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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行业，安全生产是重中之重。自
“百日安全”活动开展以来，陕北矿业张家
峁公司机运队党支部大力实施“党建＋安
全”模式，将党建工作与安全生产工作深
度融合，并把党建引领转化为安全发展的
源泉动力，使党建实了、安全稳了，实现
了“1+1>2”的倍增效应。

党管安全“实”起来

走进该支部负责的皮带机头硐室，一
张张印着党徽的“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
区”红色标牌引人注目，成为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

“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是
坚持党管安全不动摇，更是‘党建＋安
全’模式的具体体现。”该队党支部书记邵

海洋介绍，为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安全
生产中引领作用，除了党员干部值班带
班、跟班安全监督检查等常规措施，还通
过实施“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创
建，进一步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在
安全生产工作中，落实到本职岗位上，真
正让安全生产意识深深扎根一线。

堡垒作用“强”起来

“个别岗位对隐患排查整改重视程度不
够，排查不细致，整改不彻底，重排查、
轻整改，重形式、轻效果的现象还大量存
在，达不到举一反三的效果……”该队党
支部书记为党员干部上“安全公开课”时
严肃地说。

该支部常态化开展安全公开课、安全

警示教育分享会等活动，深入分析安全生
产风险，并将存在的问题逐条记录、建立
台账，追踪整改，促进职工逐步从“要我
安全”转变为“我要安全”。同时开展安全
宣教、谈心谈话，确保思想在一线统一、
问题在一线发现、矛盾在一线解决、工作
在一线推动、形象在一线树立，实现了党
建工作和安全工作同频共振。

党员身份“亮”出来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充分激
发广大党员查隐患、反“三违”、保安全的热
情和信心，确保党员在工作中带头遵章守
纪，上标准岗、干标准活，为职工作出表率，
该支部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了“党员亮身份”

“党员身边无事故、无三违”“学习身边榜样”

等主题活动，以党员示范作用助推区队、班
组、岗位安全管理水平提升。

为实现党员示范引领作用最大化，该支
部还实施了党员“一带一”“一带多”结对帮扶
等举措，每名党员根据自身实际帮扶1—10名
职工，帮扶范围主要包括安全意识薄弱、技能
水平不足、家庭经济困难等方面，通过给他们
开“小灶”、送“大餐”，定期分析班组职工思想
动态，有效化解职工畏难情绪，提升职工安全
业务素质，预防和减少职工“三违”行为发生，
为安全生产奠定思想基础。

实践证明，“党建+安全”加出了实
效，更加出了生命力。截至 10月 8日，该
支部杜绝了轻伤及以上人身事故，确保了
区队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实现安全生产
4100多天，达到了党建工作和企业高质量
发展双赢的效果。 （贾艳）

日前，澄合矿业董矿分公司为进一步
提升矿井安全管理水平，增强全员安全责
任意识，除了抓好日常培训以外，将事故案
例学习作为安全管理的重点，让广大干部
职工吸取事故教训，避免同类事故的发生，
有效减少职工的违章行为，促进矿井安全
生产工作有序进行。

案例警示讲安全

该公司不定期组织干部职工观看煤矿
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片，旨在提醒广大干部
职工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安全管理工作，
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提高安全防范
意识，始终把安全工作放在各项工作首

位。在案例学习中，结合矿井安全管理实
际，多选择在顶板管理、一通三防、运输管
理、机电管理等方面的典型事故案例进行
学习，通过对案例的学习讨论，让大家知晓
分析事故出现的主要原因、责任和在紧急
情况下应采取的应对措施。通过对事故案
例的剖析，使广大职工进一步增强安全意
识，丰富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技能。大家表
示，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按章作业，杜
绝“三违”，确保全年安全工作稳步推进。

