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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期，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
司在煤矿安全集中整治及“学法规、抓落
实、强管理”活动中，推出了一项极具特色
的活动：制作“五色”读本，开展“靶向”培
训，分类“专题”考试。

陕西煤业“学法规、抓落实、强管理”活
动有方案、有资料、有步骤。公司成立了以
总经理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制定了工作方
案，对“学法规、抓落实、强管理”活动
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要求各单位要以学
习培训《煤矿安全规程》《防治煤与瓦斯
突出细则》《煤矿防治水细则》《防治煤矿
冲击地压细则》《煤矿整体托管安全管理
办法（试行）》《防范煤矿重大安全风险
管理规定》（简称“一规程三细则一办法

一规定”）为重点，对标对表促整改，严
格责任抓落实，依法依规强管理。明确了
各级各类人员学习培训的重点内容，提出
了要明确“岗位是什么、学的是什么、问
题是什么、改的是什么、效果是什么”的
工作要求，要求把学习培训和对标对表整
改细化到具体岗位。

为落实活动方案，陕西煤业编制了“五
职矿长”安全法规必知必会读本，配套编制
了“一规程三细则一办法一规定”学习培训
题。其中，《安全生产法》348道，《煤矿安
全规程》3368 道，《防治煤与瓦斯突出细
则》715道，《煤矿防治水细则》570道，《防
治煤矿冲击地压细则》64道，《煤矿整体托
管安全管理办法（试行）》400道，《防范煤

矿重大安全风险管理规定》576道。培训
题型分别为单选、多选和判断三种，其中单
选题 2499道、多选题 1051道、判断题 2491
道。要求相关人员结合分管业务，认真学
习相关法规制度，重点查找在安全管理体
系、安全技术措施、现场落实执行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对“三违”人员、事故隐患责任
者则采取反思式、检讨式、案例式、帮教式
等方式，开展“靶向式”培训。“五职矿长”安
全法规必知必会读本，按主要负责人，分管
生产、机电、技术、安全副矿长等分类，分别
以蓝色、黄色、橙色、绿色、红色等五色设计
读本封面，寓意岗位职责。

陕西煤业组织各单位积极参加国家煤
监局（含省应急厅）、监察分局（含地市煤炭

局）针对煤矿安全法规、“一规程三细则”、
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等开展的系列视频讲
座。4月将组织所属煤矿“五职矿长”、矿
山救护队管理人员对“一规程三细则一办
法一规定”的学习培训情况进行专题考试；
组织参加 2020年全国“安全生产月”煤矿
安全网上知识竞赛活动；拟于三季度组织
各煤炭企业开展“学法规、抓落实、强管理”
知识竞赛。拟于 4月至 11月，组织各煤炭
企业对照法规制度，对标对表查找“法规制
度落实、机构人员配置、安全生产责任制、
生产布局、灾害治理及标准化动态达标”等
方面的存在问题，召开专题研讨座谈会，研
讨现行安全规章制度的合规性、安全技术
措施的可靠性和针对性。 （王西才）

目前，铜川矿业下石节矿坚持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安全生产，广大干部职
工立足岗位，守好安全生产生命线，把牢
设备运行安全关，实干疫情防控，保障电
煤供应，彰显了国企担当。

“分级管控+包机到人”环环相扣

电煤供应重任在肩，电气设备安全先
行。该矿严格落实中省、集团、公司关于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要求，
坚持“分级管控+包机到人”，为电煤供应
顺畅有序提供保障。

据了解，该矿细化落实《下石节矿原
煤及运输系统设备检修管理要求》，按照

分管业务，分管矿领导、部室负责人、技
术人员坚持对原煤运输系统单位实行精
准包保，实行分级管控，即：包保单位责
任落实到人，区队主要领导包保全面，班
组负责当班设备运行，严格包机制度细化
到人，通过超前维护到位、加强运行保养、
严控检修质量、动态巡检管控，提升设备安
全运行效果，为矿井安全生产筑牢屏障。

