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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合矿业董矿分公司

Z
积极推行女工家属协管员“1242”安全帮教宝典
为充分发挥女工家属安全协管作用，
使人之昭昭？”为让职工充分认识到“三
澄合矿业董矿分公司在实践中探索出了
违”的危害性，该公司定期组织家属协管
一套行之有效的“1242”安全帮教宝典，用
员学习煤矿安全规程、矿井安全形势等安
“一情、两学、四谈、两案”工作法，筑牢矿
全知识，引导协管员在实践中苦练谈心交
井安全生产第二道防线，
流工作的“艺术”，运用不同的方法对不同
以情化人促安全。近年来，针对部分
类型“三违”职工进行谈心谈话，切实让职
职工对安全管理制度的抵触和抗拒的心
工感受到亲情安全的真情呼唤，主动纠正
理，该公司充分发挥女性特有的“柔情”来 “三违”。
感化职工，用“婆婆嘴”
“妈妈心”帮助其解
四种帮教达目标。在多年的女工家
除思想包袱、校正心理偏差、鼓舞工作干
属协管帮教工作中，该公司探索出了
劲，切实营造出了团结和谐的工作氛围。
“亲情帮教关”、互保人约谈、入户走访
两项技能促实效。
“ 以己之昏昏,焉能
重复“三违”人员和“三违”人员互帮

矿灯房实现﹃自助超市﹄模式

陕北矿业涌鑫公司

“以后 灯 房 没 有 值 班 人
员，我的矿灯就得自己管理，
一定要保护爱惜好并及时充
电，只有它‘健康’，我的安全
才有保障。”陕北矿业涌鑫公
司安山煤矿通维队职工刘耀
辉边取灯边对旁边工友说。
日前，随着 5 个智能全景
双向语音对话摄像头的“走马
上任”，安山煤矿井口矿灯房
实现了无人值守、有人巡查、
远程监管的“自助超市”管理
模式。
据了解，该矿灯房配有 10
架智能充电柜，共有 1000 个灯
位。每个灯位都安有带锁柜
门和具有自断功能的智能充
电 设 施 ，配 有 对 应“ 芯 片 ”钥
匙。职工手持钥匙，刷“芯”开
锁 闭 锁 ，自 行 领 灯、交 灯、充
电，实现了矿灯的“自助式”管
理，大大减轻矿灯房职工的劳
动强度，也增强了职工的责任
心。矿灯房内还装设操作流
程、注 意 事 项 等 多 项 管 理 制
度，提醒职工按照规定领用矿
灯，维持矿灯房的运行秩序。
在 矿 灯 管 理 方 面 ，该 矿
在管理室增设了计算机控制系统，能够对所有
灯位远程监控，并自动记录每盏矿灯使用情况
及历史故障信息，形成专属“健康台账”，精准
“把脉”灯况，结束了人工记录检测的历史。
与此同时，该矿灯房还制订了维修登记册，
职工可自行登记矿灯故障情况，管理员定时汇总
上报维修，确保当日报、当日修。如遇紧急情况
职工可临时申请备用灯、自救器，保证职工当日工
作正常开展。
随着“自助管理”模式的启用，使职工存取矿
灯时间大幅降低，灯房岗位人数也由原来 3 人缩
减至 1 人，有效提高了矿灯房质量标准，减人增效
作用显著。
（张肖）

互教等四种帮教方法，先后开展了“三
违”人员帮教“小课堂”、工伤职工现身
说法、安全家书诵读等活动，真正让职
工从思想上认识到自身安全对幸福家庭
的重要意义。同时，通过女工家属协管
委员会，把更多职工家属发展成编外协
管员，让家属吹好安全枕边风，时刻叮
嘱职工按章作业，守护安全。
两个档案防反弹。为切实降低职工
重复“三违”率，该公司创新工作方式，建
立了“三违”职工档案，对“三违”职工
的年龄、学历、性格及“三违”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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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统计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因地制
宜”实施帮教。在帮教过程中，女工家
属协管委员会还针对不同的“三违”类
型，结合职工的婚姻、文化程度、性格
等情况，总结提炼各类典型“帮教案
例”，并建立档案，快速提升协管员帮教
水平，为帮教工作提供参考。
通过积极推行女工家属协管员
“1242”安全帮教宝典，该公司女工家属协
管队伍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安全帮教作用
得到了充分发挥，切实为矿井安全发展提
供了坚实保障。
（薛双娟 吴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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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为进一步增强矿井的应急处置能力和提
高救援水平，
铜川矿业公司把演练当实战，
连续在北
区矿井举办了四场安全演练，
切实保障职工生命和
矿井财产安全。图为在该公司玉华煤矿调度室，
相
关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现场观摩演练。 杨春成 摄

