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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四季度，为进一步提升安全管理
水平，提高安全管理效果，榆北小保当公
司安全监督管理部多举措、多维度、严要
求，全力做好矿井安全生产的“啄木鸟”。

87条制度定红线

该公司安全监督管理部认真剖析陕
北地区事故案例，吸取经验教训，并结合
本公司安全生产情况以及安全管理模式，
有针对性提出了 87条“三违”与重大隐患
辨识标准，并印发《严重“三违”与重大隐
患管理办法》（简称《办法》）。该《办法》对
生产中的隐患与“三违”行为做了具体的
阐述与清晰的界定，为安检员制止不安全
行为、查找隐患点提供了有力依据。有效

解决了事故隐患责任主体不清、互相推诿
的问题。同时，该公司要求全员对该《办
法》内容进行熟读背诵，背诵效果直接与
工资绩效挂钩，以达到对员工的自我警
示、自我约束、互相监督的目的，大大提高
该公司员工的安全基本知识。

“八大流程”严执法

“你好，我是安检员张彪，请立即停止
你的不安全行为，并出示相关证件……”
从发现违章到制止违章，直至最后的违章
信息公开；从违章描述记录、条款对照，直
至最后的“小蓝本”签字确认。整个执法
过程要经历“八大流程”。同时，在制止教
育过程中，不但要帮助他们认清自己的错

误，还需要辅助讲解相关典型事故案例，
有理有据，使违章人员现场得到教育。该
安全监督管理部旨在打造一支专业、文
明、严格的安检员队伍。文明执法、有规
可依、有规必依，对违章绝不手软，对隐患
绝不漏却。

素质提升改风貌

对“三违”人员开设“素质提升班”，
实行军事化管理，主要课程涵盖了基础
军事训练、伤残体验、亲情帮教、安全演
讲等。让“三违”人员在学习安全知识，
认识自己不安全行为的同时，还提升其
与人相处的能力、演讲的口才、宣传沟
通的技巧等。

“培训班不单单是学安全，更多的是
对‘三违’人员素质的综合提升，让每一位
学员在思想上反省后，通过交流分享，体
会更深，记忆更牢固。”该公司安检员说
道。“培训完后还要参加考核，合格后方可
上岗作业，保证到岗后人人都可以成为安
全宣传员，化安全宣传由被动为主动。”

截至10月底，该公司对“三违”人员帮
教 728人次，追究重大隐患责任人 82 人
次，下达安全监察意见书 30份。该公司
安全监督管理部通过一系列举措，从发
现违章到培训结束上岗，闭环管理，层层
递进，大幅度提高了安全教育效率，提高
了安全治理能力，完善了安全管理机
制。为小保当公司的安全管理锁上了一
把“平安锁”。 （杨景麟）

为了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促进矿井安全生产，今年以
来，陕北矿业涌鑫公司安山煤
矿以夯实人的安全思想和安
全行为管理为抓手，“三箭”齐
发保安全。

思想之箭——“小利益”
服从“大利益”

“刚才闫科长给我们把发
生事故后个人小利益与公司
大利益损失分析后，‘三违’真
是害己又害人。”该公司职工
小赵说。

今年以来，为了杜绝职工
个人小安全观，提升全员的
安全思想意识，安山煤矿以
算“个人安全小账和公司安
全大账”为着力点，利用区
队班前会等时间向广大职工
传达灌输安全防范思想，同
时，安全监督科不定期组织
各主管科室管理人员参加区
队班前会，对近期全国煤矿
发生事故中所体现出来的人
的不安全因素进行分析讲
解，有效提升全体人员的安
全思想意识。

警醒之箭——遏制“特殊
时段”安全事故

“今年以来的安全监督工
作越来越严格了，安监科不定期组织各业务科室
开展‘特殊时段’行动呢。”掘进队职工小郭和工
友说。

今年以来，为了有效遏制“特殊时段”事故的
发生，安山煤矿采取不定时间、不定地点、统一行
动、直奔现场的检查方式，重点检查夜班、节假
日、极端天气等关键时期，过沟开采、过地质变化
带、初采初放、末采回撤、高风险作业等关键节点
的安全生产情况和重要岗位值班值守、现场交接
班等。有效对“特殊时段”人员、现场等情况进行
监督管理，促使全体人员都能随时保持警醒的精
神状态。