同时，该矿原煤运输单位严格落实
包机制度，对工作区域所有设备实行分
区负责、专人管理，给每台机电设备找
好“主人”，确保设备都能得到精心呵
护。健全设备安全运行奖罚考核措施，
动态考核兑现，激发技术人员的工作主
动性和积极性，确保设备始终处于安全高

效运转状态。

“动态巡查+设备体检”相辅相成

该矿坚持“动态巡查+设备体检”并
举，确保机电设备管理精细化，全覆盖，无
死角。业务部门坚持定期开展“一通三
防”系统、机电运输系统专项巡查，认真排
查各生产系统设备完好、安全运行、记录
台账、包机到人执行等方面工作情况，发
现隐患下发清单，责任落实到人，现场整
改落实，并上传至隐患整改系统，限定整
改时间，严格跟踪复查，有效杜绝隐患问
题重复发生。

机电运输一条线单位加强设备安全

“体检”，实行分区域、分种类、分时段精细
化管理，将设备管理职责下放到班组，落
实到个人。认真对照机电设备完好标准、
检修质量标准开展好设备检修、保养工
作。及时做好重点部位设备的井下备用，
定期检查，每 5天进行一次绝缘摇测，确
保设备性能状态良好。严格持证上岗制
度，建立健全设备安全运行、检修、巡查记
录台账，做到隐患问题早发现、早处理。
加强大型设备自主维修、维护保养，以良
好的设备运行保障电煤供应高效顺畅。

当前，全矿上下齐奋战，保安全，促生
产，稳质量，增效益，形成全员战“疫”、实干
光荣的浓厚氛围，大步向实现疫情防控与生
产经营“双目标”“双胜利”迈进。（艾小莉）

把牢安全关 实干保电煤

近日，神木煤化工东鑫垣公
司第一批烘干煤泥新鲜出炉，标
志着新增煤泥烘干机成功打通
工艺流程。

该公司煤泥烘干项目投资小、
见效大，其主机从专业制造单位购

入外，配套辅机都由东鑫垣人自主
加工制作，并自主完成全套机电安
装工作。在项目投入上，公司一如
既往发扬“自己能干坚决不外委”
的作风，通过自己动手、修旧利废，
最大限度节约资金。

据悉，该煤泥烘干装置使用
荒煤气提氢后的废气 （解吸气）
作为燃料，设计出料量为 25-30
吨/小时，将煤泥水分由 35%左
右烘干至 15%左右，送入循环流
化床锅炉掺烧。 马佳亮 摄

神木煤化工东鑫垣公司神木煤化工东鑫垣公司

煤泥烘干机打通工艺流程煤泥烘干机打通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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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安全ZZ HIJIANQUANHIJIANQUAN

本报讯 日前，为确保施工生产安全有序开展，建设集
团机电安装公司严把关口，通过构建三级安全机制、激发安
全正能量和全方位监督等举措，织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任务到岗、责任到人、监督到位”的施工安全网。

该公司从“点线面”统筹，自上而下建立安全生产专项
工作领导小组，将责任落实到岗位和个人。充分利用“线上
线下”多形式培训，激发全员保安全的正能量氛围。公司班
子成员项目蹲点，现场指导、协调解决施工难题，对重点工
作实施全方位深层次的服务和监督，助力安全生产，促进施
工项目掀起“春耕”热潮。 （范亚文）

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

织密安全网加快施工生产

“郑琦，快走，马上就要开班前会了。”“师傅，
你先去吧，我马上就要赢了。再说，开不开班前会
都无所谓，又不差我一个。”

“你小子，一天就知道玩王者荣耀，有啥意
思。我还告诉你，班前会是你不想参加就不参加
吗？今天我就是搅了你的局，这个班前会你也得
和我去参加，你知道这个看似平凡、乏味的班前
会，对我们安全生产有多么重要吗？”

