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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始
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发展
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
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可
以说，安全生产红线是生产力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让百姓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需要。煤矿安
全作为全国安全生产的重中之重，
必须坚守安全生产红线，深入推进
治本攻坚，在改革创新上下功夫，在
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上见效果。
那么如何做到不碰红线呢？

要做到不碰红线，首先要牢固
树立“防微杜渐”的思想，在安全隐
患刚露头时就加以防止，杜绝其发
展。因此，我们在生产作业过程中，
必须事事从小处着眼，处处从小事
抓起，真正做到把一切事故源头消
灭在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就要
首先克服漠视生命的麻木，避免这
种恶习造成的后果，就必须加大安
全监督，人人要养成遵章守纪的好
习惯，发现问题决不姑息，把小事当
成大事来抓，把未遂当已遂处理。

要做到不碰红线，就要人人要

完成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
意识转变。要清楚安全知识是基本
要求，安全意识是深层次，安全的要
领就是解决好职工手中的技术和心
底，如果没有安全常识和技能做基本
保障，安全就要地动山摇，没有安全
意识做保障，安全要左摇右摆，在严
峻的安全形势面前，容不得半点马
虎。要做到警钟长鸣，就要始终坚守

“不碰红线，不踩底线”，深入剖析事
故原因，举一反三，为广大职工敲响
安全警钟。严格做到“四不伤害”，树
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忧患意
识，努力保证安全生产的长治久安。

要做到不碰红线，就要结合实
际查找制约安全的问题，及时制定
措施加以预防。在落实整改的同
时，更重要的把每一次安全活动作
为一次思想洗礼，冲刷掉存在于头
脑中固步自封的思想，安全意识淡
薄的思想，要紧紧抓住“人”这个最
大危险源，对职工进行安全教育，不
厌其烦做好自身防护的第一道关，
用心去做每一件安全工作，不能凭
空想象，不能放松自我约束，各级管

理人员要树立“管生产必须管安全”
的思想，经常深入区队、班组，解决制
约安全生产的瓶颈问题，旗帜鲜明地
开展反“三违”活动，把反“三违”活动
与贯彻落实规章制度结合起来。

要做到不碰红线，就要吸取各
类事故教训。细究每次事故的发
生，大多都是人的思想不重视，管理
不严、操作不当、违反规程引起的，
其中人的因素占主导地位。为此，
在日常工作中要树立“安全无小事”
的思想，坚决克服那种“说起来重
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思
想，要积极开展危险源辨识控制工
作，让员工充分认识到自己工作环
境中存在的危险因素与相关安全防
范措施，使员工知危险、懂安全，提
高员工危险辨识能力、端正员工对
安全的认知态度，让每一位员工正
确认识安全管
理的目的和意
义，在自己本
职岗位上做好
每项工作。

（李 轲）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陕煤集团下属
全资子公司，2012年 1月 1日正式运行，
现有职工 3496人。公司业务范围包括物
业管理与服务、医疗卫生、农林与旅游等
三大类二十余项；正在投建形成幼教、健
康养老、塑业制造等新产业。目前，公司
直接管理小区13个，建筑面积100余万平
方米,住户 10万户；签约管理小区 149个，
住户 4万户，建筑面积 300余万平方米。
拥有医疗机构52所，其中三级医院1所，二
级医院 10所。林场 10个，林地面积 35.66
万亩。景区两家（黎坪景区和木王森林公
园），景区面积70余万亩。硒谷产业公司
一家，年产富硒水（真硒水）20.2万吨。公
司所属产业东到韩城、西到咸阳、北抵榆
林、南抵安康，服务机构遍布全省，点多、
线长、面广，安全管理成本高、难度大。

“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以来，实业集
团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不断夯实安全管
理基础工作，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安
全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厘清安全生产关系 形成齐抓共管态势

公司制定了各产业板块职能部门安

全职责、工作流程、工作目标、考核办
法，使业务部门“一岗双责”落到了实
处，改变了以往安全生产部门唱“独角
戏”的现象，使安全齐抓共管成为常
态。在新情况、新问题、新业态快速变
化的情况下，杜绝了“认不清、想不
到、管不了”的问题发生，摆脱了安全
生产管理不规范、考核不准确、监督不
到位、奖惩不落实的现象，营造了安全
生产综合部门和产业板块自觉把使命放
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的安全生产管
理文化氛围。
落实安全责任主体 健全安全责任体系

每年年初，实业集团都要同基层各
单位签订安全目标责任书，把安全目标
的完成情况与基层单位干部职工经济利
益直接挂钩，做到“全覆盖、零容忍、
严执法、重实效”。

明确基层单位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
体，党政一把手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的第
一责任人，必须亲力亲为、亲自动手
抓；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范围内的安全
生产负领导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