现身说法话安全

“三违”职工进行现身说法，对自己的
违章过程及以后的保证进行自我检讨，充

分将自己的违章行为、过程、存在的侥幸心
理暴露出来，告诫工友们在各自的岗位中
认真查找不安全因素和隐患，积极采取有
效预防措施，做好安全防范工作。要时刻
牢记安全第一、按章作业、杜绝违章，让现
场职工深刻认识到“三违”给自己、给家人、
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也给习惯性违章的职
工打了一次“预防针”，让他们思想上有所
震撼，时刻绷紧安全弦，做到规范行为，从
而预防和杜绝事故的发生，全面提高安全
标准化操作水平。

亲情帮教助安全

家属协管员利用亲情帮教这一重要阵

地，从关怀、感化、帮教等层面入手，充分
发挥家属协管员优势，围绕“亲情感化助
安全”开展安全协管工作，用亲切的言语
对职工进行安全教育，让“三违”职工深
刻认识到违章给自己、给家庭带来的严重
后果，帮助职工改掉看惯了、干惯了、习
惯了等违章行为，从而达到杜绝“三违”
现象的发生。让职工从树牢安全意识，让
亲情帮教更走心，切实筑牢安全生产第二
道防线。

通过此次活动，使“三违”职工真正认
识到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和“三违”的危害
性，提高了职工的安全意识，树立了“安全
第一、按章操作”的思想，为公司安全生产
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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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三季度“安全互检、双向考核”及安全质量标准化检
查活动中，韩城矿业公司检查组深入桑树坪二号井采掘工作面、
运输系统巷道等地点，对该矿安全红线、“九个一律”等安全措施
执行情况、标准化创建工作等进行检查及复查。 韦玉梅 摄

本报讯 近日，彬长矿业文家坡矿大力推行安全随手拍活
动，全力推进矿井安全生产再上新台阶。

据悉，该矿针对部分安全隐患排查整改不到位、“三违”人
员存在侥幸心理等现象，建立“安全随手拍微信群”，由信息中
心每日对随手拍内容进行分类汇总，在调度会、班前协调会上
进行分解。隐患由安全部建立台账，实行闭环销号管理；“三
违”人员由帮教中心进行帮教，考核合格后方可返岗。通过开
展此项活动让隐患“三违”无处藏身，倒逼各级管理人员履职尽
责，全员遵章守纪。

该矿副总经理张向阳介绍，推行随手拍目的就是减少隐患
和“三违”数量，今后要将随手拍作为安全管控的重要手段之
一，有效提升安全管理水平。自随手拍活动开展以来，该矿隐
患“三违”数量较9月份相比明显下降，为“百日安全”活动的顺
利开展夯实了基础。 （刘琰军）

文家坡矿

安全随手拍让隐患无处藏身

安全故事AA NQUANGUSHINQUANGUSHI

会议室里，老魏将头压得低到胸
膛处，蓬乱的头发下面，是一双满含疲
惫的双眼。一周时间，两次生产影响，
时长十几个小时。整整两天没怎么合
眼，老魏感觉自己是真的累了……

月底集中强制检修刚结束，队上
就出现了生产影响。第一次还能拿意
外搪塞，可第二次，老魏实在不知道该
怎么向领导们解释。手里拿着处罚
单，他想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

“老魏，你也不要只低着头。说说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人手不够，还
是设备老旧？说出来，公司给你解
决。”矿长说。

“没有啥问题，就是最近队上搞标
准化，又是刷漆又是挂牌板，占用了大
家不少精力。”老魏微微抬起头，看着
矿长，小声检讨着。

“没有问题？依我看，问题就在你
这里。你以为标准化就是刷漆亮化挂
牌板？大错特错！标准化是实现设备
本质安全化、作业流程规范化的关
键，在你这里却说起来重要、做起来
次要、忙起来不要，还将标准化建设
当成影响生产的理由，这样怎么可能
搞好生产。看看你左手边的老张，标
准化工作位列公司第一，每月生产影
响基本没有，这就是样板和例证，你
好好想想吧！”