张师傅一边说一边夺过徒弟郑琦的手机，拉
着向学习室走去。路上，张师傅给他讲了一个当
年在老区发生在身边的事故：“和我一个班的小
赵，当天就是因为没有参加班前会，没有领会班前
会上关于安全生产要求，而在井下处理故障时操
作不当，导致手指截肢……而我们现在都是智能
化开采，每天班前会上要学到很多智能化采煤新
工艺、新技术，你说你不学到井下会操作吗？怎么
能跟上公司智慧煤矿建设的步伐呢？”这是陕北矿
业张家峁公司综采队一名师傅和徒弟在开班前会
前的一段“小插曲”。

班前会是煤矿把好安全生产第一道关的关
键。每班之前召开一次鼓舞士气的班前会，就能
带给职工满满的正能量。该公司推出“两唱六步”
班前礼仪工作法，职工点名答到铿锵有力、站姿端
正，队长安排工作简明扼要，班长派活有板有眼，
每日一题学习讲得生动，听得认真，入井前安全排
查一丝不苟，安全宣誓声音洪亮、振奋人心。整个
程序完整紧凑、一气呵成。短短的三十分钟，使职
工明确职责、清楚工作标准，促进当班任务安全高
效完成。

几年来，该公司始终保持班前会各项程序“不
缩水”，记录填写“不打折”，每周还要求中层以上
管理干部参加一个区队班前会，现场监督考核，做
实做细安全基础管理工作，始终贯彻“预防为主，
过程控制，严格管理”安全工作思路。 （孙敏）

班前会“小插曲”

安全故事AA NQUANGUSHINQUANGUSHI

倒闸是我们煤矿井下电工的一项基本操作
技能，操作时，操作人员应根据值班调控人员或
运维负责人的指令，复诵无误后执行操作。作业
时，应选择对设备较为熟悉者作监护，发布指令
应准确、清晰，使用规范的调度术语和设备双重
名称。操作人员（包括监护人）应了解操作目的
和操作顺序。

现场开始操作前，应先进行核对性模拟预
演，无误后，再进行操作。操作前应先核对系统
方式、设备名称、编号和位置，操作中应认真执
行手指口述制度（单人操作时也应高声唱票），
最好是全过程录音。操作过程中应按操作票填写
的顺序逐项操作。每操作完一步，应检查无误后
打“√”记号，全部操作完毕后进行复查。

在经合闸即可送电到工作地点的断路器（开
关）和隔离开关（刀闸）的操作把手上，均应悬挂

“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的标示牌。
（榆北小保当公司 朱天瑜）

安全小常识AA NQUANXIAOCHANGSHINQUANXIAOCHANGSHI

倒闸操作小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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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担

←“安全帽”变成了“保护伞”
不仅保护了工作者
也保护了家庭的幸福

（物资集团进出口事业部 卜欣）

目前，随着“取消高抽巷”工作
不断推进，井下钻孔施工量不断增
加，为进一步推进矿井瓦斯抽采高
效管理，实现井下打钻施工有效监
管，确保瓦斯钻孔施工质量，彬长
胡家河矿实行“立体监控+闭环巡
查”管理制度，为矿井安全生产保驾
护航。

线下与线上“立体监控”。该矿
属高瓦斯矿井，瓦斯抽采在“一通三
防”管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而
抽放钻孔施工是瓦斯抽采的关键环
节。由于井下打钻作业地点较多，
人工验孔不能做到全程监控，钻孔
成孔主要是由验收人员通过清点钻
杆、主观判断和电话汇报等方式进
行验收，验孔真实性有待考量，易出
现现场施工与技术管理脱节，影响
矿井安全生产。针对这一问题，该

矿引进视频监控系统，全面覆盖井
下施工钻孔施工区域，并严格执行

“一孔一视频”原则，管理人员可在
地面对井下施工进行动态验孔。每
个钻孔施工前、退钻前，提前电话通
知验孔人员，并以牌板展示方式提
示，便于后期视频剪辑与录制。实
现钻孔施工线下与线上“立体监
控”，从源头上杜绝打假孔、谎报进
尺和违章操作等危及安全生产事件
发生。

逐级负责，闭环巡查。该矿在
此基础上实行管理人员“闭环巡查”
制度，要求“一通三防”管理人员分
别对井下打钻施工地点全覆盖巡
查、打钻旁观抽检成孔参数、地面视
频监视校验孔深，并对相关人员巡
查次数作出明确规定，确保钻孔施
工精准性，同时巡查工作实行逐级

