
分利用 4号机组大修机会，以“统一部署、全员练兵、广泛
提升”为原则，利用检修现场，结合各岗位专业特点和技
术要求，分批安排生产专工、班组人员等进现场参观、学
习，并邀请公司资深专家现场讲解、操作演示，提升了员
工的专业技能和安全意识。 （陶海娜）

安全生产天数再创新高
长安石门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