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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目前，“安全月”已经
过去，但榆北小保当公司不敢有丝
毫放松，积极采取班后小课堂、记
日志、安全知识答题等措施，让广
大干部职工时刻保持“安全心”，
绷紧“安全弦”。

“班后小课堂”讲安全

为了增强职工的安全意识，提
高职工学习业务技能的主动性、积
极性，综采区实习班专门设立了

“班后小课堂”，每天班后会上用十
到二十分钟的时间，有针对性地解
决职工在井下实践工作中遇到的难
题。“班后小课堂”的讲师由补连
塔矿的技术员、班组长等担任，为
职工讲解岗位安全注意事项及常见
技术问题的处理方法，让每一位职
工明白安全管理、技术工作的重
点。目前，综采区实习班已累计上
课 20多节，使职工养成了天天学、

时时练的良好习惯，强化了职工的
安全意识。

“每日工作志”记安全

该公司综采区、机电运输区等
区队利用每天班前会、每周安全活
动日等时机，充分借助多媒体、微
信群等载体，强化岗位标准化培
训，增强安全意识，规范操作行
为，从而达到指导安全行为的目
的。每天下班回到宿舍后，各区队
还要求每位职工针对当天的工作记
录工作日志，发送到区队微信群，
通过对当天工作进行总结反思，即
可以相互交流，又可以自我提升。
同时，结合岗位实际，就新《煤矿
安全规程》、作业规程、岗位安全
操作标准等规章制度，抄录在自己
的学习笔记本上。通过工作日志、
抄录规章制度等措施，激发了职工
的学习热情，确保把职工的安全意

识固化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闭卷知识答题”测安全

为了提高职工的安全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消除井下实习现场的
安全隐患，综采区实习班组织全体
人员进行了安全知识竞赛。此次比
赛以闭卷的形式进行。考试的内容
包括采、掘、机、运、通等内容，分为
选择题、判断题、填空题、问答题和
论述题五种题型。通过举办知识竞
赛，进一步增强了职工的安全意识，
从而形成了“安全自觉、安全自主、
安全自动”的良好氛围。

安全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在安全管理工作中，小保当公
司将时刻绷紧安全弦，做到警钟长
鸣，防患于未然，切实把每个月都当
成“安全月”，每年都成为安全年，不
断推动安全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综采区）

小保当公司

本报讯 蒲白矿业公司在所属生产
单位全覆盖开展“加强煤矿安全生产监
测监控系统专项活动”，被基层生产单
位形象地称为“复眼行动”，既是对监
控像昆虫的复眼一样处理安全信息的
形象比喻，同时也正是蒲白推行该系
统的目的。目前，针对全公司所有原
煤生产单位的安全监测监控已全覆盖
铺开。

贯穿全年的“复眼行动”主要通过
对各生产矿井的完善、优化、改造和提
升，来实现煤矿安全监测监控系统、防
灭火监测系统、人员定位系统、调度通
信系统、水文在线监测系统、矿压监测
系统、供电监测系统、提升运输排水监
测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等监测监控系
统，实现安全生产监测监控系统功能齐
全、覆盖全面、数据准确、处置得当、
管理到位，确保生产环境安全、生产系
统可靠、设施设备稳定运行、作业人员
定位准确。更加扩大的监测监控覆盖范
围，更加准确、灵敏、可靠和稳定地

“扫描式”监测监控，不但让煤矿安全
生产环境和设备的不安全状态无所遁形，
同时相应提升了人员应急能力，为煤矿安
全生产提供了多重保障。

“复眼”监控的全覆盖是煤矿“智慧
式”管理的利器，不仅可有效将隐患故障
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且被动变为主动的
创新，给保障煤矿安全带来了革命性的
转变。 （张莉）

在铜川矿业公司玉华煤矿掘进五队，
有一位年近40岁的安全生产“猛将”，带领
生产三班打进尺安全高效，创效益精打细
算，连续两年创出了安全生产增效益的好
成绩，2016年全班计划任务350米，实际完
成 378 米，创效 1.1 万元，安全无事故。
2017年，再次以 380米的成绩，刷新了 365
米计划指标，创效 1.6万元，实现安全无事
故奋斗目标。他就是玉华煤矿命名表彰
优秀安全班组长的掘进五队生产三班班
长何增利。

