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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安全”活动年年在搞，但如何
推陈出新，固化提升效果，引人思考。
陕北矿业韩家湾公司准确研判，创新让
活动常见常新，踢好岁末安全管理“临
门一脚”。

“考”出收获感

闲坐时刷题、排队时刷题、睡觉前刷
题……这样的好学风从何而来？“百日安
全”期间，恰逢全员培训考试系统上线不
久，该公司出台了阶梯式奖惩办法，成绩
最高可得到 750元经济奖励，极大激发
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学习热情。

除了安全“上机考”，还有“随堂考”
“现场考”。该公司综采队利用班前会时
间，对当班岗位安全风险防控知识进行

抽考，不过关的员工被列入每日重点观
察名单。通维队则对作业现场抽考不及
格的员工开“小灶”，由工程技术人员“一
对一”进行安全培训。

“查”出责任感

要想问题查得全、查得准、查得实，
关键是要抓好工程技术人员的素质
关。“百日安全”期间，该公司组织开展
了 3次现场教学活动，工程技术人员现
场查隐患，总工程师即时进行点评，重
点解决隐患排查漏项、标准不严、依据
不清的问题，锻炼出了一双双排查隐患
的“火眼金睛”。

为应对严峻安全形势，该公司将安
全生产标准化“旬检月验”时间由1天改

为 3天，第一天区队自查，第二
天公司检查，第三天通报认领，
增强了问题检查的深度和广
度。对查出的问题，严格执行

“五落实”，确保整改到位。

“比”出紧迫感

各基层区队轮流“坐庄”，展
示安全管理特色亮点：安装队设
立“三尺讲台”，每名员工都有机
会上台亮相，分享安全故事、感
悟作法和经验，凝聚了安全共识；综掘队
开展“四点六线”工作法，以工艺提升带
动安全提速，保障了精准掘进。

为丰富“百日安全”活动形式，各基
层区队组织开展技术比武大赛、岗位技

术练兵、岗位描述大赛、“三绝”展演等，
在比拼竞争中寻找差距、补齐短板、总
结经验，营造了比、学、赶、帮、超良好氛
围，潜移默化地提升了各岗位安全操作
技能。 （郭宏欣）

走好“三步”路 打赢安全仗
铜川矿业陈家山煤矿

“老张，听说公司要利用 VR 技术进
行培训，这东西在大商场里见过，没想到
还能用在咱煤矿上，这可真是个稀罕
事。”一位职工在前往安全警示教育培训
时说道。

目前，蒲白矿业建庄公司紧跟煤企新
形势，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在安全警示教
育上将 VR 虚拟现实技术与安全警示教
育相融合，创新使用“VR 虚拟技术+煤
矿”培训方式，让职工通过 VR 虚拟现实

技术真实体验事故发生的经过，感受违章
作业带来的后果，达到“以案为鉴、以案促
改”的目的，促进了职工安全行为从硬性
强制向自觉转变。

据悉，VR 虚拟现实技术作为计算机
领域一项新技术，可以让参与者具有身临
其境的感觉，是具有完善的交互作用能力
的虚拟现实系统。图为该公司职工正在参
加“VR虚拟技术+煤矿”课堂培训。

赵元捷 摄影报道

采用“VR虚拟技术+煤矿”安全警示教育新模式
蒲白矿业建庄公司

“常州科试早班车辆升
井没有进行登记确认；综掘
队零点班职工驾驶车辆未携
带驾驶证违规驾驶……”怎
么回事？车辆升井没有登记
确认也要处罚？驾驶证没有
带也要记违章？乖乖，这样
的“违章”伤不起。11月 28
日，在陕北矿业中能公司安
全信息站前的曝光台前，一
群入井的职工围在一起，指
点着曝光台上的内容，悄悄
议论着……

