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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25日，韩城矿业公司桑树坪二号
井开展“情系端午，心系职工”井口送祝福活动，把
含有矿党政工关切之情的粽子、鸡蛋、香包、腰带
等送到工人手中，并嘱咐他们一定要按章操作，注
意安全。

一位刚升井矿工吃着粽子说：“我们一升井，
就跟回到家一样，马上就能吃到粽子，和老家的粽
子一个味。矿上在节假日总是惦记着工友们，心
里很感激。”

端午节慰问活动不仅使矿工们切身感受到矿
山大家庭的温暖和关怀，更是极大地鼓舞了一线
矿工的士气，他们纷纷表示，一定不辜负矿领导
和家中亲人的期盼，时刻牢记安全规程，上标准
岗、干标准活，杜绝各类违章，确保安全生产，
让亲人安心、放心、舒心，让发展中的二号井更
加的长治久安。 （高静 高孟学）

韩城矿业桑树坪二号井

开展井口送祝福活动

本报讯“老张，你开综掘机辛苦了，拿上两块
奶糖吧！”“今天穿了新胶靴，脚后跟磨破了，给我
一个创可贴，再给我来一瓶葡萄糖补水液……”

6月，铜川矿业玉华煤矿职工井下医用保健
站的投入使用，使井下职工有了自己的“健康
加油站”。该医用保健站，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
管理，不仅向职工提供巧克力、奶糖和葡萄糖
补水液等物品，让职工班中随时补充能量保持

“战斗力”，还配备了棉签、创可贴、碘伏消毒
液、剪子、镊子等常规器械医药，为应对擦伤
等情况提供了就近消毒治疗的便利。而且配备
了创伤应急包、纱布绷带、血压计、听诊器、

速效救心丸、折叠式医用担架等一套简易急救
设备，应对处置意外受伤情况能及时提供快捷
的医疗服务。

“在井下建立‘医用保健站’的初衷，是让职
工随时随地能够获得健康医疗服务，是为生命和
健康筑起一道坚固的保障线，是‘惠民生’政策的
开花结果。”矿党政工积极推动保健站建设，明确
专门科室、人员进行落实，加强与当地社区、医疗
机构联系合作，依据专业性指导意见，结合井下
实际情况，针对健康保健、医疗救治等实际需求，
分门别类购置器械医药等物品，一周时间内便投
入运行。 （朱建锋）

建起井下医站 关注职工健康

本报讯“我的岗位是皮带工，确保
皮带的安稳运行是我的职责。”“全面落
实安全生产的指令和要求，认真做好本
工段的安全生产与环保工作。”近日，神
木煤化工能源公司根据“安全生产月”
活动安排举办了首届“岗位描述”大
赛，来自该公司机关和 6家子公司的 200
余人参加，为各岗位逐步实现“行为规
范化、操作标准化、技能全面化”目标
营造良好氛围。

本次“岗位描述”大赛内容围绕岗位

职责、工艺参数、设备原理、危险及有害因
素辨识、事故应急处置等内容展开，经过
层层选拔，来自生产一线各岗位的10名选
手最终同台较量，展现“煤化人”风采。

比赛现场，有年轻女工娓娓道来柔中
带刚的巾帼风采，她们把青春与汗水挥洒
在自己心爱的岗位上；有年轻小伙满腔热
血、敢于拼搏的“后生可畏”，他们用责任
和担当书写了“青年力量”；有中年大叔沉
稳坚毅、豪气满怀的“当仁不让”，他们用
忠诚坚守和敬业精神为年轻人做了学习

的榜样……观看比赛，聆听讲述，走进一
段段有苦有甜的奋斗故事，引起了现场职
工共鸣。

最为精彩的要属电化分公司毛宇的
岗位描述了。舞台上，他挺拔的站姿、
洪亮的嗓音、自信的神态、行云流水的
讲述，大大超出所有人的预期，以绝对
实力战胜了其他对手，也征服了现场的
职工和评委，赢得热烈的掌声与欢呼
声，提前锁定胜局，将整个比赛推向了
高潮。