监督负责制，即部门向总工程师负
责、区队向部门负责、副职向正职
负责等，而党群部、安全部定期对
巡查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向分管领导负责，要求做到层层监
督、层层检查，确保巡查工作落到
实处。

“立体监控+闭环巡查”双重验
孔巡查制度的执行，使抽采钻孔施
工和验收更加精准化、规范化、透明
化，确保了打钻数据的真实性和可
靠性，提升了矿井瓦斯抽采的综合
管理水平，为矿井高质量抽采提供
基础保障，进一步推进了矿井数字
化建设。 （唐 洪 梅洋洋）

彬长矿业胡家河矿

“立体监控+闭环巡查”助力瓦斯高质量抽采

交流互鉴JJ IAOLIUHUJIANIAOLIUHUJIAN

漫话安全MM ANHUAANQUANANHUAANQUAN

本报讯 日前，黄陵矿业双龙煤业坚持疫情防控和安全
生产“两手抓”，突出隐患治理，强化责任落实，力促安全生
产首季实现“开门红”。

据悉，该公司把防疫情与保安全作为头等大事，严把矿
区“入口关”，坚决做好“外防输入”工作，同时围绕“四治理
一优化”管理模式，结合煤矿安全集中整治要求，明确各级
管理人员的安全责任。狠抓职工安全思想教育，持续加大

“双述”考核，发挥新媒体的优势，开展网上培训和考试，加
大现场安全监管的力度，对发现的各类隐患及时进行梳理、
整改，做到闭环销号，大力营造“严抓、严管、严处”安全管理氛
围。截至3月底，公司安全生产周期突破3818天。（彭兴仓）

黄陵矿业双龙公司

安全生产首季实现“开门红”

铜川矿业公司下石节矿

本报讯 近日，榆林化学公司在全面
复工复产之际，组织开展覆盖全员、全岗
位、全系统、全区域的防疫、安全、消防综
合大检查活动。

据悉，该公司为确保本次综合大检查
不搞形式、不走过场，成立以副总经理为
组长，各单位、各部门、各项目部负责人为

成员检查小组，根据检查人员的专业性
质，细化分工、细化区域，对清水工业
园项目现场和乾元能化公司同时进行。
清水工业园项目现场重点检查了各承包
商、监理单位现场人员管控记录、消毒
记录、分餐制执行，员工健康信息登记
及作业人员疫情防控培训，员工入场安

全培训、特种作业人员持证，特种作业
人员票证办理及审批、作业方案编制及
审批，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施工物料
堆放、作业点物料分置情况等 15项具体
内容；检查组针对乾元能化公司实际，
重点检查了疫情防控、工艺设备、安全
环保、文明生产及消防防火四方面 21项

具体内容，做到了检查零容忍、内容全
覆盖。对于检查出的问题隐患，要求各
单位、各部门、各项目部、各承包商、
监理单位要分级分类，列出清单，主要
领导牵头抓整改落实，能立即整改的责
令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或不具备
整改条件的，制定专项整改方案，落实责
任人，限期整改到位，营造复工复产和安
全生产的良好氛围。

（李玉春 赵晓晨）

榆林化学公司：开展安全综合大检查活动

本报讯 日前，运销集团彬长分公司不断强化安全隐患
排查，多措施筑牢安全屏障，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和煤炭
安全发运工作。

据悉，该公司把疫情防控和安全发运作为第一要务，对
办公区域消杀、人员体温检测常态化全覆盖，从源头上筑
牢公司疫情防控工作“防护墙”，同时加大对装运现场、各
工作岗位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特别针对消防设施位置、道
路安全警示标识、灭火器安全锤等自救设备配备及各岗
位、宿舍线路老化等日常养护情况进行拉网式排查，强化
疫情防控期间应急值守，及时应对突发事件，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保障各项工作及疫情期间煤炭安
全发运平稳运行。 （卢妮）

全力抗疫做好安全发运工作
运销集团彬长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