融媒视野
建设集团韩城分公司

我一定给大伙
把好安全关
澄合矿业百良公司
吕江鹏 杜海波 摄

青年教你
如何防“三违”
黄陵矿业煤电实业公司
魏媛 杨博 张明敏 摄

开展专项检查确保汛期生产
本报讯 为进一步确保汛期安全生产平稳运
行，
建设集团韩城分公司按照建设集团汛期 10 项重
点工作安排，狠抓隐患排查治理、强化重点环节安
全监管，
坚决彻底打赢
“汛期安全”
活动攻坚战。
该公司检查组从施工现场防汛入手，围绕风
险管控及隐患排查执行落实情况，对项目部防汛
应急预案编制和演练、防汛物资储备情况，基坑、
外脚手架、临时用电、起重机械设备基础等关键部
位安全隐患进行检查。同时，检查组对隐患点整
改后运行情况进行复查，确保隐患治理有效。该
公司始终坚持从严、从细、从实，把防汛安全生产
工作放在安全管理第一位置，为今后更好地开展
安全管理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时婷婷 孙野）

神木煤化工能源公司节能发电分公司

HSE365在线教育平台正式上线
本报讯 近日，
神木煤化工能源公司节能发电分
公司正式上线 HSE365 在线教育平台，旨在进一步
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和生产水平，形成“有人决策”
“有人协调”
“有人落实”
“有人督查”
的工作机制，
营
造起
“人人学安全、
人人讲安全”
的良好氛围。
据悉，该平台实行积分制，每日上线 19 分，开
设了新闻资讯、安全微影视、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
风险、导则知识习题等板块。对此，该公司紧紧围
绕“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活动主题，加大
安全生产事故教育、危险因素辩识、隐患排查治理
和危险化学品工艺等方面的学习，要求每位员工
每月积分不低于 456 分，并按月度积分排名奖惩，
对前 5 名进行奖励，对后 5 名进行考核，同时对前
三名所在车间的负责人进行 300 元、200 元、100 元
奖励。
（徐晓林 张忠怀）

雨中检修 彰显战斗力

蒲白矿业建新公司

强化矿井“一通三防”管理
本报讯 日前，蒲白矿业建新公司始终把“一
通三防”工作作为矿井重要工作来抓，不断完善制
度体系建设和提升隐患治理整改能力，把牢、抓准
“一通三防”脉搏，保障矿井安全生产。
优化通风系统，确保系统可靠。去年，该公司
对矿井主通风机进行改造，不仅成功增加风量 2056
立方米/分钟，也提升了风机运行效率，同时每天
组织专人对系统运行情况进行检查，认真做好记录
和问题反馈，确保通风系统运行可靠。
科技支撑安全，精准治灾防灾。采用本煤层钻
孔治理、地埋管和插管等方式对采掘工作面瓦斯进
行抽采，矿井总抽采能力达到 2×2312 立方米/分
钟，实现了掘、抽、采平衡；采取采空区注氮、喷
洒阻化剂、黄泥灌浆等综合防灭火措施，有效预防
煤层自燃；采取风流净化水幕、采掘机组喷雾、转
载点喷雾降尘等方式进行灭尘，全方位保护职工生
命健康。
抓好责任落实，堵塞管理漏洞。成立“一通三
防”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常态化开展专项检查，认
真做好问题整改，并每月召开一次专题例会，研究
矿井“一通三防”存在问题，有针对性部署重点工
作和整改项目，切实弥补管理漏洞，彻底消除事故
隐患。
强化动态达标，狠抓质量管理。严抓通风工
程质量管理，做到事前有设计、事中有监督，事
后有验收；采用“三专两闭锁”对局部通风机进
行管理，并及时更换、续接风筒，处理漏风，保
证风筒各项指标符合行业质量标准，增加工作面
有效风量。
加强教育培训，提升人员素质。通过线上+线
下对瓦检员、安监员、监测监控工等进行“一通三
防”知识专项教育培训，并积极开展技术比武活
动，进一步提升了业务人员素质和矿井“一通三
防 ”管 理 水 平 ，确 保 了 全 年 安 全 生 产 目 标 顺 利 实
现。
（蔡成军）