进入 11月以来，为了警
示和教育心存侥幸的“矫情”
职工，该公司在矿区安全信
息站设立了“三违”曝光台，
对于在工作现场发现的“三
违”现象进行不定期曝光，丢

票子、丢面子、过“三关”，成
了违章成本的主基调，让大
毛病不犯、小毛病不断的职
工感到了冬日里的“寒意”。

“在‘百日安全’活动期
间，公司安全环保部升级了
反‘三违’现场检查和考核
力度，组织人员每天不定时
深入地面、井下工作现场进
行安全检查，现场纠正违章
行为，每天对发现的各类违章
现象及时在曝光台上公布
……”提起公司开展的曝光台
活动，信息员王忠义如是说。

“为了防止有些职工赖
账，曝光台上的每一条违章
内容，都清楚地标注着违章
者所在区队、工作地点、违章
条款、‘三违’类型和处罚结

果，让‘矫情者’心服口服。”
安监员马忠伟也凑上前来，
向矿工们宣传着……

“这个章违不起，个人处
罚不算，还要连带影响班组和
区队季度文明晋级，‘过街老
鼠’太怕人，违章的事，反正
我是不敢干。”综掘队李永红
心有余悸地说。

“三违”曝光台实施以
后，自检、互检成了岗位职工
上岗后的必修课。曝光台前
出出汗、红红脸，习惯性违章
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有力地
促进了各岗位环节加强基础
安全工作的良好氛围形成。

（王惠武 刘鑫）

“三违”曝光台巧治“矫情者”
陕北矿业中能公司

自“百日安全”活动的
号角吹响以来，榆北小保
当公司坚持安全“高于一
切、重于一切、先于一切、
影响一切”的工作理念，上
下一心守好本年度最后一
百天的安全关口，通过班
前会、“班中会”、班后会，
全力保障安全生产工作。

班前会精细安排

“张国强，你今天带新
员工侯君把各班组自检互
检查出的 6联巷积水问题
处理掉，并及时将现场处
理情况向带班队干和值
班室汇报，一定要把侯君
安全照顾好，绝不能让他
单独作业。”11 月 5 日早
班班前会上电工班班长
王东逐一安排了当班的
工作任务。

为了进一步压实区队
各层级的安全管理责任，
该公司机电运输区实行了
区队管理人员、各班组、
岗位工包片、包机制度，
定期由区队管理人员、各
班组长深入现场进行对
照、检查。对检查出的安
全隐患，安排专人限期进
行整改，并由区队包片管
理人员进行监督，带班队
干跟踪落实。同时各班组
会根据自检互检的结果评
优择差给予奖惩，以此来进一步提
升各片区负责人的参与积极性。
此外，该区队每班班前会上都必须
抽查前一天的“每日一题、每日一
学”和当班自身岗位的安全“预测、
预想、预控”确保每位员工都把安
全装在心里。

“班中会”认真学习

“起吊时注意防护电缆，以免
倒链将电缆勒伤。登高时要正

确佩戴安全带并高挂低
用，还要将安全带吊挂牢
靠……”在吊挂电缆前，现
场带班队干屈升东组织大
家召开了一次“班中会”，
集中学习了本次作业的

“技术措施”和“安全措
施”，让每名作业人员都明
白了具体怎么干，可能存
在哪些风险以及如何防范
和应对。在大家都学习并
掌握了相关措施后，逐一
进行了签字确认。

“我也是第一次干吊
挂电缆的活，班前会上安
排时心里还直打鼓,毫无头
绪，刚刚学习完措施后，我
心里就有数了，行动就有把
握了，这个‘班中会’还是很
有必要的。”刚刚入职不到
半年的王渊自信地说。

班后会相互交流

“百日安全”活动开展
以来，小保当公司机电运
输区将每周二和周五定为
学习日，由区长、书记组织
大家学习“安全事故案例警
示教育片”，并要求全体员
工将学习内容认真记录在
笔记本上，便于随时翻阅，
时时警示。学习结束后，大
家根据学习情况，结合自身
实际操作经验互相交流经
验，总结作业方法。彻底改

