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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安全 哪来爱情
澄合矿业公司

郭聪仡 刘航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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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再调整，确保横成线、
竖成行！”王耀民低沉而不容置
疑的声音在张超耳边响起。“我
都调整了 5 次，咋能毫厘不差
呢？”看着师傅的那张黑脸，积聚
在心中的怨气瞬间爆发。

在蒲白矿业西固煤业紧张繁
忙的综采工作面，割煤机过后，移
驾工分秒必争地进行移驾支护。
高级工王耀民正指导徒弟张超进
行移驾支护。

张超心里清楚，移驾支护一
条线是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动
态达标检查验收的基本要求，但
就在他认为这次支架基本上都
在一条直线上时，王耀民还是不
满意。

王耀民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他一边
操作推移手把，犀利的双眼紧盯着动作
部位，一边给徒弟讲述操作要领和安全
注意事项，以及发生突发情况下应采取的
安全措施，庞大的液压支架在吱吱呀呀声
中愣是听话地排列得整整齐齐。“拉尺上
线”真的是分毫不差。“服了！”张超惊讶地
瞪大眼睛。

在大家眼里，工作中的王耀民是一
个绝不降低标准，且不给人留情面的技
术“大拿”。再配上他不苟言笑的性格、
黑中透红的脸庞，工友们都叫他“黑哥”。

2020年，该公司综采工作面
过断层，这给动态作业下的安全
生产标准化达标带来了不小困
难。面对现状，王耀民不仅把
功夫下在严格操作程序和规范
作业上，而且还把功夫下在对
徒弟的传帮带上，把自己在工
作实践中摸索总结出的经验倾
囊传授给徒弟，什么上山支架
怎么移，下山支架怎么推，应
该站在什么位置和应注意的安
全事项，在他的言传身教下，
徒弟的操作技能迅速提高。师
徒俩负责的茬段，支架横平竖
直，支撑有力，在该公司组织
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动
态达标检查评分时，连续几个

月获最高分，被队上和该公司树为内
部对标学习的标杆。

“师傅，请上尺上线检查验收！”割
煤机过后，张超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标
准化管理动态检查验收标准完成移
架支护作业后，满心期待地望着王耀
民。王耀民前后望望，掏出随身携带
的钢卷尺量量，那张让人生畏的“黑
脸”刹那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脸颊
上被岁月雕刻的沟壑愈发明显。但
此时，这张脸庞，却让张超感受到如春
风般的温暖。 （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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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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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北小保当公司一号煤矿掘进一队

本报讯 近日，澄合矿业煤机公司以“统筹谋划、突出重
点、抓好落实”的工作思路，从组织领导、教育培训、隐患排
查、责任落实等方面入手，多措并举抓实“冬季三防”安全工
作，确保冬季各项工作安全有序运行。

该公司首先成立了“冬季三防”安全活动领导小组和防
火、防冻、防中毒、抢险救灾的四个工作组，把安全责任层层
分解到人，逐项落实，确保责任到人和措施到位。二是广泛
运用宣传栏、黑板报和班前会等形式，加大“冬季三防”安全
知识宣传力度，使职工进一步提高规范使用电器具意识，增
强安全防范能力和紧急情况下处理事故能力。三是严格按
照项目、措施、资金、时间、责任人“五落实”原则，落实好每
天安全巡查工作，加强对公司供暖供水供电系统、供暖设备
设施、机械设备和机动车辆以及办公区域等安全检查强度，对
检查中存在问题，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落实、早处置。四是
加强易燃易爆物品管理，做到专人管理和收发物资、标准运
送、规范放置、安全使用，抓好应急处置工作措施落实，全面备
足“冬季三防”所需物资设备，做到防患于未然。 （王文亮）

澄合矿业煤机公司

多措并举抓实“冬季三防”

在榆北小保当公司一号煤矿掘进一队
的学习室里，原本早已下班的员工们，却坐
在一起激烈地讨论着近期所学习的事故案
例发生原因。大家通过深度分析事故发生

的根源，充分认识
到了安全的重要
性，将安全生产放
在首要位置。

抓好“锁文化”管理
筑牢安全基石

该 队 凝 练 出
“锁文化”安全管理
文化，通过发挥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及党支部的战斗堡
垒作用，从人员管
控以及现场监督入
手，每个党员自觉
从思想教育、人员
配备、隐患排查、安
全管理、帮教等多
项内容上做起，与