“牛建森，你负责割除影响溢流管安装的附属
设备。”
“邱峰，你负责检查溢流管是否已经从系统
中完全隔离出来。”
“干活之前，一定要确认票据办
理齐全，安全措施到位……”近日，陕焦公司黄陵
煤化工化产车间检修二班值班室里传出一声声简
单急促的工作指令。
据了解，该公司化产车间硫铵区域饱和器满
流槽溢流管在生产过程中，经过长时间的腐蚀和
冲刷，经常会出现渗漏现象，通过日常补焊已经不
能解决管道渗漏情况，经过车间研究决定，利用生
产间隙，对溢流管进行更换。此次溢流管检修任
务，主要是更换长度约为 26.5 米，直径 250 毫米的

不锈钢管道。为保证更换工作顺利进行，更换前
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可是天公不作美，旧溢流
管刚刚割掉，天就下起了大雨。
为了不耽误生产，节约时间，大家相互替换着
穿上雨衣，在临时搭建的遮雨棚下继续进行工
作。此时，吊车的轰鸣声、倒链的摩擦声、电焊机
的呲呲声、指挥人员的呐喊声与噼里啪啦的雨声
混合成一首最动听的交响乐，经过一整天的忙碌，
更换溢流管工作安全顺利完成。
“今天是碰上下雨，有点耽误检修进度，要是
没有这场雨，凭我们班的战斗力，最少提前两个小
时完成检修任务。
”
职工自信满满地说。（陈虎侠）

近日，彬长矿业救援中心文家坡中队受邀到
矿井开展应急救援培训，对瓦斯、煤尘突出与爆炸
等事故发生前的预兆、处置方法和应急逃生技能
进行培训，从而提高了职工自救互救能力和应急
处置水平，为矿井安全生产和医疗急救工作奠定
坚实基础。图为现场用仿真模拟人对心肺复苏等
进行演示和操作。
梁俊 摄

陕化公司

打出
“组合拳”
确保生产装置安全稳定

本报讯 日前，陕化公司围绕“查隐
患、消事故、强管理”打出系列安全“组合
拳”
，全力确保生产装置安全稳定。

加大检查力度，
夯实重大危险源安全
管理。为认真贯彻落
实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企业专项检查督
导集中视频培训会议
精神，该公司制定进
一步加强重大危险源
排查整改的通知，下
发了相关法律法规文
件等资料，要求各单
位提高政治站位，加
强培训教育，针对重
大危险源管理以法
规、制度为依据全面
开展排查，并确保整
改到位。
同时邀请安全、
消防专家对重大危险源对照“专项检查督
导 16 条重点内容”进行重大危险源专项
检查 3 次，对排查出的隐患向各单位下发

整改通知单，按照“五落实”要求予以
整改。
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建设，夯实
安全基础。5 月份以来，
该公司启动了二级
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复审工作。通过开展
复审工作，
对公司以及各单位的法律、法规
和标准、机构和职责、风险管理、管理制度
等 12 个要素进行系统梳理，
查漏补缺。
同时以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为主线，
加大综合 NOSA 安健环安全管理体系与
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不断检查、不断整改、不断完善，切实将安
全标准化体系落地生根、持续完善，真正
提高了安全管理水平。
自查自纠闭环整改，夯实薄弱环节。
为了进一步消除生产装置安全隐患，该公
司强化各单位安全环保自查自纠工作，要
求以《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治理导则》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
和治理工作指南（试行）》及相关法律法规
和标准规范为指导依据，全面排查生产装

置安全环保隐患。同时采取检查与各单位
自查相结合，
检查与整改相结合，
检查与责
任追究相结合的形式，全面深入开展安全
环保自查自纠工作，控制和减少安全环保
事故的发生，
并对自查出来的隐患和问题，
要求立行立改，一时不能整改的要制定整
改计划、明确整改措施、落实责任人，闭环
管理隐患。
两支队伍拉练，夯实消防安全管理。
该公司广泛开展教育培训和灭火演练，不
断强化两支队伍管理，培训特殊工种和巡
检员工的检查消除火灾隐患能力、组织扑
救初起火灾能力、组织人员疏散逃生能力
和消防宣传教育培训，制定灭火和应急疏
散预案并开展演练。
近日，为加强消防队伍素质的提高，
切实将现有装备与队员能力素质有机结
合，消防队坚持“练为战”的指导思想，开
展体能、技能训练，充分调动了队员参与
体能、技能训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掀起
训练热潮。
（刘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