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M3安全
电 话：029—87344644 E－mail：mhxw2008＠163.com

本版编辑：胡建宏 版式：王 青 校对：古 月

2019年8月20日 星期二

8月6日，铁路物流集团红柠铁路公司再次传来喜讯，柠
条塔车站从 8 月 5 日 8:00 至 8 月 6 日 8:00 共装车 14 列，714
车，发送吨为5.34万吨，刷新了2016年12月18日装车13列，
638车，4.44万吨的日装车最高纪录。

今年以来，该公司狠抓安全管理，在加快推进施工进度
的同时，客观分析生产运输情况，进一步强化内外协调，制
定运量倒排计划，通过“降空排，增运量”等举措深挖内在
潜力，全面优化行车组织，切实有效提高了该公司各车站的
装车效率。 翟楠 贺芳 摄

举行夏季消防安全应急演练
本报讯 近日，运销集团铜川分公司举行 2019年夏季

消防安全应急演练。现场消防大队工作人员以言传身教的
方式，向大家讲解并示范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消防栓、消
防水带等消防设施及注意事项，让大家切实掌握灭火器使
用方法和灭火技巧、人员疏散逃生方法、自救互救逃生技
能等。

通过演练，增强了该分公司职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在
处理突发事件时的扑救初期火灾和自救逃生能力，有效预
防和遏制火灾事故的发生，进一步提高了分公司职工的自
我防护能力。 （吴宗山）

运销集团铜川分公司

精心组织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改造
本报讯 经过 10天辛劳而繁忙的现场施工，渭化公司

162罐区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手动报警按钮安装顺利竣工，经
调试，成功与原系统并网运行。

据悉，渭化 162罐区分别由柴油、甲醇和氨罐三个大
小不同独立的围堰组成，责任单位是原料车间和合成车
间。该罐区为建厂时所建，按照《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
标准（2018版）》（GB 50160-2008）的要求，罐组四周应
设置手动火灾报警按钮。专家提出后，渭化公司高度重
视，决定由行政保卫部牵头实施限期整改。

开工前，行政保卫部组织该公司技术、施工人员按照
程序逐一进行了三级安全教育。对采购的防爆设备、材料
认真进行规格、型号核查，确保万无一失。并从消防队抽
调专人每天深入施工现场全程监督管理，从用电、动火、
登高作业票证办理到质量、进度及人身安全层层严格管
理，同时准备了饮用水和防暑降温用品，在酷暑季节，大
家施工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按标准提前完成了此项隐患
整改。 （张景刚 王晓宏）

渭化公司

拧紧“三道阀”打好蓝天保卫战
本报讯 日前，铜川矿业公司紧紧围绕《2018-2019蓝

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督查方案》，认真学习《陕西省铁腕
治霾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相关文件，提高环保
意识，唱响“绿色矿山”主旋律。

源头治理，杜绝扬尘。为有效降低煤炭储存和运输环
节中扬尘对环境造成的污染问题，该公司投入数千万元进
行地面煤炭储存场地封闭式改造，建立防风抑尘网，从源
头控制装车荷载数量，并采取洒水喷雾降尘和喷洒抑尘剂
办法解决煤尘问题。

科学生产，提高煤质。加大煤炭质量精细化管理，合
理调整生产布局、实施煤炭生产动态管理，严格控制劣质
煤、高硫煤、矸石等混入商品煤中。通过采取开采调整、
选运、加大洗选力度等措施多方入手，有效提升煤炭质
量，实现了煤炭清洁化、高质化生产。

增强铁运，降低汽运。不断加强与铁路部门及用户沟
通，准确掌握空车和市场用户需求，及时协调解决矿井车
皮需求，全力保障铁路煤炭销售，不断调整运输结构，减
少公路销售，最大限度降低地面环境污染。 （冯霖）

铜川矿业公司

四个关键词看陕北矿业期中大考“成绩单”

上半年，陕北矿业公司各项工作呈
现“好、稳、新、领”的特点。

主要指标，“好”的局面在形成

上半年，因“1.12”神木百吉煤尘爆炸
事故影响，导致公司各主要矿井生产能
力受限。面对严峻形势，该公司一方面
按照省、市、集团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
清退外委掘进队伍，组建自有掘进队伍
16个，积极整改矿井存在的隐患；另一方

