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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目前，蒲白煤矿运营公司以安
全生产标准化为核心，抓实抓细安全基础
管理、“双重预防”机制，通过学标准、懂标
准、用标准不断创新安全生产环境。

标准是尺度
学标准有目标

“抓好工程质量，
强化隐患排查……”
近日，该公司安全管
理人员每天奔走于井
下、区队，迅速、精
准地将新版《煤矿安
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
系及评分办法》在百
米井下落到实处，同
时采用 QQ、微信、
视频会议等平台，开
展标准化工作“大家
谈”活动，掀起学习
贯彻新《煤矿安全生
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及

评分办法》新热潮。
“新版《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

系及评分办法》中光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两项的比重增加了5%，

掘进、机电运输下调了 2%、3%。可以说每
一项都对公司现在的生产工艺有着很大
影响。”负责人说：“安全生产工作是煤矿
安全一条重要生命线，我们要打起十二分
精神，把新的规定落实下去。”

标准是准则 懂标准无阻力

该公司在认真贯彻落实新版煤矿安
全生产标准化管理的同时，安全检查管理
部围绕公司“1319”安全管理新模式，各项
目部驻矿领导与各项目部经理、班组长以
上管理人员开展安全生产约谈，各级值班
人员认真执行24小时值班管理规定，强化
应急响应，各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带班、
跟班相关管理规定，做到井上下安全管理
不断线，按照包保项目部包区队划分，各
级领导干部积极参加所包项目部、区队的
安全会、班前会，定期深入所包项目部、区
队井上下现场，了解所包保项目部、区队
现场动态，确保安全管理责任不断线，切
实保障公司安全生产。

标准是杆秤 用标准促安全

“本次下井检查着重根据‘三无两整
齐一摆放’，对各组标准化区域进行检查，
切实做到无死角、无漏洞。”为提升安全生
产标准化工作的积极性，促进下井检查更
加规范化，该公司每月定期组织相关人员
进行标准化互检活动，查找各项目部工作
面存在问题，形成问题清单，督促各项目
部各区队进行整改落实，做到专项检查不
缺项、不漏项，隐患排查全覆盖、无死角，
不断完善新的标准化考核制度。

同时，为了激励各项目部抓紧抓实安
全生产标准化工作，该公司安全检查管理
部成立了标准化专项小分队，对各项目部标
准化区域进行检查，完善“一图一库两清
单”，超前开展支护管理、巷道维修、设备保
养等工作，切实做到学标准、懂标准、用标
准，并对文明生产不达标、安全责任落实不
到位的责任人、责任单位进行严格考核，着
力提升安全生产标准化水管理水平，为公司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李雪姣）

学标准 懂标准 用标准

蒲白矿业煤运公司“三标准”抓实抓细基础管理

本报讯 近日，生态水泥公司
2020年“华山杯”职工羽毛球邀
请赛燃情开赛，来自陕煤集团二
级单位的生态水泥、铜川矿业、
新型能源、煤层气公司、陕钢集
团、实业集团、运销集团、技术研
究院等 8支代表队、60余名运动
员应邀参加了比赛。

本次职工羽毛球邀请赛是

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科学有序
推动体育赛事文件精神指导下，
举办的一次大型群众性体育赛
事，是陕煤集团自复工复产以
来，首家举办体育比赛活动的二
级单位，为加速追赶超越汇聚强
大合力，促进企业凝聚力、向心
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

球场上，运动员们热情高

涨，前趋、后撤、反手、扣杀接连
上演，充分展现了陕煤职工团结
和谐、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一
场又一场精彩的对决，将现场的
气氛引向高潮。经过为期一天
激烈而精彩的角逐，最终铜川矿
业代表队摘得冠军，生态水泥公
司、陕钢集团获得亚军，其他参
赛队获得季军。 （吕建）

“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在干好工作的同时也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近日，陕焦公司班子
成员深入六车间三中心，开展“送清凉”活动，并将
西瓜、冰糖、菊花、酸梅粉及饮料等清凉用品送到
高温天气下依旧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职工手上，
鼓舞一线职工为公司“战酷暑、抓三防、稳产高产
大干一百天”目标的完成作出自己的贡献。图为

“送清凉”现场。 李海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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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鑫 赵曦

钳工班组的一天
建设集团

韩城分公司

本报讯 近日，铜川矿业公司年度职
工职业技能大赛拉开帷幕，来自企业下
属 20个单位的 88名参赛选手，在竞赛中
充分展示了新时代铜煤人传承弘扬工匠
精神的风采。

据了解，大赛设综采维修电工、瓦
斯检查工、矿山救护工、电工、钳工5个
工种，每个工种评选前三名分别授予

“铜川矿业公司技术状元、技术标兵、技
术能手”荣誉称号。

竞赛中，参赛选手陈家山矿周志军
首先对操作设备、工具、材料等进行了

认真检查，随后按照比赛规则和操作标
准，仔细排查了QJZ2-1201140(600)N型
矿用隔爆兼本质安全型可逆真空电磁起
动器保护器、继电器、整定值等故障，
并凭借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对
故障进行精准判断、“对症下药”，准确
操作，在接线连接、测试电流、调试启
动、紧固螺丝等每一项操作过程中都一
丝不苟、严谨有序，规范操作。同时裁
判员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逐一
为每位选手评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选手们满头大汗也顾不上擦拭，只顾埋