变了以往一人讲课、全队听课、通
堂无感的“笨办法”，真正让每个人
都参与到了事故案例学习当中。

“以前学习事故案例，感觉
距离自己很遥远，现在通过视频
加上声音的效果，让我触目惊心，
同样都是矿工兄弟，干同样的活，
大家各抒己见，互通有无，就能让
我们的理解更加透彻深刻。”顺槽
检修工冯杰若学习结束后感慨地
说道。 （李虎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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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矿业韩家湾煤炭公司 直击安全

举办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本报讯 近日，运销集团进出口公司为进一步提高员工消

防安全意识，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消防安全理念，掌握对突
发事故的应变、逃生、救援等技能，邀请消防安全总队西安圣安
防火技术中心培训主任王珏，对东八道巷四家经营单位进行了
消防知识培训。

在培训中，王珏围绕日常防火检查以及火灾的预防、消防
器材的正确使用等基本常识，分别从火灾扑救、消防设施维护
保养、火灾报警和逃生自救等消防“四个能力”等相关知识，利
用实地演练及视频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进
行讲解。参训职工说：“这次消防安全培训，授课方式独特、新
颖、易掌握。” （刘燕）

运销集团进出口公司

职工在井下手绘安全漫画
本报讯 近日，彬长矿业孟村矿职工将安全提醒内容用漫画

形式，在井下多条巷道墙壁上手绘出来，受到广大干部职工好评。
在候车硐室内的墙壁上，仅运输队职工设计手绘就有10余

幅漫画，内容包含“依次排队上下车”“严禁驶入无照明巷道”
“严禁超速行驶”等方面，提醒内容一目了然，促使职工规范行
为、照章作业，拒绝“三违”。该矿机电队、综采队等区队也开
展了安全漫画下井上墙工作。“安全警示教育就要具有日常性
和长期性。”该矿党委书记王伟智说：“虽然职工绘制的漫画不
算多么精致，警示内容也并不多么深刻，但是我们把这项工
作坚持开展下去，不断更新和丰富漫画内容，就能使广大职工
入脑入心、提高安全意识，真正发挥安全警示教育潜移默化的
作用。” （李明）

彬长矿业孟村矿

把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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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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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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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充分利用报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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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职工灭火演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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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参加演练职工分别来自井下机房硐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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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提高了火灾应急救援处置能力。 （张凯）

韩城矿业桑树坪矿

“三个抓手”加强年底安全生产
本报讯 为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打赢全年安全攻坚战，近

日，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结合“安全生产万里行”“安全攻坚
行动”“百日安全”等活动，以安全排查、安全培训和知识竞赛为
抓手，加强年底安全生产。

据悉，该公司结合生产实际，以安全排查为抓手，坚持问题
导向与源头治理，加强风险管控力度，坚决预防和遏制各类事
故发生。并以安全培训为抓手，通过“内训+外培”形式，增强全
员安全防范意识，促进职工素质全面提升，为公司持续健康稳
定发展保驾护航。同时以知识竞赛为抓手，保安全促发展。精
心策划，深入项目部开展“职工讲述安全小故事”、常见“三违”
现象和知识竞赛，丰富“百日安全”文化活动，让职工自觉增强
安全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保证施工安全。（范亚文 高乐）

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

HAZOP风险分析培训如期举行
本报讯 近日，渭化公司生产系统技术管理人员危险与可

操作性（HAZOP）风险分析培训如期举行，标志着 2019年该公
司在役生产装置HAZOP风险分析工作正式启动。

据悉，本次HAZOP分析工作为该公司HAZOP分析报告
的第三次修订，预计整个工作需用时一个月时间，目前正在进
行的为一期合成氨装置的 HAZOP 分析工作。通过此次
HAZOP分析技能培训和分析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促进此项
工作在提升公司本质安全水平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刘立考）