面紧盯全年生产任务，科
学调整生产部署，狠抓各
生产矿井采掘接续，确保
了全年任务目标的完成。

在舞活销售龙头上，
该公司一方面向内加强
生产过程煤质管理，积极
开展“三品”建设工作，优
化煤炭品种，扩大品牌
效应。另一方面向外以
市场及客户需求为导
向，调整销售不畅且用
户需求较低的产品，进
一步优化销售布局，同

时通过巩固原有用户，开发新用户，提
高化工煤销量占比。

安全环保，“稳”的态势在持续

在安全管理方面，该公司围绕“最安
全生态”，以“安全互检”和“四员两长”管
理为抓手，大力推进全员安全培训考试
系统建设，深化人的安全行为治理，杜绝
了零敲碎打事故，保持了安全生产形势
的总体稳定。累计开展安全大检查 41

次，查出各类安全隐患1039条，已全部整
改完成。

在生态环保方面，该公司深入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行以全方位立
体式生态恢复治理为主体的绿色开采体
系，今年3月，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矿
业大学教授彭苏萍团队签订了立体生态
修复治理项目协议。目前，五个研究课
题已开展了资料收集、现场调查、数据采
集等工作。

科技创新，“新”的动能在成长

该公司瞄准高端积极开展科研合
作，重点开展好《陕北侏罗纪煤田薄煤层
智能化开采技术与装备研究》《陕北煤矿
区水资源保护与利用及生态重建关键技
术研究与示范》《综掘工作面智能化开采
关键技术研究及工程实践》等重大科研
项目研究工作，目前4个重点科研项目正
按照计划推进中。

与此同时，公司大力推广 110工法、
智能化综采工作面建设、永磁直驱技术
应用等十项新技术。目前，柠条塔矿业
公司、张家峁矿业公司、韩家湾煤炭公司

已完成“110工法”工作面设计并开始施
工；井下巡检机器人已在韩家湾煤炭公
司推广应用；柠条塔矿业公司智能化综
采工作面已开始试生产。

党的建设，“领”的合力在汇聚

该公司党委聚焦“把方向、管大
局、保落实”职责，瞄准内容指标化、
工作标准化、手段信息化、管理数字
化、评价数据化和成果效能化“党建新
六化”目标，制定了“一轴五驱”党建
体系实施方案。为夯实基层、基础、基
本功建设，出台了 《关于加强“双一
流”党支部区队班组建设的实施意
见》，配套了考核标准体系，扎实推进一
流党支部和党支部书记、一流区队（车
间）和区队长（车间主任）、一流班组和班
组长三个“双一流”建设。

进入 6月份，该公司扎实部署“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建立了
领导小组、工作组、巡回指导组三级联动
评价机制，细化了“1+4”指导文件，制定
了《“1166”主题教育工作清单》，确保主题
教育取得实效。 （谭学超）

7 月 30 日
至31日，省应
急管理厅安全
生产监察专员
范德强带领检
查组，深入铜
川矿业公司陈
家山、玉华煤
矿开展安全生
产集中执法综
合检查。铜川
矿业公司有关
部室负责人陪
同检查。

杨春成
燕宏斌

朱建锋 摄

“以前需要打开电脑查看隐患，每天
登录电脑太不方便了，现在好了，一部手
机就可以走天下！”近日，在澄合矿业董
东煤业公司综掘一队，技术员李刚一边
在手机上查看安全隐患的整改信息，一
边对笔者说。

据了解，在以前，
矿井双防系统只能在
电脑端录入隐患，责任
单位也只能通过电脑
接收隐患，操作繁琐，
而且导致了信息实时
性不足问题。

针对这个现象，董
东煤业公司采用了将
双防管理信息系统与
个人手机互联的方
法，将双防信息系统
与手机“企业微信”相
连，检查人员在升井
后可以在电脑端录入
隐患内容，双防信息
系统会自动将隐患内
容、整改期限、整改措