温情之箭——“温情牌”帮教“三违”人员
“处理违章不留情，看似无情见真情。你说

咱井下设备那么多，稍有不注意就有可能碰手碰
脚，下班后一定要多注意休息，精神饱满地去上
班啊。”该矿安监科闫科长说。

为了让职工能在一种温情的关怀中认识到
“三违”的错误性，今年以来，安山煤矿不断打出
“三违”帮教“温情牌”，由女工安全协管员、违章
人员家属、区队队干、班工长等人员参与帮教活
动，对于家属不在矿区的“三违”人员，通过实时
视频通话的方式进行远距离参与帮教活动，使

“三违”人员能在一种温情的环境中反思，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和不良后果，从而有效降低逆反心
理，切实提高帮教的效果。 （沈瑞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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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人诚恳、做人低调，工作负责”，这
是众人对他最中肯的评价。在炼钢厂提
起他，大家总能讲出关于他的一段故事。
他曾荣获第三届“陕钢杯”转炉炼钢工职
业技能竞赛第一名，被授予“陕西省机械
冶金建材系统技术状元”“韩城工匠”等荣
誉称号，他所在的5#炉丁班也被评为“红
旗炉班组”，他就是5#转炉丁班的炉长王
红斌。

还是炉长有办法

初到 5#炉丁班，他就看出来这个班
别的方面还行，就是缺对“关键控制”的把
握。大家比较关注钢水成分控制，成分
控制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只盯成分，包
况、过程温降也要控制好！王红斌提醒
大家：“包况、过程温降关系到钢水质量
和班组指标，是“关键控制”的要点。”可
大家仍然习惯于以往的思维模式。他着
急，怎么办？氩后温度合格率一直达不
到要求，按照从氩后目标温度倒推出钢
温度，不是高了就是低了，直接影响到下
道工序。连铸的兄弟诉苦：“转炉这么干，
我们生产难以稳定，你们得想办法稳定氩
后温度。”王红斌蹲在炉前，通过对前几炉
出钢过程中温降的分析、跟踪，原来是包
况在作怪，他将包况及待炉时间充分考虑
后，各种措施齐发力，稳定了氩后温度。
在他的带领下，经过两个月的持续跟踪，

班组的氩后温度达标率由原来的 80%提
升到了 95%以上，大家都高兴地说，还是
炉长有办法。

实现最怕、最难的跨越

钢水合格率是炼钢的重要指标，5#
炉丁班钢水磷的控制较差，不时拖作业区
后腿，大家都谈磷色变。“同样是磷的控
制，为什么乙班不错，磷的控制很有经
验。”王红斌和班组成员很是羡慕。于是，
他带领全班人员提前上班，对标求教，同
时也求教作业长及技术科人员。经过一
段时间的摸索、调整、总结、固化，原来问
题根源在前期造渣升温的
不均衡，造成前期脱磷效
率低。回到班组，他们通
过调整前期渣料的加入时
机和加入量，促使均衡升
温，为前期脱磷创造有利
条件，使钢水合格率进从
92%上升到 94%-96%，最
高水平达到 99.95%，这可
是炼钢的最好水平！之前
最难、最怕的脱磷控制，也
被5#炉丁班跨越。

头雁作用实实在在

王红斌带领的班组，

不单钢水合格率控制得好，其它关键指标
如钢铁料消耗、石灰单耗、渣料的加入量
等也较为突出。每当出现钢水成分不合
格、钢水温度不合格的时候，他都会利
用班后会组织全体班员进行讨论分析，
并做好总结，积累经验，争取做得更
好，更出色。他说：“作为炼钢的炉长就
要带头干好这个活，以身作则，严格遵
守每一项规章制度，严格督促每一位员
工，必须严格执行标准化作业，发挥好领
头雁的作用，在工作中做到率先垂范，抓
好安全生产。”经过不懈努力，该班组先后
获得炼钢厂安全先进班组、陕煤集团安全
先进班组等荣誉称号。 （贾婵霞）

王红斌：“工匠”的炼钢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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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安全