作机构，配齐专 （兼） 职安全管理干
部，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明确到责
任人，坚决做到谁主管、谁负责，保障
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
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的“四到位”，加
强督促检查、严格考核奖惩，确保企业
安全生产管理不打折扣、不留死角、不
走过场，务求实效。
安全月打出组合拳 特点突出亮点纷呈

实业集团按照不同产业的具体情
况，突出防范各产业安全生产管理和隐
患治理的差异化要求。在“安全生产
月”活动期间，在物业板块主要开展了
电动车违规充电管理整改、压力容器及
电梯等特种设备零故障安全运行、消防
设施设备和消防通道畅通检查等排查治
理活动；在各级医疗机构主要开展了防
范院内感染、防止医疗安全责任事故及
杜绝医疗纠纷等活动；在黎坪及木王景
区主要开展了地质灾害联防、保障游客
人身安全等活动；在林场主要开展了

“雨季三防”（重点对“三防”工作的宣
传、应急队伍建设、应急物资储备、安

全隐患排查及相关重点工作和调度值班
情况进行检查）、森林防火及防病虫害等
活动；在职工食堂和幼儿园主要开展了
保障食品安全活动；硒谷产业公司开展
了设施设备定期检查检修综合治理活
动。实业集团工会在全集团开展了安全
生产知识竞赛活动，使“安全生产、风
险预警、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安全
文化理念落地生根，为打造本质安全型
企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加强班组安全管理 安全工作落地生根

实业集团在“安全生产月”活动期
间把加强班组安全管理作为事关全局的
重点工作，从各产业中选择安全工作任
务重、岗位关键的 5个班组入手，规范
了班组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到人
头、明确到岗位，从源头防范事故。
落实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对班组进行
全员培训，加强警示教育，强化一线
工人安全意识。充分发挥班组的排头
兵作用，提高班组全员责任感，压实
班组安全责任，以点带线、由线成面，
推动全局工作。 （任广民）

今年以来，黄陵一号煤矿以矿区广播站为平
台，以“为安全生产服务”为宗旨，重点将人的行为
治理、安全环境治理经验及各类先进模范、好人好
事进行宣传，开设了矿区要闻、“三违”曝光、音乐

风景线、在线点歌、便民服务、文明指南、生活信息
等栏目，向职工传递企业发展之音，营造良好的安
全文化氛围。

段倩 王斌 摄

如何做到不碰红线

黄陵矿业机电公司供电所担负着矿区
8座变电站和 430多公里输电线路的安全
运行和维护，由设备检修、线路维护、运
行监护所组成的矿山电网“守护者联盟”
常年奋战在供电一线，为矿区供电安全保
驾护航。

今天，我们将镜头聚焦到这些最普通
的职工身上，听听他们的故事。

唱好一个人的“独角戏”

距离矿区约50公里的35千伏侯庄变电
站是一座无人值守站，80后李天禄作为变电
站的一名看护工，在这里已坚守了三年。

“清苦寂寞，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有
时候自己对着设备喃喃自语。”值班期间，
李天禄每天都要对设备进行巡视检查，汇
报设备运行情况，清理设备卫生，天天重复
一样的动作。偌大一个变电站只有他一个
人，冷清的主控室除了设备运行的“嗡嗡”
声，就剩下他的呼吸声了……

每天坚持运动和看书是他长久以来
养成的良好习惯，即便是一个人的“独角
戏”，他的工作和生活从未因环境而受到任
何影响。

一方面坚守岗位保障供电安全，另一
方面地处深山的值班员通过“种菜”来调剂
单调的工作和枯燥的生活。

“闲暇时种些时令蔬菜，既锻炼了身体
又改善了伙食，每年还可以节省一笔开
支。”李天禄说，每年夏季，在红绿相间的辣
椒、胖嘟嘟的西红柿、修长的豇豆的映衬
下，侯庄站就是一座世外桃源。

解决设备“顽疾”的“内科专家”

平均年龄 36岁的机电公司设备检修班有 5名“电气大
拿”，每年经他们检修的设备近五百台，是维护该公司供电
设备安全运行的先锋队。

“几乎每天都在和设备打交道，设备什么特性，爱得啥
毛病我们都有详细的‘病例’。”作为“内科首席专家”的杨小
武说，找出设备隐患，及时处理，避免因设备故障造成大面
积停电事故发生是他们的天职。

每年春检和秋检是排查隐患的重要时期，这期间他们
几乎天天都奔波在路上，哪里有问题就奔赴哪里，遇到重大
事故抢修他们经常连轴转，直至隐患排除，电网恢复安全运
行才算任务完成。

行走在“云端”的“外科医生”

