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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白矿业公司

2021 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当大
多数人在享受假期休闲生活时，在蒲白
矿业公司各条战线上，始终有一群人默
默坚守岗位，在平凡岗位上抢工期、保
安全、促生产，用坚守和奉献描绘出劳
动者的最美身影。

“五一”节假期，建新煤化公司副斜
井工业广场上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场
面。只见该公司轨道检修班的员工个个
精神抖擞，挥汗如雨。副斜井及工业广
场承担着全矿物资运输及人员上下井的
重任，是矿井重要的运输通道，由于运输
任务繁重及地质条件变化，工业广场部

分轨道发生变形。为消除安全隐
患，该公司多次召开专题会，精心
策划，全面部署，制定了详细的施
工方案和安全技术措施，并提前准
备施工材料，抽调技术骨干严格按
照施工要求，分工协作、密切配合，

“五一”假期对工业广场轨道进行整修，
如期完成了本次整修任务。

“5#炉 10米施工区域，电焊线外皮破
损；3#机 0 米，加固单位一名施工人员安
全帽带未系，处罚 300 元……”热电公司
生物质改造工程工地上，紧张的施工场景
一如往日。夜里零点整，运行车间支部书
记赵兵完成了马坡料场、南桥料场及公司
料场的第二轮夜间巡检工作。生物质工
程进入攻坚阶段以来，该公司特别规定，
领导定期、管理人员分片每天巡查监督不
少于两次，现场督促协调解决存在问题。
该公司成立了包括监理、设计院、承建方

在内的联合安全检查组，每天深入施工
现场巡回检查，对存在问题及时通报处
理。在该公司党政领导办公室墙壁上，工
程进展图每天都有新标记，每个施工面的
工作进度他们都了然于心，公司上下在工
程的关键期，鼓足干劲、加大马力，倒排
工期，节假不休，齐心协力保投运。

在位于白水县两仙庙附近的物资供
应公司加油站，这里的职工节假日守岗
已成为家常便饭。他们 24 小时日夜坚
守，仪容整洁、态度和蔼，加油作业沉稳
干练、规范操作，更换防静电服、交接
班、上岗巡检、清查账目……加油机、灭
火器、配电室、油罐等状态是否完好，哪
些情况可以自行解决、哪些情况必须及
时上报、哪里需要维修、库里还有多少
油，他们始终做到心中有数，用行动在平
凡岗位上演绎着不平凡。

5 月 3 日凌晨 4 时，接到报警称位于

罕井镇工商银行对面一家孕婴店着火，
现场火势很大且有蔓延趋势，情势十分
危急。接警后，蒲白救护消防大队立即
出动 1 台消防车，6 名消防指战员前往
现场进行扑救。到达现场后立即切断电
源，由于火势较大，采用高炮出水远程控
制，随后再用单干线出水进行灭火。与
随后到来的蒲城县消防队联合扑救，商
铺门口大火得到有效控制。由于火势
较大，仓库房梁随时面临坍塌，给灭火
造成一定困难。指战员从侧后面爬到
隔壁楼顶上，用水枪洒水覆盖，与正门
口相互配合前后夹击，使火势逐步减
小。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奋战，大火最终
被彻底扑灭，确保了矿区的平安和谐。

“五一劳动节，劳动才光荣！”蒲白
矿业一名救护队指战员和队友扑灭火
灾后，长长松了一口气，欣慰地说道。

（李娜 王婉妮）

全国劳模有话对你说

澄合矿业公司 摄

致敬劳动者，送您一朵小红花

榆北煤业曹家滩公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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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矿业涌鑫公司

全员“双创”激活安全生产新动能
日前，陕北矿业涌鑫公司安山煤矿综

采队积极践行创客文化，深挖职工创新潜
力，针对区队安全、生产、管理等各项工作
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形成了“人人参
与创新、人人乐于创新、人人能够创新”的
氛围，有效激活了安全生产新动能。

“小手术”解决大难题

“咱们班张鱼鱼在皮带机尾焊接的挡
煤板经过一个月的试用效果良好。”该队检
修班班长王磊在班前会上说道。

据了解，工作面转载机落煤点挡煤皮
子因磨损时常出现撒煤现象，情况严重时
甚至耽误生产。皮带组组长张鱼鱼主动请

缨，多次研究试验，最后在转载机落煤点下
方成倒“八”字型焊接了两块挡煤板。此举
使得煤流在挡煤板的引流作用下正好落
到了皮带正中央，在防止撒煤的同时，还
减少了煤流和挡煤皮子的摩擦，增加了
挡煤皮子使用周期，降本增效效果显著。

小发明彰显大效率

“原来拉完设备列车移动压风自救装
置需要4个人，费工又费力，自从电工组发
明了这辆‘压风自救装置移动小车’，现在
一个人就可以作业了。”检修班跟班副队
长杜文伟说。