此同时不断向身边员工灌输“要我安全、我
要安全、我必须安全”的安全理念，层层夯
实人的不安全因素管理，使全体干部员工
要安全、会安全、能安全。

在日常工作中，切实抓好关键人员、关
键岗位、关键工序、关键设备、关键时间，提
高了生产作业及设备检修的安全保障，形
成了人人带锁、处处有锁、专人专锁的良好
风尚。此外，“无形锁”十项管理模式，既锁
住了员工的“身”又锁住了员工的“心”，书
写了基层党支部安全管理的新篇章。

抓好安全学习 提升防范能力

为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该队组织
人员深入分析安全事故发生原因，并开
展了安全学习活动。利用班前会及周
二、周五学习时间，组织员工学习事故案
例视频，有效增强员工风险辨识与事故
防范能力。

同时，对照《员工日常行为规范》《煤
矿安全规程》等内容，组织员工以“安全，
为了谁”“如何确保自身安全”等为主题开
展大讨论活动，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了常
见事故隐患分析，查找问题根源。截至目
前，共开展培训 8次，268人次参加了大讨
论活动。

抓好隐患排查 实现安全生产

“112204辅运顺槽压风自救供水施救
悬挂高度1.6米，取用不便。”

“辅运抬头段风筒传感器未及时安装
在风筒末端。”

这是该队班组隐患排查中发现的问题。
该队以强化班组安全管理为重点，进

一步落实班组管理人员的安全职责，狠抓
班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提升带班质量。
要求班组长每班加强对重点部位、特殊环
节的隐患排查及整改力度，对班前隐患排
查情况、班中隐患整改情况、班后现场交班
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
整改，全面消除安全隐患。

生产过程中，让每一名员工自查、互查
岗位存在的隐患，严把每一道安全关口，对
发现的问题进行汇总、讨论、分析，制定出
解决的办法，从源头上预防各类事故发生，
从而形成紧抓安全不放手的高压态势。

截至目前，各班组共查出隐患问题 51
条，均已进行销案处理。 （谢晓玉）

我是一名矿工的儿子，从小生长在煤矿，
我爱矿山、更爱那些开采黑金的矿工兄弟。
也许父亲在煤矿从事的是高危行业的缘故，
安全注定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

煤矿在我童年的记忆多停留在紧张和叹
息里，我亲眼目睹过煤矿事故的悲惨场面。
尤其是父亲跟我讲过的那起发生在 1983年
2月 24日，铜川矿务局徐家沟煤矿 305采煤
工作面运顺三部刮板输送机机头处的一起
火灾事故，24 名矿工瞬间失去了宝贵的生
命，那种撕心裂肺的惨状可想而知。上小学
时，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开展亲情嘱安全活动，
我们跟随老师到井口给矿工叔叔送茶水、送
安全信……那个黑乎乎的井口总让我充满好
奇心，我想知道里面的神秘，也想知道父亲在
井下是怎么工作的。那天在井口，看到一个
个“黑人”从我身边走过，我脖子伸得老长向
里面望去，希望能看到父亲。但当父亲站在
我眼前那一刹那，我被眼前的“黑父亲”吓了
一跳。那一刻好心疼父亲，为了给我最好的
生活，父亲的付出是我难以想象……

正是因为见过太多的悲剧，因此身为矿
嫂的母亲，每天都生活在担惊受怕中，每到父
亲该下班的时间，我常常看到母亲独自一人
站在路口焦急等待父亲的身影，客厅亮着的
壁灯，那是母亲的习惯，父亲回来以后才会关
掉。母亲说:“那样父亲回来，才不会觉得

黑。”不管父亲回来多晚，母亲那盏灯始终为
父亲亮着……

生在一个矿工家庭，我眼睛耳朵看到听
到最多的字眼就是“安全”，煤矿之所以天
天说安全、月月讲安全，就是因为有太多的
前车之鉴！一起起事故的发生不仅给企业
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失，也给家庭带来巨
大灾难！因为亲人的痛苦不会因逝者的离
去而趋于平静，而要在痛苦中支撑着支离
破碎的家庭！