一年365天，不论是大雪封山的寒冬还是烈日炎炎的仲
夏，该公司线路维护班8名职工不是在线路上就是在去线路
的路上。

“我们巡视的铁塔均高在 20米以上，进行故障抢修时，
高空作业经常一干就是四五个小时，别人眼中的‘美差’实
则是‘苦差事’。”今年46岁的杨华是一名老外线，对于“蜘蛛
侠”这个行当他最有发言权。

平日，他们骑着摩托车穿梭在山林之间，有时道路崎岖
难行，他们就徒步前进，经常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偶尔还
会碰到蛇、土蜂、野猪的袭击。线路发生故障时，他们攀爬
到几十米高的铁塔上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忙的时候都顾不
得喝上一口水。紧急抢修情况下，饭菜都是用绳子吊上铁
塔，狼吞虎咽地吃完又继续投入到抢修工作中。

行走在“云端”的“蜘蛛侠”，保障了电能的正常输送，架
起了万家灯火的桥梁。 （张辉 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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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烹制“安全餐”加速助力安全攻坚行动
生态水泥公司

实业集团倾力打造本质安全型企业
夯实安全责任 强化安全基础

三月份以来，生态水泥公司面对当前
生产经营形势，认真贯彻落实省、市、陕煤
集团关于安全攻坚行动的会议精神和工
作部署，结合实际分析研判安全生产工作
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用心烹制
出一道道丰盛的“安全餐”，加速助力安全
攻坚行动深入推进。

安全管理“日常餐”持续供应

自安全攻坚行动开展以来，该公司结
合建材行业和企业发展需求，不断创新管
控模式，在全方位梳理、修订、完善安全管
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安全技术措施的
前提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全面开
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双重预
防机制建设，确保安全管理工作提质升
级。尤其在制度的执行上，各基层单位充
分利用安全办公会、班前会、安全生产月
有利时机，反复宣贯、强调；组织人员全过
程辨识生产工艺、设备设施、作业环境、人
员行为上存在的安全风险，逐步建立起风
险点数据库、安全风险点分布图、风险管

控责任清单和风险管控措施清单，设置公
告警示牌，编制岗位风险告知卡，让每位
员工从根本上了解风险点基本情况及防
范应急对策，引导全员严防思想松懈、违
规违章、工作懈怠。

安全培训“营养餐”及时补充

安全教育是保障员工生命健康和企
业生存发展的有效手段。为进一步提高全
员的安全责任意识和安全操作技能，该公司
根据不同岗位特点和员工技能差异，本着

“缺什么补什么”和“用什么学什么”的原则，
摒弃旧式的“课堂理论教学法”，采用员工喜
闻乐见的主题征文、警示教育、岗位描述、演
讲比赛、知识竞赛、技术比武等活动形式，让
大家在理论和实践的交流中总结、吸纳、积
累安全生产知识和工作经验，在轻松愉悦的
氛围中受到启发，推动安全宣传教育逐渐
向纵深发展，安全理念不断入脑入心。在此
基础上，还充分结合传统宣传媒介和新媒
体，选择食堂、车间、道路、办公区等显著位
置张贴安全标语，利用公司网站、微信平台

开辟安全宣传专栏，及时推送各职能部门、
岗位日常安全工作信息、安全先进典型事
迹，潜移默化中达到安全意识和学习效果双
提升的目的。

安全巡检“督导餐”定时发放

该公司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
理念，始终把加强现场巡检作为实现安全
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实施车间动
态管理，筑牢安全生产根基。他们立足
安全攻坚行动具体安排，迅速成立安全
巡查巡检领导工作小组，建立各级领
导、管理人员安全巡查责任体系。坚持
车间自查与职能部门、公司督查相融
合，在“公司、车间、班组、岗位”推
广四级安全量化检查，定期针对危险作
业、重点部位、电力室、特种设备等薄
弱环节进行清单式大检查和专项隐患排
查整治，细化了隐患排查事项、内容，
大大加快了问题督促整改力度，实现了
排查全覆盖、无盲区，安全漏洞彻底堵
严，有效助推安全保障能力提升。

安全考核“鉴定餐”月月见面

为了使安全生产工作能够见到实实
在在的效果，该公司狠抓安全责任落实，
按照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举
措，一方面与各基层单位签订《安全生产
目标责任书》，要求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
人严格遵循“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原则，
切实履行好安全第一责任，做好各项工
作；一方面制定出台、全面推行了《2018年
安全基础管理考核办法》，以月度、季度、年
度为时间阶段，通过将过程控制、日常监
督、追究问责和收入兑现有机融合，进一步
明确了各级人员的安全生产工作内容和考
核标准，把安全职责贯穿到每项工作流程、
每个工作岗位，营造安全工作人人有责、人
人负责，安全责任层层肩负、层层落实的良
好氛围，激发全员认真做好安全、坚决维护
安全的主动性和智慧潜能，促进安全工作
质量再上新台阶。