头比赛。周志军凭借娴熟的技能、高超
的本领在规定的 90 分钟时间内完成比
赛内容，充分展现出了高超的专业素养
和精湛的维修技能。

在救护大队分赛场上演的矿山救护
工和瓦斯检查工实操比赛中，瓦斯检查
工竞赛分设仪器故障识别、混合气体测
定、现场模拟测试3个项目，在大队井下
模拟巷道内进行。他们争分夺秒，你追
我赶，拼实力，展技能，挥汗如雨。

职工技能大赛电工、钳工实操比赛
在欣盛煤机公司举行， 40 余名选手参

赛。赛场上，华远项目部刘庆，钳工实
操表现不俗。他全神贯注或锯、或钻、
或锉、或量，环环相扣展现了“金属绣
师”的真功夫。实操环节，对现场问题
处理等综合能力进行了考量，他一丝不
苟、沉着平稳的操作赢得评委青睐，充
分展现了精湛的技术水平。

本次维修电工状元周志军说：“要以
本次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为新的起点，进一
步提振精神，开拓创新，弘扬工匠精神，为
开创矿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新局面贡献
自己微薄之力。” （巨宏伟 杨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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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师傅们，天热，多喝点水。”“工友们，拿
上我们准备的防暑药品吧……”近日，建设集团汉中
分公司为施工一线的农民工送上了“清凉”和慰问。

连日来，炎热的高温天给一线施工作业人员
带来不利影响，该分公司提前部署，通过调整作业
时间、开展防暑知识宣传、派发防暑药品等形式，
做好施工人员的防暑降温工作。

“天气炎热，厂区入口处备有熬制好的绿豆
汤，需要休息的给带班报告，可以去茶水间休息。”
同时，该分公司采用“干两头、休中间”的方式，合
理调配作业时间，避开中午最炎热的时段施工，以
防工人中暑。专门购置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
暑药品，发放至施工现场每一名作业人员，为项目
正常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 （贺展展）

建设集团汉中分公司

高温天为一线职工送“清凉”

铜川矿业公司

7月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渭化公司乙
二醇项目紧盯化工投料倒排工期，建设
者们只争朝夕，正在把疫情耽误的进度
奋力往回拼抢。“目标不变，任务不减”，
大家都铆足劲头加油大干。

中午时分，在投用一个多月的职工
餐厅，辛苦了一早上从工地返回的职工
们络绎不绝进入餐厅，挑选着喜欢的自
助餐食品。化工蓝是这里的主色调，一
袭白色缀着小花长裙的身影格外显眼。
随着她的落座，旁边一个可爱的小姑娘，
吃上一小口东西，又东张西望在寻找着
什么？两个人成了餐厅的一道风景线。
不多时，一个蓝色的身影打好自助餐和
他们坐在了一桌，小姑娘的脸上绽放出
花一样的笑容。

“你好！你在哪个部门工作，可以给
你们拍张照吗？”“我是基建部石宁波，可
以啊！”“小姑娘，这饭好吃吗？”“好吃！”
小姑娘一边说，一边点头。“那好，看这
边，咱们拍一张幸福照！”咔嚓！一张幸
福照就这样诞生，小姑娘面若桃花，母亲
掩不住微笑，爸爸的幸福藏在眼角……

今年 36岁的石宁波，于 2014年来到
乙二醇项目，后跟随项目一起转入彬州

公司。从上下奔波办理水资源论证、环境影响评价、水土保
持报告等开工前期手续，到筹划开展地形测量、初勘详勘、联
络设计等现场各项准备工作，再到 2016年 11月乙二醇项目
正式落地开工建设，他参与和见证了项目的诞生。如今，项
目建设面临投产冲刺的关键期。“大家都一样，一个月只休两
天假，如果减去路途时间，待在家的时间怕要用小时计算
了。”“不过必须要完成投料目标，不然这样的日子就要一直
持续。”石宁波很坦然地说。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呀？”“我和妈妈在西安天太热，爸
爸一个人又无聊，爸爸说想我，我就和妈妈来陪他了。”小姑
娘叫石佳易，今年5岁，上幼儿园中班。小姑娘聪明伶俐，有
问必答。新民塬上的集镇没有西安的繁华，晚上带孩子出去
遛个弯回来，孩子就在宿舍里陪爸爸妈妈。“西安好还是这里
好？”“都好！”小佳易在爸爸妈妈之间欢快地跑来跑去。是
啊！在爸爸妈妈跟前，在哪里都是幸福的，多可爱的孩子！