渭化公司

对“五职”矿长进行安全生产考试
本报讯 近日，蒲白矿业公司对原煤生产单位“五职”矿长及

相关科室长，机关生产性部室长等，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安全生产
考试。共有矿处级干部19人、生产性科室长20人参加了测试。

“五职”矿长，是指原煤生产单位行政正职和分管安全、生
产、机电、技术的副职，为督促“五职”矿长认真履职，提高安全
生产管理水平，有效防范煤矿事故的发生，公司通过“以试促
学”方式对负有安全主体责任的领导干部进行履职能力考核。
考试实行计算机操作闭卷考试，内容从煤矿主要负责人题库、管
理人员题库和双重预防、职业卫生、安全培训、应急管理题库中选
择考题。参加人员必须携带身份证进入考场，对考场作弊、替考
及考试不合格、不按照规定参加人员将给予个人和单位严肃处
分，考试结果在总经理安全办公会上进行公开通报。 （周扬）

蒲白矿业

安全与我

日前，铜川矿业陈家山煤矿按照“立
足实际、摸准问题、定好措施、平衡发展、
全面提高”思路，构筑立体防护网，走好

“三步”路，打赢安全仗。

走好“警示教育步”

“为了职工生命安全和家庭幸福，为
了煤矿持续健康发展，为了社会和谐稳
定，我郑重宣誓……”在陈家山煤矿

“11·28”矿难警示碑前，该矿安全警示教
育现场会全体人员正在郑重宣誓。

为强化安全警示教育，该矿及时收
集整理典型案例视频，认真组织职工观
看、学习，切实把别人的事故当作自己的
教训来看待，把小事故当作大事故来看
待，充分发挥安全警示教育促进作用，做到

引以为戒，超前预防，确保安全生产意识入
脑、入心，有效防止同类事故重复发生。

走好“现场管理步”

该矿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
合治理”安全生产方针，牢固树立“生命
至上、安全为天”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
追责”要求，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切实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操作岗
位、落实到现场员工，坚持“管行业必须
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
必须管安全”原则，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
带一级，一级保一级的安全责任体系；严
格带班、跟班履职要求，力求“隐患在现场
排查，问题在一线解决”，始终把安全工作

摆到高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决定
一切的位置，严厉打击现场违章冒险作
业，时刻紧绷安全弦，让“零容忍、铁手腕、
硬心肠”成为安全管理的一种常态。

同时，以党建为引领，齐抓共管，全
力抓好“四员两长”队伍建设，充分发挥

“四员两长”现场安全管理核心作用，确
保矿井持续安全。

走好“隐患排查步”

“张总，‘零点行动’检查的工作面上
岗跟班带班情况良好，安检员、瓦检员上
岗及记录填写……”

该矿盯紧安全薄弱点，精心安排，从
基层区队责任区域内的安全隐患全面自
查入手，重点查系统隐患、事故隐患和行

为隐患，全面排查整改各系统、作业场所
的安全隐患，认真查找存在的薄弱环节、
变化环节，坚持现场和资料，动态和静
态，检查和服务相结合的方式，严格排查
岗位不安全因素，加强现场措施执行，明
确责任，落实责任，提升执行力，从而杜
绝重复隐患发生；坚持开展“零点行动”

“双休日”查岗活动，重点对零、四点班、
节假日现场安全、干部下井跟班、重要岗
位和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措施落
实、劳动纪律、薄弱环节、关键部位等进
行检查，对查出的隐患及时整改，并建
立专项台帐，要求各专业科室严格按
重点排查内容，开展全覆盖、逐条逐项
的隐患自查，及时排查和治理安全隐
患，全面落实整改，确保隐患治理取得
成效。 (崇娜）

近日，为积极应对当前严峻复
杂安全生产形势，增强全员安全防
范意识，提高各级应急处置能力，陕
西新泰能源公司主动申请承办了

2019年咸阳市煤层气事故应急救援
综合演练活动，促进了应急管理水
平整体提升。图为煤层气事故应急
救援综合演练现场。 王国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