最终，经过2个多小时激烈角逐，电化
分公司毛宇获得第一名，洁能发电分公司
郝艳霞、电化分公司庞博获得第二名，五
洲分公司杨桂梅、联众分公司杜帅和电化
分公司阮艳龙获得第三名。

“此次‘岗位描述’大赛不仅增强了职
工的安全意识，提高了职工操作技能水
平，还掀起了一股比学赶超的热潮，使职
工学习技术、学习本领的热情更加高涨。”
该公司安全总监刘建等评委对此次大赛
给予了充分肯定。 （徐晓林 刘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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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
（陕化公司 侯瑶 付浩）

心里有话儿对党说
（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 范亚文）

粽情端午佳节弘扬传统文化
（物资集团招标分公司）

本报讯 为充分发挥女职工和家属协
管员在煤矿安全生产中的作用，近日，彬
长矿业小庄矿工会组织家属协管员在员
工餐厅门前为职工缝衣钉扣送温暖，在

“安全生产月”里以她们特有的温柔和细
心做着女性擅长的贡献。

看，她们一大早就忙活起来了，认真
地投入到“新”的岗位上。穿针引线、剪布
条、钉扣子、补破洞，将职工破损的工作服
一件件缝好，用“针”情将安全的嘱托带给
每一名职工，让职工感受家的温暖。

正要拿回工作服的员工景青勃高兴
地说：“破了的地方不但缝补好了，还缝得
这么好，跟缝纫机缝出来的一样，真的太
贴心了。”炎炎夏日挡不住巾帼志愿者们
的热情，她们愿做衣物的缝补人，安全的

“缝补师”。 （王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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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小”措施护航安全“大”目标

本报讯“小李，吃个粽子，井下作业时，一定要
牢记安全、按章操作。”“非常感谢公司对我们职工
的关心，我们一定铭记安全，遵章守纪、上标准岗、
干标准活、做安全人。”

6月23日，蒲白矿业西固煤业工会组织女工家
属协管员，在入井通道开展“端午粽飘香，真情嘱
安全”活动，为入、升井的职工送去端午节的祝福
和关怀。职工们品尝着香甜的粽子，脸上洋溢出
幸福的微笑。一个个香甜的粽子，一句句真情的
叮嘱，让节日里坚守工作岗位的职工感受到了公
司“大家庭”的浓浓关爱和深深祝福，粽香的甜蜜
滋润在职工心间。

此次端午慰问活动，该公司在井口为职工送上
了300多份粽子、牛奶，并将300多份安全叮嘱和安
全祝福送给入、升井的干部职工。同时，还为各科
室及区队职工送上了香甜的粽子。 （刘琨）

蒲白矿业西固煤业

端午粽飘香 职工情意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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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澄合矿业煤机公司第四届“师带徒”活
动全面启动，共有 43 对结对师徒签订“师带徒”
协议书。图为该公司结对师徒签订“师带徒”协
议书。 王文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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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职工急救意识，
应对处理突发事故应急能力，6月 28日中环
公司安全环保部在车间开展急救模拟演练。

为确保此次演练达到预期效果和目
的，首先由公司专业人员操作示范并让参加
的员工一一进行模拟操作，当发生意外事
故时，车间一线人员能根据公司工会为各
车间分发的小药箱里的应急药物如纱布、
碘伏消毒棉球、消毒液等对小面积创伤进

行伤口包扎，做到在短时间内减少流血事
故的发生。

通过此次急救演练的开展，中环公司一
线工作人员加强了对急救知识的了解与掌
握，确保在突发事故时，能够在第一时间正
确、有效实施紧急救护，进一步增强了职工
在实际工作中应对和处置突发安全事件的
能力，使职工真正掌握了在危险中自救、互
救的基本常识和方法。 （陈涛）

本报讯 6月 23日，新泰能源公司举办
了公司级大网停电应急演练活动，不断提升
公司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水平，促进了安全生
产工作持续、稳定发展。