施等发送至责任单位队长、书记、技术员
的手机上，如此一来，接受安全隐患信息
就变成了“举手之劳”，隐患再也不能钻系
统的空子，逃之夭夭。

经李刚介绍，他们在将隐患处理后，
需及时在双防信息系统上进行销号，之

后双防信息系统又会将隐患的整改情
况、整改日期、整改人等内容发送到检查
人员手机上，以便检查人员及时进行复
查。经过这次改进，只需要携带手机，就
可以使矿级领导、部室区队管理人员能
够随时掌握隐患整改、验收、销号情况。

“通过这种方法，大大提高了隐患信
息的时效性，也提高了排查隐患的质量
与效率，我们办起事来也轻松了不少。”
李刚说。

“这种改变对你们的工作有什么
影响吗？”面对笔者的提问，该公司安
全监察部长崔满江表示，双防系统和
手机相连以后，各级人员就可以在双防
系统，通过企业微信实时关注每天现场
隐患的挂牌与销号，这样一来就将隐患
整改责任与本职责任关联，若有不按期
落实人员，将会记录在案，而且每天还
会通报考核。

“这样的做法督促我们更加恪尽职
守，在这样一个完全公开透明的平台
下，没有人敢犯错，大家工作都更加谨
慎，工作效率比起以前也提高了很多。”
崔满江说。

据崔满江介绍，双防信息系统配有
两部防爆手机，要求带班人员入井对于
现场发现的隐患进行拍照，明确隐患责
任和措施，在“董东煤业安全管理”微信
群进行确认整改。结果发现，通过这样
的措施，整改隐患效果变得更加透明。
根据统计，在6月份董东煤业公司曝光并
通报处理了责任区队现场主要隐患 19
次，这无疑也带动了区队整改隐患问题
的主动性。

“循规蹈矩的生活工作，并不能使社
会进步，只能在使社会得以维持下去，只
有通过创新和整改，才能突破之前的桎
梏，让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这次将双
防系统和手机相连，就是一次有效的创
新，改变了以前只能通过电脑接受隐患
信息的现状，才有了今天的更方便和高
效率。”面对采访，该公司总经理樊刚这
样对笔者说。

这次创新无异于给双防系统多加
了一件“战甲”，捕捉隐患的“大网”编
制得更加结实
密集。

（张新红）

手机加入“执法大队”安全隐患“插翅难飞”

智能创新

“文龙，怎么又是你？这已经是
你本月的第二次违章作业了！”“由
于你在工作面作业时，未按要求戴
好护目镜，被记为一般‘三违’，如有
异议，请在三天之内到安检科核
实。”这是陕北矿业柠条塔公司综采
二工区在周五安全学习会上，支部
书记根据安全例会内容进行的第一
项通报。

近日，该工区连续发生多起“三
违”事件，给工区良好的安全生产氛
围蒙上了一层阴影。为进一步推进
工区反“三违”工作，经工区队委会
反复研究探讨，决定创新对“三违”
人员的帮教形式，除对其进行反思

教育外，联合安检员对其进行安检
员的“岗位培训”，要求其跟随安检
员到现场查隐患、纠违章，让他们亲
身参与到安全检查工作，感受违章
的危害与可怕。

“你看，他在架间休息，存在一
定的安全隐患。”安检员对着文龙说。

“这能有啥隐患，你们呀就是太
敏感，综采工作面的职工干活这么
累，天天还得……”

文龙还没把话说完，就听见
“啊”的一声，他们赶忙跑过去，发现
是架间漏矸，漏下的矸石正好砸在
那位休息职工的手背上，所幸没有
大碍。站在一旁的文龙此刻默不吱

声，呆呆地站着。
经过此次活动，“三违”人员对

待违章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观。在
周五“三违”人员现身说法中，他们
纷纷讲到，在这次的角色转换活动
中，因为角色的不同，自己看待“三
违”的眼光也不同了。以前觉得可有
可无的安全防护措施，现在从内心深
处知晓重要性了；以前觉得安检员啰
嗦，针对自己，现在也能体会到他们
的良苦用心了；以前因为被罚会来
气，现在觉得是应该罚……