关于标准化是刷漆亮化挂牌板
的说法，放在平时，老魏只是偶尔
会在心里说说。当这话脱口而出
时，再加上领导的斥责，他突然明
白了自己工作一直干不好的原因，
这是打心底里没有认可标准化呀，
也一直还隐隐将标准化当成了安全

生产的一种负担。
看了一眼左手边坐着的老张，他与自己师出同

门，也曾一起搭班子很多年，论起业务技能、管理水
平，自己也绝不会差他到哪里去。而现在，人家整
天头发梳得齐整，队里生产工作走得稳稳当当，最
关键的是，人家在做好标准化工作的同时，还能不
断创新，在工作上建支部、搞文化。反观自己，一
天到头忙个不停，自己的形象早都没了。更可怕的
是在这样的忙碌之下，自己队上安全工作、标准化
工作、生产工作，样样推不动，次次被处罚。以前
自己对老张的做法嗤之以鼻，可现在，却不得不去
认同了。

安全生产标准化的重要性，以及对安全生产的
促进作用，自己其实是认可的。采煤工作面里，供
电、供排水、通风、运输，各个系统和设备没有按
标准化要求去做，都可能出现故障，对生产，乃至
安全造成影响，这自己是知道的。可真正作出改
变，却慢了别人那么多拍，真正到了生产紧张的时
候，也总是顾此失彼、捉襟见肘。

是该好好捋一捋了，十个指头弹钢琴，统筹做好
标准化和安全生产工作，是该真正从内心深处，也该
从实际行动上作出改变了，老魏暗暗下定了决心……

（蒲白矿业建庄公司 杜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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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合矿业董矿分公司

为了深入开展“百日安全”活
动，扎实推进“安全、规范、高效”的
矿山应急救援队伍建设，连日来，
彬长矿业公司救援中心组织开展
了小队一般技术操作和单兵技能
操作专项训练。

据悉，专项训练结合三季度质
量标准化达标考核中存在问题和

不足，由总工程师牵头，战训、技术
部门负责制定学习训练计划和保
障措施，组织各中队重点加强小队
建造风障、板闭等一般安全技术操
作演练和单兵自动苏生器连接、四
小时氧气呼吸器换二小时氧气呼
吸器、正压呼吸器氧气瓶互换专项
训练，力求达到人机配合默契、操

作精准无误、过程安全规范，同时
各中队结合各自实际，组织开展了

“老带新、一帮一”的帮扶活动，进
一步将所学业务理论知识与仪器
装备操作实操结合，专人现场讲解
指导，反复进行操作训练，有效提
升了整体技能操作水平。

梁俊 摄

彬长矿业公司救援中心

开展“双操作”专项训练演练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黄陵矿
业双龙煤业安全生产突破 4000天。
这是双龙煤业人在安全航程中铸就
的一座丰碑，标志着该矿在安全生
产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从而迈
上新的台阶。

党建引领 安全为天
党建工作在日常安全生产中积

极发挥带头示范作用，4000天来，该
矿突出主题教育引领力、亲情教育
感召力和多维度宣传教育力，实现
制度管理与情感融入相互结合，从

“正思想、控源头”方面着力，为安全
发展积聚能量。实行党员包干机
制，彰显安全发展党员价值。充分
发挥“党员服务队”“党员示范岗”的

示范作用，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安全
生产“压舱石”。

预防决策 筑牢根基
在长达十多年的安全路上，该

矿始终认真贯彻集团、公司以及
地方政府的各项安全规章制度，
根据矿井实际情况，每年初制定
出安全生产目标，对月度、年度
安全建设和生产进行超前部署，
坚持不懈狠抓安全管理，深度融入
NOSA 五星安健环体系，从决策层
面为安全生产筑牢根基。