据悉，此次举办的应急演练实战操练活
动，以“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安全
生产方针为主导，共分大网停电与公司厂
区、排采井场雨季“三防”两个模拟场景。“报

告调度指挥中心，10KV瓦斯电厂 1回停电，
对应变压器分网，机组停机”，随着分厂厂长
的紧急汇报，调度值班人员立即将信息报告
值班领导、总经理，整个演练过程紧凑、真
实，参演人员面对紧急事故应对迅速、处置
合理、措施精准，达到了各部门协同配合、锻
炼队伍、磨合机制的演练目标，对提高公司
应急管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李文哲）

新泰能源公司 举办大网停电应急演练活动

中环公司 开展急救模拟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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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陕西长安电力榆林配
售电有限公司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认真排查疫情防控、安全管理方面的
短板，采取圈重点、查疑点、平难点等举
措，以点带面确保疫情防控、安全生产两
手抓。

自我排查圈“重点”。该公司严格执
行“安全包干、责任到人”制度，切实抓好
所分管领域范围内安全工作，明确在安全
管理方面的重点，采取“自检、互检、专检”
循环检查方式，逐步排查在疫情防控、安
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短板，认真整改落
实，实现关口前移，超前防范，坚决把各类
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利用各类宣传媒
介，加大疫情防控、安全管理等知识的宣
贯力度，杜绝出现安全责任意识不强、安
全知识掌握不熟练及违章行为的发生。

现场监督查“疑点”。该公司加大现
场操作和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三
违”行为，突出抓好薄弱工序、薄弱地区、
薄弱时段、薄弱人员的现场监管，全面排
查安全隐患，做到各项监察不断点、不断

线、全覆盖；加大对系统潜在、隐蔽危险
源的查找力度，突出工作重点，从严从深
从细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做到隐患
排查不留死角，隐患治理不留余地；针对
安全管理薄弱环节和项目环境复杂的工
作面，组织相关部门人员进行联合检查，
并按照“全方位排查不遗漏、全过程排查
不放松”的排查要求，确保安全生产排查
到位。

有的放矢“突出点”。该公司以人的
不安全行为和设施设备的不安全状态为
突破点，坚持开展不间断安全检查，形
成全员关注安全，全过程、全方位排查
隐患的浓厚氛围，确保隐患排查全覆
盖、隐患报告零延误、隐患治理零搁置；
从贯彻落实“承包”责任制入手，实施安
全联保，开展专人“承包”管理，增强职
工对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加大水、火、电等重大灾害治理力度，明
确各项安全技术措施，吸取同行业部门
的事故教训，做到举一反三抓整改,补齐
短板促提升。 （张智泉）

安全是根线，牵着亲人
念。身为蒲白矿业建庄矿工家
属，不仅要理解、支持丈夫的工
作，还要时刻关心他的健康和
安全……

写安全笔记成为习惯

“喂，老公，干嘛呢？”“写安
全笔记。”“前两天不是刚写
过，怎么每天都要写？”“这已
经是常态。”“老公辛苦了，白
天上班晚上还要写笔记，那
我帮你写吧！”

“不行！不行！安全笔记不
仅是工作安排，也是加强业务学
习、提高自我水平的一种形式，自
己写脑海里才会加深印象，一边
写一边记，等于又重新学习了一
遍，能避免在工作中出现失误或
安全事故，坚持写笔记已成为了
一种行动自觉……”

“那好吧！本来想替你分担一些，没想到
这么‘不领情’。”笔下“沙沙”作响，写得密密麻
麻的笔记，一页又一页，一本又一本……

上班时间尽量不看手机

“强，你忙着呢？”“喂，妈，有事吗？我下班
给你回电话……”妈妈赶紧挂掉电话，嘴里还
埋怨着自己打电话的时间不对。“老公，在吗？”