也许作为矿工的儿子，生命基因中就流
淌着挥之不去的矿山恋情。于是在告别了五
年的军旅生活，我也像父亲一样，义无反顾选
择了矿山，满怀憧憬走上煤矿工作岗位。在
这里，我更深一步了解到煤矿工作的高风险
性，渐渐体会到父亲工作的艰辛，明白了为什
么父亲常说：“安全与幸福是并存的，唯有安
全才有幸福可言！”这句话内涵。

如今，在煤矿工作了一辈子的父亲光荣
退休了。父亲用他的青春和奋斗，用母亲的
支持与守候，书写着他们那一代人对党、对祖
国、对人民、对家庭的贡献与担当。作为矿工
的儿子，作为新时代的矿工，当我接过父亲手
中接力棒的那一刻，我下定决心做新时代的
奋进者、前行者、守卫者，用忠诚、热爱、担当，
为矿区的安全发展全情投入、全心工作、全力
贡献。 （王江）

矿山之恋
安全与我AA nquanyuwonquanyuwo

近日，彬长矿业公司小庄矿“三违”帮教中心走进一名职工，将
“三违”人员帮教单一放说：“今天在井下脱帽作业被记‘三违’，你
说就这点小事还被停工……”这个牢骚满腹的职工叫王飞。听他
说完，家属协管员张梦耐心地说：“在井下脱帽作业非常危险，如果
发生了事故，家人该多痛苦啊。”王飞说：“别说家里，我心烦。”张梦
说：“家里闹矛盾了？给我说说。”看到矿嫂和蔼可亲的面孔，王飞
竹筒倒豆子般将心里的烦闷说了出来。原来，王飞母亲和媳妇因
家里琐事闹矛盾，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由于工作心不在焉，触犯
了矿上规章制度。张梦说：“关于心情烦躁，我有个主意，拿出字帖
用心写，直到自己平静下来；或是读一本励志的书，看看别人成功
的例子……”在张梦的帮助下，王飞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表示今后
工作中一定按章作业。

在王飞停工学习期间，张梦与综掘四队党支部书记一同到王
飞家进行了走访，家人表示一定和睦相处，不让王飞再分心。如今
的王飞，工作中不但自己按章操作，还及时制止他人违章作业。

王飞只是该矿家属协管员亲情帮教活动中的一个中事例。为
强化“三违”帮教管理，该矿成立了“三违”帮教中心，坚持“严管+厚
爱”理念，对“三违”人员按行为危害程度进行过关帮教，并将“三
违”家属纳入到帮教体系，推行“三违”家访制度，将刚性的制度约
束和柔性的情亲感化相结合，做到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在有
效措施下，今年6月至10月，职工重复“三违”率较同期下降94.6%，
助推了矿井安全管理。 （关国凤）

彬长矿业公司小庄矿彬长矿业公司小庄矿

安全帮教止安全帮教止““三违三违””真情叮嘱筑防线真情叮嘱筑防线

目前，黄陵矿业机电公司以“百日安
全”活动为契机，党支部标准化建设为抓
手，紧扣“加强红线管理、筑牢安全基础、实
现安全目标”主题，为实现全年安全生产
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支部搭台 集思广益“话安全”
“最近刚分来的五名新工，业务还比

较生疏，我建议指定专人做好现场安全监
管……”在该公司机电总厂党支部“百日安
全”主题党日活动上，大家争先恐后为抓好
安全工作献言献策。

为进一步强化现场安全管理工作，杜
绝安全管理漏洞，该公司坚持在党员队伍
中开展“我为安全献益言”活动。同时制定
《“我为安全献益言”活动实施方案》，将实
施结果纳入党员积分制考核，给予提案人