他们充分结合安全生产标准
化、“学抓强”活动等长效机制以及

“百日安全”等活动，时刻将安全理
念融入到实际工作之中，使安全成

为广大职工生活的一部分。
以人为本 实现长效

4000天来，该矿从上到下，在安
全工作中始终以人为本，实行安全
管理人员责任制，严格执行跟班
制度，落实各项考核办法。狠抓

“人的行为安全”治理，通过安
全教育、警示教育、安全培训等
工作，努力提高广大职工的安全意
识，从根源上消除安全隐患。进一
步加大加强职工技能提升，通过
对标学习、专家授课等多种形
式，使职工的素质素养和专业技
能实现质的飞跃，全方位、多层面
筑牢安全长城，全方位实现安全
生产常态化。 （穆海宏）

本报讯 日前，建设集团澄合公司全面发力、全员
行动，打响“百日安全”保卫战，筑牢安全生产大堤，助
推企业安全平稳发展。

据悉，该公司严把工程质量关，公司安全监察部、
生产技术部及时对项目部、分包单位相关责任人落实
处罚；严把安全执法关，对查出的问题由责任人签字，
定人定时跟踪落实；严把管理人员责任关。重点对劳
务作业人员队伍管理、施工技术方案、交底管理、项目
作业现场施工管理四个方面，严格追究项目部各级管
理人员思想上的不重视、责任上的不落实、工作上的
不到位、管理上的不作为责任；严把工号责任管理
关。从项目部与分包作业队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条
款内容抓起，明确工作目标，分清工作责任，杜绝推诿
扯皮，充分调动施工作业人员从源头要安全、要质量
的工作积极性；严把教育培训关。突出以人为本理
念，强化全员参与意识，以身边发生的安全质量事故
为参照，总结正反经验教训，不断提高全员安全生产
红线管理工作意识。

目前，该公司正全员行动，紧盯安全、排查隐
患、严防事故，确保企业实现全年安全生产年既
定工作目标。 （郑启刚）

陕北矿业张家峁公司机运队党支部

激活“党建+” 确保“大安全”

风雨兼程安全路 扬帆砥砺前行时
——记黄陵矿业双龙煤业安全生产突破4000天

建设集团澄合公司

全面打响“百日安全”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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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廉洁家风
弘扬清风正气

黄陵矿业一号煤矿
倪小红 摄

国庆我在岗
安全不放假

陕北矿业龙华公司

本报讯 目前，陕西长安电力榆林配售电公司推动党建与
安全经营深度融合，在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安全检查三项服务
中下功夫，确保“百日安全”活动见实效。

宣传服务创氛围。该公司党支部以“安全接力签名”形式
发出倡议，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聚力营造安全作业良好
氛围；培训服务强意识。公司党政工领导带头进部门、进项目、
进现场向干部职工集中宣传安全理念，促进职工安全观念进一
步增强，安全素质进一步提升，营造了人人讲安全、人人要安全
的氛围；检查服务出实效。制定隐患排查方案，每周重点检查
安全施工、防火防冻、疫情防控等工作，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建立
台账，确保及时整改，形成闭环管理，为公司安全施工提供了坚
强保障。 （张智泉）

榆林配售电公司

三项服务开出“百日安全花”

本报讯“大家注意看我操作，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需要逃
生，首先迅速拉开自救器封口卡销，去掉盖子，展开气囊，拔掉
口具塞，将口具含入臼齿并咬紧，打开气阀……”近日，在铜川
矿业陈家山矿文化广场，一救护队员正在对该矿机关科室人员
进行自救器使用培训。

据悉，此次培训的重点是讲解的ZYX-45型压缩氧自救器
的构造、原理、日常维护、正确佩戴方式、实战演练及注意事项，
内容主要针对自救器的内部构造、工作原理、日常保养和注意事
项等内容及学习自救器的佩戴和使用方法，确保培训无遗漏、全
覆盖，为矿工筑牢最后一道生命救援防线。 （崇娜 于飞飞）

铜川矿业陈家山矿

开展自救器实战培训 提升全员自救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