“忙！”“犟”老公一个字概括了他的工作状态。
“上班时间要是没有紧急事情，尽量不要

打电话！”这是“犟”老公对家人的“要求”。
工作状态保持心无旁骛，专心专注才能集中
精力更好地工作。为了支持老公，全家人都
有一张老公上班的“时间表”，自觉遵守“规
定”，尽量不在上班时间打扰他，以免转移他
的注意力，影响到工作。

用心用情做好每一个细节

每次班前会上，领导都会强调安全的重要
性，也经常通过一些典型事故和案例，尤其是
发生在身边的案例，增强警示效果。

看到煤场上掉落的大大小小的煤块，
“犟”老公和工友们总会捡起来，让煤场保
持干净和通畅。“千万不要小瞧这些小煤
块，同样可能诱发大事故……”“对，就是要
将每一个危险因素造成事故的可能性降到最
低，要在源头上消灭隐患！”安全生产无小事，从
细节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安全工作就会
持续向好发展。 （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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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家人的幸福，为了公司的安全发
展，我宣誓……”

伴随着榆北曹家滩公司一百余名员工
在井口智能安检大厅高亢的宣誓声，该公司

“安全生产月”活动拉开了序幕。
为了使“安全生产月”里的各项安全活

动发挥实效、落地生根，该公司正在下猛药
出奇招。

全面启动 贯彻主题 活动氛围浓
“安全可以演练，生命不能彩排”“全面

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消除安全隐
患，筑牢安全防线”……该公司矿区，一幅幅
宣传标语迎风飘扬。

“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上，全体员工在
电子横幅上进行安全签名，并宣读《曹家滩
公司关于开展 2020年“安全生产月”活动通

知》，观看“安全生产月”《坚守的力量》主题
宣传片，公司向员工赠送安全书籍。

围绕“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主
题，该公司按照安全教育“三贴近”要求，积
极开展安全主题宣讲、安全讨论交流、“排查
整治进行时”专题及安全学习培训等活动，
扎实推动安全文化进区队、进班组、进工作
现场，以创新增强“安全月”活动磁场效应，
吸引员工自觉主动参与到活动中。

据了解，在6月“安全生产月”活动中，该
公司计划举行45项安全主题活动、35场形式
各异的安全教育培训、8次直击安全隐患的
专项检查，实实在在地在矿区内掀起一场既
有声势又有实效的安全热潮。

全员参与 上下联动 共享安全
为了使安全知识学习推广共享，该公司

以安全教育专题培训，掀起学习贯彻新《安
全生产法》《煤矿安全规程》《职业病防治法》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等安全生产法律规程
热潮。同时坚持把培训课堂办到一线，把安
全技术送到一线，举办技术讲堂，邀请技术
专家、技术能手授课，解决技术难题，提升员
工业务能力，鼓励员工积极投入到安全生产
大比拼中来。

“让员工参与其中，可在活动中增强安
全意识，掌握安全技能，享受一份安全获得
感。”该公司安全监督管理部负责人说。

全程治理 排查风险 力求实效
为了在全面达到清除安全隐患的效果，

该公司持续开展“安全生产啄木鸟”“企业风
险扫描仪”“隐患排查显微镜”等风险排查活
动，广泛发动员工参与、推动对重点场所、关

键环节的安全风险隐患全面排查，进行覆盖
井上井下、各层级各岗位的全方位安全风险
辨识研判和隐患排查治理，彻底排除风险盲
点，扫清安全隐患，从源头上防止安全生产
事故发生。

针对夏季汛期特点，该公司联合榆阳区
政府，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井下水害应急演练
活动、雨季顶板及防治水专项检查、雨季“三
防”专项检查等方面专项检查治理，切实把
安全责任落到实处。

“在日常安全管理工作中，只有紧紧围
绕改变员工不安全意识、行为、习惯抓住不
放，放大危害性宣传，才能做到让员工亲知、
真知、深知，从而增强安全教育的针对性、达
到活动宣传的实效性。”该公司副总经理孙
志锋说。 （张科）

榆北曹家滩公司“安全生产月”下猛药出奇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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