强化消防意识筑牢安全“防火墙”
本报讯 近日，韩城矿业公司桑树坪矿组织60余名职

工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暨灭火演练活动。
参加演练职工分别来井下机房硐室、瓦斯抽放泵站、

火药库等 21个重要岗位，为确保演练取得实效，该矿通
过视频，让职工直观看到乱扔烟头、电焊火花、私拉乱接
电线等不良陋习所导致的火灾事故发生经过。浓烟滚
滚、火光冲天，一幅幅激烈的救灾画面，使职工意识到消
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同时消防专业人员打开消防器
材，向职工详细讲解结构原理和器材使用方法、火场逃
生自救等消防安全基础知识。在实际操作环节，现场点
起火堆，让每一名职工轮流上场参与灭火训练，既增强
了职工消防安全意识，又提高了他们火灾应急救援处置
能力。 （张凯）

韩城矿业公司桑树坪矿

本报讯 进入10月份以来，蒲白矿业机关小区以“为
居民送冬暖为天”的理念，全力检修和调试冬季供暖设
施，受到职工家属和居民称赞。

据悉，尽管企业后勤工作已交由地方管理，但今年
的冬季供暖仍由蒲白电厂和蒲白中心社区负责。而机关
小区冬季供暖中心二级站，包括机关、建井小区和救护
大队、局医院供暖，二级站点多、线长，人员少、任务
重，他们克服管理移交变更、设备老化运转不正常等问
题，兵分两路，党支部书记负责外线，提前检修供暖管
道，小区主任负责调试供暖设备，及时处理居民存在的
供热问题。经过加班加点，按时为居民供暖，受到大家
的称赞。 （魏民 天奇）

全力为民送冬暖受称赞
蒲白矿业机关小区

把安全生产落到实处
本报讯 日前，澄合矿业合阳公司紧盯安全生产，狠

抓规章制度完善，严格要求全体干部职工履行好安全职
责，真正把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到实处。

据悉，该公司以“全力以赴保安全、决战决胜无事故”
为目标，采取多种措施，狠抓安全生产，营造年终收官之
战安全生产氛围。通过严格落实干部安全管理责任制，
及时掌握和解决生产一线工作的难点问题，坚持每月进
行一次安全隐患大排查，加强对各类安全隐患治理，同时
公司纪委和安监，严格按制度做好各项工作管理及基础
安全工作检查指导，消除事故隐患，杜绝事故苗头。充分
利用报刊、视频、微信、宣传栏等载体，宣传安全理念，营
造安全氛围，强化职工安全生产责任意识，为促进和实现
全年安全生产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闵捷）

澄合矿业合阳公司

“俗世奇人”冯朝阳，是蒲白建庄
矿业公司瓦斯抽放队的一名普通抽放
工，他身材魁梧、四肢发达，两只大手
攥起拳头来，简直就像一对“铁锤”。
说到这里，大家肯定会想，你描述的不
就是一个壮汉的形象嘛！除了力气大
了点，还能有啥能耐。对，力气大正是
他能力的一部分，那他还有哪些拿手
绝活，下面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奇
人”冯朝阳的故事。

说他力气大，那一点都不是吹
嘘。一次在井下 304 回风巷拉运 Φ
426#抽放管时，大家真正目睹了他的
身手，确实令人佩服。Φ426#管子重
达 500斤之多，装车十分费劲，人多了
围不到跟前，也用不上劲；人少了那更
别说，抬都抬不动。面对这样的难题，
冯朝阳让其他几个人先把管子一头抬
起来放在自己肩上，然后到另一头配
合着向前推拉，当他把肩膀上的抽放
管放到车上以后，再回到另一头进行
帮忙。就这样抬几根抽放管下来，大
家都喊叫着累得腰酸背疼，只有他像
个没事人一样，大家都说：“老冯，你咋
不知道累咧。”老冯傻笑着说：“在煤矿
干得久了，苦下得多了，自然有把子力气，这都不
算个啥。”听了老冯的话后，大家由衷地伸出大拇
指说：“老冯，真牛。”

再说说冯朝阳的另一项绝活，那就是记忆力
好。你别看他五大三粗的，其实学习能力很强，
这你还别不信，不是有这样一句歇后语嘛，“张飞
绣花——粗中有细”，说的就是像冯朝阳这种“能
文能武”的人。在区队班前会和各种学习座谈会
上，回答每日一题，背诵岗位描述，自然不在话
下，这些安全生产知识、操作规范流程他早已烂