抓安全，细心+耐心

作为一名掘进生产一线的班长，他深
知“兵头将尾”的重要性，更懂得生产一线

安全工作的责任。为此，他认真钻研掘进
生产如何安全打眼、放炮、巷道支护等专
业技能，仔细研究掘进生产过程中的安全
细节，一丝不苟提高掘进安全工作技能，
用班组长的细心，抓好班组的安全工作。

在日常工作中，他采用班后会讨论，
个别谈话和合理化建议征集等方式，将员
工的良好建议应用到班组建设中来，员工
们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多次被区队采纳。
创新是班组前进的动力，安全是班组建设
的根本。在班组建设上，他把创新和安全
作为班组建设的明确目标，依托班组建设
各类台账，不断完善安全考核体系，采用班
后会集中安全评测和安全培训的方式，使
员工牢固掌握安全操作规程，熟悉安全知

识，确保班组顺利推进安全生产。

增效益，精打细算+奖罚分明

创效增收不是一句口号，是一次次的
精打细算。在井下生产现场，何增利非常
注重材料管理工作，从当班的材料计划使
用、材料整理到废旧材料回收利用上，他
精打细算，一个锚杆、一个螺帽、一个航
架、一片钢网，认真计算使用，把每一项材
料与工效挂钩，把消耗与工资挂钩计算，
确保每班不超耗，班班增效益，一丝不苟
地做好材料管理工作。在节能降耗方面，
他积极鼓励职工创新掘进工艺,提高掘进
效率。倡导全班职工以节约为荣，以浪费
为耻，堵住浪费漏洞，节资降耗。积极开

展修旧利废，回收复用，哪怕是一个风水
管卡子、一个锚杆螺帽，一个药卷，该回收
的决不空手。仅在2016年第二季度，该班
回收后再次使用的钻杆、锚杆托板、螺丝
等物品，折合现金3500多元。

他带领生产三班不断强化班组安全和
经济效益考核，建立健全考核制度，奖罚分
明、公道正派。在工分分配上，不断更新观
念，打破平均主义思想，把个人的学习能力、
技能水平、工作表现等因素同工资挂钩，严
格执行工资分配制度，不断增加分配过程中
的透明度，当班公布每个员工分值，将当月
的工分、出勤、奖罚公开上墙，让职工明明
白白干活，清清楚楚算帐，让公道和奖罚
分明成为班组的“一杆秤”。 （王银平）

抓安全创效益的掘进抓安全创效益的掘进抓安全创效益的掘进“““猛将猛将猛将”””
——记玉华煤矿优秀安全班组长何增利

直击安全

■评论

北元化工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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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好“四字真经”保生产系统安稳运行

“壮壮，这可是你今天第二次违章了啊。”“啊!第二
次？”“上次是下井的时候没系帽带，我帮你系上。刚才下
梯子不扶扶手，遛得挺快，是你吧？”“哎呀,这不都是习惯
了嘛,班长，以后我会注意的，放心吧。”这是陕北矿业生产
服务分公司检修班长周德和职工王壮壮在井下的对话。
近日，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提高全员安全素质，陕北
矿业生产服务分公司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人的不安全行
为专项治理活动。

学习制度，提高安全素质。该公司结合本单位“三
违”认定标准和“红线”管理标准，制定人的不安全行为认
定标准。要求各单位重新学习《煤矿安全规程》《操作规
程》《作业过程》《安全生产标准》等，使职工提高安全素
质，强化安全意识，杜绝麻痹思想。

强化管理，做好帮带工作。各区队坚持执行班前会
工作八步法，值班队干对对情绪低落、心态欠佳、身体状
况较差的人员进行摸排调整，安排班长以上管理人员一
对一包保帮带，实行责任联带，持续强化不安全人的自律
意识，逐渐杜绝习惯性违章行为。

分析案例，明确安全红线。各区队利用班前会和周
二、五学习时间，持续开展“三员一星”上讲台、“我为事故
作点评”“班前安全十分钟”等安全宣讲活动，让每名职工
讲事故、评事故、反思事故，切实让职工认识违章的严重
后果，加强安全“红线”不可触犯的自觉意识。