以前，工作面每回采推进 10米，需要

人力移动压风自救装置，并且重新收挂高
压管，纯人工作业增加了职工劳动强度，
同时给检修也带来了不便。

对此，综采队电工组集思广益加工了
一辆单轨道移动“多功能”小车，将压风自
救装置固定在平板小车上，管路固定于小
车支撑杆上的挂环内，装置的其余线路绕
在圆辊上，转动圆辊便可实现自动收线功
能。这样一来，一名工人就可以轻松搬运
装置，大大减少了作业人员，降低了劳动
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小回收实现大节约

据介绍，该综采队常态化开展修旧利

废工作，从小处着手，转变增效理念，突破
降本空间，做细做实修旧利废“大文章”。

综采工作面回风顺槽的防尘网要随
着回采的前移而挪动，费时费力且容易
损坏防尘网。为此，该队组织相关技术
人员集智攻关，用废料堆里“淘”到的废
角铁和防尘网焊接网架，然后在底部安
设了四个胶轮，一款变废为宝的“可移
动式”防尘网便应运而生。该项创新使
得防尘网不论在生产或检修过程中都
实现了“随开即走”，在减少作业人员的
同时，还杜绝了因搬运而发生的破损、
安装不到位等现象，显著提高了生产效
率和作业质量。 （白铭武）

本报讯 近期，铜川欣荣配售
电公司不断拓展延伸党员目标管理
考核机制，扎实开展党员示范岗创
建、党员岗位承诺践诺、“党员安全
课”、党员佩戴党徽等“先锋行动”活
动，为安全生产注入最强力量。

“亮身份，亮责任”。该公司结
合实际，要求各基层党支部党员在
工作日必须养成佩戴党徽良好习
惯，以亮明党员身份，规范言行举
止，并开展党员示范岗创建活动，
让党员感受到“身份一亮、做出榜
样，牌子一挂、责任重大”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引导广大党员牢记职
责，立足岗位，践诺履职。

“严承诺，实履诺”。该公司
扎实开展党员岗位承诺践诺活
动，使每项承诺具体化、指标化，
有措施、有数据。在“党员安全
课”活动中，各党支部对所属党员
公开承诺的兑现情况进行民主评
议，对承诺践诺落实不好的进行
批评，要求每位员工进行监督，促
使每位员工不断提高。

“转作风，树新风”。该公司
不断加强党员干部素质能力提升
和作风建设，切实发挥党员战斗
力。同时公司领导班子率先垂

范，不仅学习新时代新理念新思想等新知识，而且
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所在支部组织生活会，开展
党课教育，深入基层单位、班组、现场进行调研，解决
安全生产实际问题，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是企业安全生产的必要前
提。为此，该公司党总支将党建工作和企业安全文化
建设相结合，在公司办公大楼醒目位置悬挂安全警
语。强化职工安全意识，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
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安全教育，利用党员大会组织观看
安全警示教育片，强化全体党员安全意识，有力推动了
公司安全生产工作持续、稳定发展。 （来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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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澄合矿业合阳公司开展劳模
工匠走访慰问活动，将企业党政工的关
怀与温暖送到了他们的心坎上。

据悉，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该公司工会从为劳模工匠办实事开始，
不断健全完善关爱劳模工匠举措，建立
劳模信息库，并在劳模工匠生病期间，

及时进行探望慰问。同时积极组织劳
模工匠参加矿业公司健康体检，建立健
康档案。每逢节日，通过各种形式开展
劳模工匠慰问活动，让其感受到温暖的
同时，进一步激励劳模发挥引领带头作
用，不断营造尊重劳动、重视劳模工匠
的良好氛围。 乔军驿 李雅 摄

一天，接到一位小学同学的电话，虽
然 20 多年没联系了，但她独特的沙哑声
音一点没有变。彼此说到分别后的情况
她说：“小时候听你母亲的话，注意点安全
就好了。因为一次疏忽，造成终身痛苦。
现在每逢天气变冷，脚疼得不能走路，更
别说到地里干活了。”

说到她的脚伤还得从一个暑假说起，
记忆中的寒暑假是我们那个年代最快乐的
时光。那时假期不用补课，工作繁忙的父
母也无暇顾及，我们几个年龄相仿的伙伴
天天漫山遍野玩耍，冬天“烧荒”（用火点燃
山上野草），夏天下水摸鱼都是我们常干的

事。到了饭点，总能听到各家父母在山脚
下呼唤我们乳名的回声。听到呼喊声，我
们像泥猴似的飞奔下山各回各家。一个暑
假的中午，我们又相约到河边乘凉，临行前
母亲追出门口叮嘱道：“相互间照应点，注
意安全。”同伴笑话我说：“咱都这么大了，
能有什么危险。”当时觉得母亲的唠叨让
我丢脸，虽然嘴上应答着，人却跑出 10米
开外。临近河边，我们嬉闹着冲进河水，
清澈见底的河水漫过小腿，没趟几步浑身
就清凉了许多。这时我那位同学说：“穿
凉鞋太碍事了，咱们把鞋子脱掉吧！”我们
都说，万一踩在河床上的苔藓滑倒磕到鹅
卵石上就不好了。她执意脱掉鞋子说：