目前，安全攻坚行动正在稳步进行中。
（白岚）

与“三违”人员亲情恳谈
建庄矿业

本报讯 近日，蒲白建庄矿业组织召开安全生产严
重“三违”人员过“九关”提醒谈心会，由建庄党委牵头，
安监部、党群部、办公室负责人与“三违”人员亲情恳谈。

此次提醒谈心会旨在让“三违”人员放下思想包袱，
现身说法，谈认识、谈教训，说违章行为的危害性，吸取
教训，从“要我安全”转变为“我要安全”，真正让“三违”
人员在思想认识上发生质的变化。

据悉，该公司今年以来一直以“暖”来讲安全，深入
人心，成效显著。以“严、细、实”深入管理，把好安全生
产“总开关”，此项活动也将贯彻全年，继续以“暖人心”
的方式深讲安全，以零容忍的态度狠反“三违”，确保全
年安全“零”目标的实现。 （赵元捷）

直击安全

近日，为了缓解压
力，调适身心，使职工
以最佳的精神状态投入
到安全生产工作中，韩
城矿业公司象山矿井组
织开展了“追赶超越、

渔乐无限”职工钓鱼比
赛，这次比赛是象山矿
井实施安全宣传教育九
法、落实身心调适的一
项具体活动。

严改丽 史纪 摄

在陕北矿业红柳林公司排查“不安全
人”帮扶教育后，该公司工会组织又快速掀
起了帮教“三违”的热浪，女工们果敢地接
起亲情帮教接力棒。

“我坚决保证，以后拒绝‘三违’，健康
入井，平安升井，不瞌手，不碰脚。”这是皮
带队舒林江在女职工亲情帮教座谈会上对
妻子作的安全保证。

为了进一步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引导
安全行为，充分发挥出女职工在安全生产
中的作用。五月份以来，工会女工委组织
14名女职工对该公司“三违”人员进行集
中帮教。此次帮教活动分为两组开展，女
职工协管员通过到区队、班组了解“三
违”人员的“三违”情况，确定“三违”
原因，根据实情进行帮教。通过日常的心
理疏导，开展思想访谈，和“三违”人员
拉家常，给他们讲事故案例小故事，讲

“三违”造成的后果，让“三违”人员从
思想上牢固树立安全意识，坚决杜绝“三
违”。此外，还组建了帮教微信群，通过
做家访，给家属打电话，念一段安全保证
的亲情寄语，充分利用家属资源，用安全
亲情文化影响和感染职工，让“安全就是
幸福”的理念深植人心，让行为规范落实到现场，落实
到岗位，让员工把安全带回家。

据悉，这只是女职工亲情帮教活动中的一个部分，
后期，女职工们还会以丰富的文艺形式进行亲情嘱托
和宣传，为该公司安全生产筑牢第二道防线。

（何水霞 吴海英）

女
工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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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监员“便衣”上岗查隐患
矿建二公司

本报讯 连日来，建设集团矿建二公司 35名新调整
的群监员，经过层层选拔、培训、考试合格后，正式上岗
查隐患。

据了解，该公司在更新充实群监员队伍的基础上，
修订完善群众安全工作实施办法和群监员选聘考核办
法，将群监员上岗、隐患排查、记录填报等内容纳入
月度考核，通过每季度评选一名“金牌群监员”，每半
年评选一个优秀群监小组，每年度评选一个优秀班组
等激励政策，来调动广大群监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
性。5月底，调整后的群监员在该公司组织的安全生产
攻坚活动中，开展了第一次安全检查“便衣行动”，共
发现和处置各类安全隐患问题 49条，为确保公司安全
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晋）

自制阻车器安全有保障
黄陵二号矿

本报讯 近期，黄陵二号煤矿针对207综采工作面胶
带巷坡度倾斜，影响设备列车正常拉移的情况，自主研
发了列车防逆阻车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据悉，由于
地质赋存的原因，该矿目前回采的 207工作面胶带巷
2000多米区段内煤层一直走上山，巷道坡度倾斜较大，
如果拉移设备列车时出现跑车、飞车事故，后果不堪设
想。该矿综采二队结合实际，采用废旧槽钢梁、钢板加
工倒插式防逆行阻车器，槽钢梁倒插与轨枕组合，有效
防止设备列车逆行，使这一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防逆行
阻车器仅需一段废旧槽钢梁，几个螺丝即可加工，制作
简单，效果明显。使用过程中杜绝了设备列车逆行，有
效保证了设备完好，提高了人员作业的安全系数，又让
废旧物料有了新去处。 （史灏 马龙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