积分奖励。
“我提出一条有助于安全管理的好建

议，不但能保护大家人身安全，还能获得奖
励。”在该公司提一条合理安全建议、消除
一个安全隐患、制止一起“三违”行为，已经
成每个党员的工作目标。

落实责任 党员带头“保安全”
为进一步明确安全责任，该公司创新推

行党员安全责任包保制，结合党员工作岗位
及作业范围划分党员安全责任区，形成支部

包党员，党员包区域的闭环管理模式。同时
组织全体党员撰写安全承诺书，支部书记对
照承诺书进行季度考核，确保党员在安全管
理上既能带好头又能管好人。

“作为机房的负责人，做好自己区域的
安全工作既是支部对我的信任，更重要的
是一份责任。”党员张阳说。

推行党员安全责任区和安全承诺活
动，不仅使安全责任更加清晰化、制度
化，同时更好地激发了党员参与安全管

理的积极性。
营造氛围 全员齐心“要安全”

该公司通过进基层、进班组、进家庭等
形式，搭建安全宣教平台，不断提高安全风
险防控意识，营造出了人人要安全、人人保
安全的良好氛围。

自“百日安全”活动开展以来，该公司
共收集合理化安全建议 24条，排除安全隐
患 13个，制止“三违”行为 4起，职工安全意
识明显提高。

“安全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公司
将坚持把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
合，持续发挥党建在安全生产经营上的

‘两个作用’，形成一个带动一片的安全
扩散效应，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该公司
负责人说。 （杨亚锋）

黄陵矿业机电公司

加强红线管理 提高防控意识

日前，陕焦公司黄陵煤化工质检中心开展“查隐患、送安
全、促生产”活动。据悉，该活动采取大家一起来“找茬”和闲话
家常送“安全”模式进行，共查出安全隐患15条，并对查出的各
类安全隐患建立整改台账，定措施、定责任、定期限进行整改，同
时，建立安全长效机制，促进安全生产平稳运行。 高喜梅 摄

本报讯 近日，从韩城矿业公司桑树坪矿生产调度部传
来新消息，南一采区3319综采工作面安装工作已全部结束，
成功试采2刀煤，设备运行平稳，顺利进入回采准备期。

据悉，3319 工作面是该矿“三年调整”的第一个接续
面。按照矿井采掘接续计划安排，4321综采工作面在接近
停采线之前，3319工作面必须提前完成巷道掘进任务，顺利
进入 6个月的灾害治理期，从而确保后期安装、开采工作顺
利推进。

截至目前，4321工作面距停采线仍有 140余米，而 3319
工作面已完成灾害治理，各种设备安装到位，安全设施齐全
可靠，已通过相关部门安全评估，具备开采条件，比计划工期
提前41天准备到位，顺利实现原煤生产无缝对接。 （张凯）

韩城矿业公司桑树坪矿

完成灾害治理 实现无缝对接

本报讯 近日，建设集团韩城分公司以“百日安全”活动
为契机，以安全＋“培训”、安全＋“宣教”、安全＋“整治”为
抓手，推进“百日安全”活动向纵深开展，为企业完成全年生
产任务指标保驾护航。

同时，该分公司安全监管部严格对照制定的隐患排查
清单，不断加大对施工现场的检查频率和深度，加强对隐患
整改的复查力度，用图像、回复、电话确认、现场复查的方式层
层落实隐患整改情况，杜绝只发现问题不整改问题或整改不
力虚假回复的情况，由点到面确保各项安全工作落实，强势推
进“百日安全”活动有效开展。 （胥越莹 张文龙 许佳）

建设集团韩城分公司

推进“百日安全”活动有效开展

我们的家
黄陵矿业双龙煤业
彭兴仓 韦青松 摄

本报讯 连日来，陕西长安电力榆林配售电公司坚持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通过思想制度建设
“两根笔”绘制安全教育、双重预防机制、职工行为“安全
图”，有效夯实安全工作基础。

据悉，该公司紧抓安全教育，通过开展安全形势宣讲、
安全知识答题等活动，牢固树立“安全高于一切”理念，牢
牢把握安全工作主动权；通过双重预防提进度，完善安全
风险评估机制和加强安全风险动态管控，并以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为重点，确保安全工作再“加码”；通过
职工行为习惯养成与提升，发扬“一家人、一条心、一起干”
发展理念，建立职工不安全行为档案，将不安全行为与评
先、奖金分配、人员提拔挂钩，形成全员讲安全、促安全的
良好氛围。 （张智泉）

长安电力榆林配售电公司

通过思想制度建设绘制“安全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