“光脚踩在鹅卵石上，才能玩得尽兴。”正当
大家玩得不亦乐乎时，忽然一声尖叫，只见
那名同学坐到了水里，周边的河水瞬间变

成了红色，我们吓得不知所措，急忙呼救。
好在不远处有村民在锄地，听到我们呼叫
声跑过来，抱起受伤同学跑向医院。后来
才知道，河床上的碎玻璃扎进了她的脚
心，多亏救助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从
此很少见到那位同学了，有次见到她踮着
脚走路，心想过段时间也许就好了，没想到
多年过去了，会留下这个后遗症。

到矿区工作后，天天听到最多的话题
就是安全。有次跟一位熟人谈到正确佩
戴安全帽的重要性，他讲了一个参加工作
不久发生在身边的真实事件。一次他们
班工作任务是用钻机打眼，班组一名职工
带安全帽不系帽带，班长叮嘱将帽带系
好，那名职工嘴上应着，却迟迟不系，并小
声嘀咕说：“真麻烦，我戴安全帽从不系帽
带，几年了也没发生过一次事故。”可事故

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突然一根钻杆断裂
飞出，打飞他的安全帽后，砸在头上，虽然
被身边工友及时送到医院，但因伤势较
重，导致半身瘫痪。“如果当时他系上帽
带，安全帽就不会飞落，他也不会瘫痪，可
就是放松了安全这根弦，让他的家庭失去
了顶梁柱，也让他的后半生在痛苦中煎
熬。”熟人说：“事后工友们都非常懊悔，如
果当时严厉一点，也不会出现事故，这个血
的教训，我永远不愿见到。”

记得有这样一个安全警句：“泾溪石险
人兢慎，终年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
处，时时闻说有沉沦。”到煤矿工作后，我从
中领悟到安全丝毫不能松懈，也无捷径可
走，只有将安全落到行动上，把小事当大事
对待，克服麻痹思想、消除潜在的安全隐
患，防微杜渐，才能保障平安。 （关国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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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之弦须臾不可放松

直击安全ZZ HIJIANQUANHIJIANQUAN

本报讯 近日，建设集团咸阳分公司开展“颂经典、忆
初心、担使命、谱新篇”主题红色经典朗诵比赛工作。来
自该分公司的 22 名参赛选手，声情并茂朗诵了《五四的
火炬》《鸭绿江之歌》《青春中国》等红色经典，用先烈和
模范的英雄事迹，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职工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谱写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据悉，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该分公司始终坚
持把党史学习与安全生产、经营管理、项目建设、改革
创新等重点工作相结合，将学习成效转化为调动职工
积极性、创造性的有力举措和生动实践，狠抓安全生
产管理，积极探索技术创新，加快推进项目落地，加强
企业品牌建设，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
局、起好步奠定基础。 （简翼）

建设集团咸阳分公司

开展诵经典促生产活动

5 月 4 日，由煤层气铜川分公司雪姆钻机负责施工
的山西省三交地区煤层气合作项目中的第一口 SJ111-1
井，安全圆满完成钻探作业。这次雪姆钻机到山西施工
煤层气井，是该分公司走向市场，参加市场竞争、锻造
队伍迈出的坚实一步。 王铜生 摄

5 月 1 日，彬长矿业孟村矿开展了庆祝“五一”国际劳
动节暨“工人伟大、劳动光荣”井口慰问活动，旨在营造
浓厚的节日安全氛围，增强职工安全意识。图为女工协
管员为职工们发放慰问品。 张博 摄

为普及应急知识，提高职工风险防范意识和应对突发事
故的自救互救能力，近日，神渭管运生产运行公司蒲城站组
织全体职工进行受限空间中毒窒息事故应急处置演练，为安
全生产、保障职工生命安全筑牢了防线。 宋园 蔡洁 摄

本报讯 近日，陕化公司首次购置了智能安全帽，分
别配发至五个生产分厂，开启了公司安全监管新模式。

据悉，该公司引进的这款智能安全帽，集视频录像、
报警提示、现场拍照、语音喊话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安
全管理人员通过后台实时查看作业过程安全措施是否
落实到位，作业环境是否发生变化，防护器材是否使
用正确，通过语音喊话进行提示，一改往日由于受限空
间、动火作业环境现场复杂，交叉作业等不安全因素影
响，日常安全监管总是发现安全帽佩戴不到位、防护器
材没有放至作业点及监护人员离场等习惯性违章行
为，杜绝了各类典型“三违”行为。 （王卫锋）

陕化公司

开启安全监管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