目前，该工区已累计对 3名“三
违”人员进行角色转换教育。

（丁江明 何明）

“我的爸爸从不违章，只要有一
次违章，他就浑身难受……”近日，
在蒲白煤矿运营公司“三违”帮教亲
情恳谈会上，让人动情又流泪。

为了切实增强职工的安全意
识，杜绝职工违章行为发生，该
公司安全检查管理部和党群工作
部联合举办了“珍惜生命、平安
是福”——煤矿运营公司“三
违”帮教亲情恳谈会。该公司第
一项目部、第二项目部经理、书
记、队长、班组长、女工家属协
管员代表近 40余人参加恳谈会。

会上，该公司安全检查管理部
先通报了5至6月份的“三违”情况，
让“三违”职工对自身的“三违”行为
产生过程进行叙述，并做深刻剖析
和反省。接着，安全检查管理部与
每名典型的“三违”职工进行一对一
现场学习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
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也表明了公司
治理“三违”的决心和态度。而党群
工作部大打亲情牌，在“三违”帮叫
上着眼“情”字，组织女工家属协管
员代表用真情、亲情和温情对“三
违”职工进行现场恳谈、帮教。

“这次恳谈会对我的触动很
大”，该公司第二项目部掘一队“三
违”职工黄玉柱妻子说：“今后，我要
勤打电话，询问班中表现，多叮嘱，
常吹耳边风，使丈夫紧绷安全弦。”

“‘三违不治，公司无宁日’，大
部分的伤亡事故都是因为‘违章作
业’造成的。‘三违’职工再不转变思

想，提高认识，将会给本人和家庭造成无法弥补的伤
害，给企业带来不良的影响，我们中层管理人员要多给
职工算算安全账、经济账和亲情账。让职工从心灵深处
杜绝‘三违’远离事故，远离伤害。”该公司第一项目部书
记秦艳军激动地讲。

活动现场，该公司各项目部班组长代表踊跃畅所
欲言：“职工工作前，我会首先说应注意什么，工作标
准，然后再补充注意事项，如果你要先说注意事项，
有些职工根本就不往心里去，你叫他先说，然后你再
补充，这样有利于职工铭记于心，有利于职工不违章
干活……”朴实话语，句句真切。“我的爸爸再也不
违章了。”小小安全协管员、来自矿工家庭的孩子，
也带来了安全相声《两种爸爸》，打动并赢得现场每一
位职工家属的阵阵掌声，并将活动推向了高潮。同时，
现场每一位职工家属孩子，在“我的安全我做主，我的
安全我履行”横幅上签名，许下郑重承诺。

“三违”帮教似涓涓溪流汇成海，点点温情暖职
工。据介绍，该公司5至6月累计帮教“三违”职工5人
次，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0%，家属协管员们就是用真
诚和柔情为企业构筑了一道坚固的安全生产防线，促
进了公司安全生产。 （李雪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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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转换”纠违章安全小故事

直击安全

近期，榆林地区雷雨天气多发，为进一步做好“雨季三
防”工作，增强对突发紧急汛情的应急反应速度和应急处理
能力，保障袁大滩煤矿安全生产生活，蒲白救护消防大队驻
袁大滩煤矿救护消防中——在坚持做好“雨季三防”问题排
查整治工作的基础上，于8月6日晚组织开展了“雨季三防”
紧急出动演练，确保矿井安全生产。

李承华 景一浩 摄

澄合董东煤业公司

本报讯 今年以来，黄陵矿业
煤矸石发电公司将 NOSA 安健环
管理与干部走动式管理、巡检点相
结合，任命 35 名元素负责人和 17
名区域安健环代表，通过梳理出重
点工作项目，将NOSA安健环管理

体系的 75 个元素结合业务、专业
分工、逐级分解、明确到人，确保关
键岗位、关键环节、关键设备盯防
管控，做到每时、每处、每物全风险
提示，保证安全生产提供保障。

据了解，今年该公司通过开展

NOSA安健环巡查工作，发现和消
除不符合规范 60 余项，现场解决
问题 500 余个，机组缺陷发生率较
去年同期减少 30%以上，安全生产
工作得到进一步改善。

（高婷婷）

黄陵矿业煤矸石发电公司 推行NOSA管理见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