“再过两天，等姚叔叔的小孩放假了，也会上来，到时你就有
小伙伴了。”石宁波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小佳易。“太好了！”小
姑娘欢喜地跳着说。

骄阳的照耀下，建设工地一天一个样子。在这里见得最
多的是匆匆的脚步，是太阳晒出的“彬州红”，还有每个人脸
上洋溢的“彬州笑”，经常还会有丝丝感动，像这建设工地飞
来的“小候鸟”。 （吕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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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黄陵矿业机电公司电力调度已
实现安全供电 4600天，为矿区正常生产生活提供
可靠用电保障。

据悉，该公司以人的安全行治理为抓手，大力
实施“7323”安全工作管理工作模式，推行“2+5”反

“三违”管理法，坚持月度安全理论考核和岗位描述
活动不间断，坚持“两员两长”安全培训会常态化，
不断夯实安全思想基础，提高全员安全思想意识。

同时，公司引进无人机巡线技术，实行“空地
一体化”人机互补巡线模式，做到巡线无死角，效
率提高近十倍。在线路上安装故障定位仪，精准
判别输电线路故障属性和位置，解决了故障点难
以查询问题。为进一步夯实供电安全基础，公司
大力开展矿区电网春季预防性试验和设备秋检工
作，实现隐患治理常态化，形成安全闭环管理，为
矿区供电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张辉）

黄陵矿业机电公司

实现安全供电4600天

筑牢雨季“三防”安全堤
本报讯 日前，彬长矿业文家坡矿以“汛”为

令，扎实做好防汛备汛，筑牢雨季“三防”安全堤。
据悉，该矿建立风险评估、隐患排查、措施整

改、物资储备、应急值守“五位一体”防控体系，对
火药库、矸石场拦矸坝、工业厂区和风井厂区边坡
点等主要风险点做到雨前检查、雨中巡查、雨后
核查，确保重要区域、重点部位安全无隐患；对
矿区所有排水通道进行检查清理，对主、副井口
沙袋进行了更换，补充了潜水泵 8 台，编织袋
6000个，明确规定“三防”物资设备禁止挪用，
做到专人专管、专人专用。同时各部门、区队24
小时值守待命，根据工业厂区东高西低的地势条
件，对厂区最低处的生活污水处理站、篮球场等
厂房设施周边管沟、排水通道的淤泥进行清理，确
保雨水排泄畅通。 （高剑）

彬长矿业文家坡矿

生态水泥公司生态水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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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韩城矿业桑树坪二号井工会组织家属
协管员开展了“三送一竞赛”活动，即送嘱咐到班
前、送祝福到井口、送安全知识到职工，同时开展

“学法规、抓落实、强管理”知识竞赛活动，激发广
大干部职工学习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的热
情。图为家属协管员冒雨向职工发放慰问品。

弥鹏真 高孟学 摄

丝丝凉意 彰显关爱

本报讯 目前，中能煤田公司基层党
支部结合新形势，围绕新任务，以“三抓三
创”党支部品牌创建为突破口，致力服务
于一线改革创新发展和安全生产任务，推
进了党建工作向实处用劲、向基层延伸、
向纵深发展。

抓安全，多点发力。各党支部结合实
际情况，分专业、分班组、分系统建立“党
员责任区”，监督、教育职工严格执行各项
规章制度，杜绝违章作业；通过持之以恒
扎实开展安全培训、警示教育、现场隐患

排查等工作，确保安全生产无事故 。
抓标准，质量提升。把安全生产标准

化和“双一流”党支部建设作为创优争先
的核心，坚持把掘进巷道成型、层位控制、
锚网索支护质量及支部建设等“六个标
准”作为标准化建设的基础工作，实现了
工作面巷道顶底板平、帮部齐、锚杆锚索
成排成线。

抓任务，掷地有声。该公司党委以
“明目标、聚合力、勇担当、创佳绩”主题，
将支部建在一线，明确任务、细化措施，上

半年完成掘进进尺 3585.3米，实现了“时
间任务双过半”。

技术创新，提质增效。优化玻璃钢网
片铺设方向，有力保障劳动功效和标准化
建设迈上新台阶。自行设计加工了巷道
全断面自动水膜捕尘喷雾系统，改变了以
往易造成巷道积水、煤尘大、喷雾雾化效
果差等情况。

修旧创效，变废为宝。坚持把“节支降
耗、修旧利废”作为创造效益的重点工作，
组织职工通过加工维修再利用，节约了成

本、降低了损耗，提高了职工维修技能。
服务创优，凝聚力量。坚持党员深入

到现场、班组、岗位、群众中去，倾听职工
群众心声，及时了解掌握职工群众动态，
为职工排忧解难，真正让职工满意。结
合实际，提出了打造温馨之家、安全之
家、奋进之家、和谐之家的一流区队“家
园文化”品牌，让职工时刻感受到“家”的
关爱和温暖，增强职工的向心力和凝聚
力，为公司科学、安全、持续发展注入了
无限生机。 （李苏珍）

中能煤田公司：创建支部品牌 赋能安全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