熟于胸。要说真能体现他记忆力好的事
情，那我还要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今年9
月 20日，在蒲白矿业公司技校举行的特
种作业培训人员理论考试中，他是全场
唯一一个以满分 100分的成绩通过考试

的学员。同时，在第二天的实操考试中，他又是
唯一一个一字不差全部背诵瓦斯抽采作业流程
的学员。两次考核，两次满分，他用真真正正的
实力证明了自己，震撼了考场的师生。

其实，冯朝阳在工作和学习中取得的成绩与
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如果他害怕吃苦，舍不得
出力，他扛不起 500斤的重物；如果他熬不了夜，
起不了早，没有付出比别人多数倍的努力，他得
不了满分。

（黄东华 梁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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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百日安全”活动中，
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结合安全攻
坚行动、安全生产万里行、安全大排
查大整治等活动，注重方式方法，突
出过程控制，不断增强安全实效。

落实责任主体，突出专项管理。
该公司根据项目特点，分类指导项目
部安全活动，压实责任主体，使活动紧
贴工程实际纵深发展。对于大型土方
开挖，严格按照危大工程管理，编制专
项施工方案，并组织专家论证。对于
胶带机安装，重点做好皮带硫化安全
技术交底。对于通风机改造，着重做
好高空作业、试运转。

吸取事故教训，全方位排查治
理。针对近期煤矿安全事故，该公司

在全体职工中召开专题会议，全员讨
论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举一反三，
引以为戒，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该公司曹家滩项目部仅在10月份就对
新入场人员培训3次，组织安全警示教
育 5次，编制 3项工程“一图一清单”，
对重点工程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对安
全防护用品全面检测，更换 10顶安全
帽、5条安全带。

加强专项治理，紧抓关键环节。
专项治理是施工单位安全管理的重
点。该公司黄陵项目部对生活区、加
工区安全用电及电气设备全面检查，
规范电源连接，杜绝电气超负荷使用，
开展了电气安全专题教育和应急演
练。冶坪项目部制定冬季专项施工方

案，采取保温、加热、防护等措施，确保
工程质量。建庄项目部对起重吊装、
电气作业、电焊作业等专项施工严格
管控，紧盯施工一线，对安全隐患重点
排查。

紧贴工程实际，扎实推进安全管
理。工程实体是安全的关键。该公司
店头项目部全程跟进施工，分片分区域
派专人参与施工。对井下管路安装工
程，紧盯高空作业、吊装、试压等重点部
位，严格管理。对电缆敷设工程，将敷
设、防坠、试验等环节列入重点监控，确
保安全施工。小保当项目部在施工和
运营过程中，管理人员全程跟进工程施
工，旁站、巡视、平行检验，加强施工现
场管理，推进安全管理。 （任小阳）

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

“百日安全”活动重在实效

“四到位”为冬季施工保驾护航
本报讯 近日，建设集团韩城分公司以“百日安全”

“劳动竞赛”活动为载体，坚持“四到位”措施，为冬季施工
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据悉，该分公司对冬季施工期间的安全、质量、进度、
物资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本着“早计划、早动手、早落
实”的工作原则，储备规定品种、数量的越冬物资，建立物
资台帐由专人保管，并做到专物专用。制作了形式多样
的安全施工挂图并下发至各基层单位，让广大职工明确
冬季施工安全的重要性，增强职工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
护意识。同时，严格执行冬季施工现场安全质量监督检
查制度，成立检查小组，对重点工程安全质量进行检查，
确保工程质量合格，安全生产无事故。 （时婷婷）

建设集团韩城分公司

冯
朝
阳
：

11月5日，澄合矿业公司成功举办“一站到底”
安全管理综合知识竞赛。此次比赛经过全员学习、
基层海选、理论知识考核等层层选拔，最终有12名
选手脱颖而出，被随机分成四个战队参加当天的比

赛，比赛设“战队突围赛”和“战神争霸赛”两个环
节。比赛期间，还穿插了现场观众答题、预测战神、
派送红包等环节，台上台下全员参与，气氛热烈。

赵倩 郭聪仡 薛双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