严查隐患，实现安全管理。该公司每月不定期组织
开展安全小分队活动，严查作业现场安全隐患及岗位作
业人员不安全行为，加强非常规作业、零散岗位、特殊时
段、危险区域、关键环节的安全管理工作，实行安全管理
追责制，倒逼管理干部认真履职尽责，有力促进现场安全
管理。 （李万智）

全面围剿不安全行为
陕北矿业生产服务分公司

放暑假了，黄陵矿业一号煤矿迎来了一群
活泼可爱的“小候鸟”，为了增强“小候鸟”的安
全防范意识，让他们的父母安心工作，该矿开展

了以送安全、送文化、送健康为主题的关爱“小
候鸟”活动，全力确保“小候鸟”度过一个平安、
快乐的暑假。 倪小红 段倩 摄

本报讯 铜川矿业金华山煤矿为进一步深化安全警
示教育工作，大力弘扬“生命至上、安全发展”思想，牢固
树立安全红线意识和法治思维，提升全员安全素质，有
效预防和杜绝各类事故，确保全矿安全形势稳定健康发
展。该矿决定从 2018年 7月 20日至 8月 31日，开展“安
全警示月”活动。

据了解，这次“安全警示月”活动的目标是全矿实现
无轻伤及以上事故，全矿杜绝安全涉险危害事故，有效
防范汛期自然灾害造成的安全事故，取得更好的安全宣
教效果，营造良好的安全氛围。

活动期间，要求各部门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扎
实动员部署，细化活动措施，狠抓工作落实，确保“警示
教育月”活动有序推进，取得实效。 （姚彬旗）

开展2018年“安全警示月”活动
金华山煤矿

为了切实解决生产系统潜在的“瓶
颈”问题，有效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从源头消除生产系统隐患，北元化工分
公司通过“找”“抓”“督”“评”四字真
经，扎实开展“找管理短板，促安稳长
满优”生产管理大整顿活动，为生产系
统安稳运行夯实基础。

“找”管理短板

为了切实找准生产系统潜在问题，做
到对症开方,化工分公司本着“横纵”“点
面”结合的原则，通过“四举措”发动全员
参与找“管理短板”。一是要求各级人员
结合生产实际暴露出的问题，勇于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认真反思查找自身管理短
板。二是要求管理人员多层次、多方位、
多渠道深入基层调研找问题，摸清真实情
况，找出隐藏的生产“瓶颈”问题。三是集
思广益，积极听取基层员工意见建议，凝
聚广大员工智慧，做到找问题不留死角。
四是充分学习借鉴兄弟单位的优秀工作

经验，明确对象，对标学习查找存在的“短
板”，达到摸实情、讲实话，谋实策、出实
招、下实功、见实效的效果。

“抓”管理整顿

为了使各级管理人员将找“短板”
工作形成常态化运行机制，化工分公司
从“思想”“作风”“行为”“技能”四方
面入手，紧抓管理整顿，切实为生产系
统消缺。一是要求各级管理人员深刻认
识到生产管理大整顿的意义,摒弃“杂
念”、消除“杂音”，把思想统一到公司
整体部署上来。二是要求各级管理人员
着力扭转马路决策、电话指挥、“文件”
落实等不实之风，杜绝“虚、假、空”
现象，真正做到“情况掌握在一线、问
题解决在一线、决策落实在一线、作风
转变在一线”。三是要求各级管理人员在
安全生产管理中，狠抓不安全行为，促
使各级人员遵守公司各项管理纪律，养
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四是要求技术及职

能业务人员将自身专业技术、业务知识
融入实践，解决“疑难杂症”，全面整顿
工艺规程、安全规程、操作规程，确保
各类规程可靠。同时结合“精岗”计划，全
方位强化基层员工的实践操作与事故应
急技能。

“督”责任落实

为了使管理“短板”问题能够落实到
实处，化工分公司针对查找出的各类“短
板”问题，研究整改问题的办法,制定补齐

“短板”的措施，形成解决问题的时间表，
提高措施落实的科学性。一是要求各科
厂按行政、技术类别对“短板问题”进行梳
理、列出清单，对自身能解决的，及时制定
整改计划，落实整改责任人和期限，按期
完成整改；自身无法解决的，填写管理“短
板”清单，上报公司集中讨论解决。二是
根据上报清单内容进行梳理，深入分析其
根源，从基础、安全、生产、设备、质量几方
面进行分类汇总，并对每类问题定牵头负

责人、责任部门、责任人、整改措施和期
限，以钉钉子的精神解决好每一个“短板”
问题。三是要求各责任部门组织落实管
理“短板”工作的推进情况，牵头人负责跟
踪督办，并在整改期限截止日前将整改情
况以书面形式上报公司。

“评”整改业绩

为了提高各级人员整改“短板”问题
的积极性，化工分公司活动领导小组根据
各科厂开展情况进行总结，主要从整改深
入不深入、情况摸得准确不准确、问题是
否得到有效解决方面进行。一是对整顿
效果明显、生产管理提升成绩显著的科厂
及整顿业绩突出的个人予以奖励；对应付
了事、整顿后仍然存在较多问题的科厂予
以通报批评，倒逼科厂想方设法解决问
题。二是各科厂及时总结大整顿活动中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好做法,
不断总结提炼，广泛宣传相关经验，全面
提升公司生产系统管控水平。 （马润霞）

日前，澄合煤机公司加大对生产系统的各类设备动
态检查力度，实现计划性设备检修全覆盖，全方位保证
设备安全高效运行。图为该公司圆环链车间职工正在
检修链环编制设备，消除安全隐患。 王文亮 摄

“海因里希法则”
告诉我们，每起严重
事故背后，必然有近
30 次轻微事故和 300
多起未遂先兆，以及
1000 多个事故隐患。
要想消除一起严重事

故，就必须把这1000多个隐患先消除。隐
患排查整改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地得到了
大家的普遍共识。但我们在日常安全管理
中整治安全隐患时却往往忽视了对思想隐
患的整治。殊不知，思想隐患恰恰是最大
的安全隐患。

思想隐患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
是思想上对安全工作的不重视，另一种是
在工作中对隐患整改的不重视。笔者认
为，要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安全隐患，首先要
建立健全与企业安全发展相适应的企业安
全文化体系。

其次，要重点强化安全思想教育。企
业安全文化体系的形成只是一个基础，重
要的是要通过大量的、形式多样的安全宣
传教育工作去消除人们思想上的安全隐
患，用安全文化大环境影响广大干部职工
的思想和行为，促进安全理念形成并在持续的安全教育
中逐步得到巩固。

第三，要从每一名干部职工的思想源头抓起，肃清
思想上的错误认识，进一步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使“安
全第一”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巩固，消除“三违”行为和人
们思想上的安全隐患，在源头上预防各类事故的发生，
从而确保矿井安全生产长治久安。 （张鹏）

思
想
隐
患
是
最
大
的
安
全
隐
患

本报讯 今年以来，澄合董东煤业公司扎实推进矿
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
制”建设，通过设立形象直观、色彩适宜的“双重预防机
制”目视化管理看板，让职工对各种安全信息有了直观
的了解。

该公司通过绘制四色安全风险点动态分布图和公
示风险管控清单及风险管控责任清单，实现重大风险的
动态管理。同时，逐一列出风险类型、管控措施、风险区
域和责任单位及分级责任人，并进行张贴公示，实现安
全风险的全方位管控。

与此同时，该公司将风险预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流程逐项细化，并制成彩图在看板中进行展示。同时将
安全风险管控、隐患日常跟踪情况在看板中进行公告，
向全员告知当月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情况，接受全员的监督。 （高琦）

“目视化管理”助力安全生产
董东煤业

蒲白矿业煤化运营公司开展组建安全网络小组活动
以来，贯穿“比、学、赶、超”的理念，小组成员熟记本岗位作
业标准，在实际操作中相互监督，保证每一项工作步骤达
到规范操作，发现有不安全行为立即指出纠正，促使小组
生产工作每天安全运行。 惠志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