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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建设集团洗选煤运营公司持续推
进过程管控、提质增效，在刚性约束上下功夫，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上下联动打好“组合拳”，以热
忱实干绘就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用巧心”，织密安全生产“大清单”

该公司不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整治三年行动
和大排查大整治百日生态保卫专项行动，完成动
员部署和排查整治，进行日排查、月考核，从责任
落实、管理制度、风险预防与管控、隐患排查、应
急演练等多方面深化自查自改。截至目前，共计
排查项目 68 次，共排查出隐患 125 条，并建立起
问题隐患和制度措施清单，从安全、质量、进度、
技术、设备管理等方面精准发力，全覆盖闭环整
改，让受监督清单持续发力“落地生根”。

“出巧招”，奏响安全生产“主旋律”

该公司根据现场的每个安装、检修、设备更
换，不断更新跟进各项举措与方案，实行一切工
程方案先行、工艺优化、原料管控，力促生产设
备、施工现场稳产高产。在红柳林洗煤厂长坡栈
桥 400米带式输送机的更换工程中，公司技术部
在编制技术方案时立足现场实际情况，综合考虑
地理条件与生产系统等诸多因素，既满足现场环
境要求，又有可靠的理论支撑，经多次查看现场
与上会讨论后，最终确定最优方案实施。

“迈巧步”，创优夺杯路上“不盲目”

面对企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该公司紧紧
围绕“科技兴企、人才强企”战略，打造企业核心
竞争力，不断“攀岩”进步，使曹家滩主斜井井筒
装备安装工程，荣获中国煤炭建设协会“太阳
杯”工程及“煤炭行业优质工程”奖；清水川电厂
储煤场封闭工程获得中国煤炭建设协会 2021年
度煤炭建设行业 BIM 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等殊
荣，实现了公司“创优夺杯”路上的“零突破”。

“运巧思”，点燃项目发展“新引擎”

该公司立足实际，着眼长远，充分发挥自身洗选运营优势和特点，
牢牢把握项目开发与建设这个关键抓手。建机制、补短板、抓统筹，
组建专班，安排专人，积极跟进项目建设，突破常规，创新思路，充分
激发主观能动性作用，快速动作，补齐后备力量，先后开拓神渭管道
首端站、储装运系统与澄合矿业西卓煤矿洗煤厂项目以及其他诸多
大型安装项目，为公司稳步增值打造服务品牌。 （王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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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克服一线施工现场作业人员易疲劳、烦躁、麻痹大
意等不良因素，近日，建设集团韩城分公司开展了触
电、火灾事故应急救援演练专项活动，提高了施工人
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团队作战能力。 赵伟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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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韩城矿业桑树坪二号井
组织职工开展消防演练，进一步提高职工火
灾应急处置能力。

据悉，该矿经济保卫部对火灾诱因、逃生路
线、逃生及灭火方法误区等进行了说明，通过现
场有奖问答方式，对火灾安全小常识进行巩
固。现场，随着警报声响起，公寓楼职工用湿毛
巾、衣服捂住口鼻，弯腰，按照紧急逃生路线，有
序从火灾现场撤离，医护人员对逃生过程中受
伤人员进行临时救护，矿保卫人员第一时间
赶赴火灾现场，迅速控制火势，扑灭大火。随
后，安保人员现场演示了灭火器的正确使用
方法，职工逐一进行实操练习。现场人员表
示，此次演练不仅体验到逃生和灭火现场的紧
张氛围，还掌握了逃生技巧和灭火器的使用方
法，提高了火灾应急处置能力。（高孟学 孙聪）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职工的法律意
识，使全体职工准确把握新《安全生产法》的
理念和内容，近日，黄陵矿业双龙煤业多措
并举推动新《安全生产法》在矿井落地生根。

据悉，该矿充分利用矿区宣传栏、LED
大屏、微信、QQ群等平台，对新《安全生产
法》内容进行解读和宣传，营造浓厚的学习
氛围，并组织业务人员分批次线上对职工进
行知识培训，将法律知识要点纳入区队班
前会“每日一题”进行自学，做到人员全覆盖，
保证学习时间、内容、人员、效果“四落实”，
做到学习、工作“两不误、两促进”。同时结
合学习情况，要求各级管理人员必须清楚
自己在安全管理中的承担责任，切实履行
好各自的岗位职责，以实际行动扎实做好
新《安全生产法》的贯彻落实。 （彭兴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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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统筹抓好雨季安
全生产工作，建设集团铜煤公司各基层
项目部以预防为主，突出重点，周密部
署，早准备，抓落实。

据悉，该公司通过在各施工现场
开展防汛应急救援预案演练，使项目
部所有人员熟悉雨季“三防”具体操作
方案。同时，建立项目部领导对防汛
重点包保责任，科学储备“三防”物资，
有效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治理活动，形
成上下联防联动机制，查隐患、补短
板，确保安全度汛。 （张益强）

建设铜煤公司

查隐患补短板确保安全度汛
本报讯 近日，神渭管运公司机电设备管

理中心开展事故警示教育活动，观看高处作
业、吊装作业、触电、违章作业、违反禁令等各
类事故案例，给全体检修人员上了一堂真实
生动的安全警示教育课，让大家深刻体会到
树立安全防范意识的重要性。同时，每一位
职工剖析自我、结合自身实际和工作岗位再
一次作出安全承诺，扎实干好本职工作，积极
参加安全学习，自觉抵制违章作业，共同营造

“干标准活，做安全事”的氛围。
职工们表示，安全不是一切，但安全可以否定一

切。在以后的工作中，将时刻谨记安全承诺，认真写
好“安全”二字，确保安全工作稳定开展。（杨会平）

神渭管运机电管理中心

扎实开展事故警示教育活动

本报讯 6月份以来，陕北矿业韩家湾公
司坚持从细节出发抓安全，从点滴做起防事
故，将职工安全培训教育、隐患排查治理、安
全文化宣教等贯穿日常工作全过程，确保

“安全环保百日大行动”活动取得实效。
据悉，该公司将安全培训教育作为职工

最大福利，利用专题培训会、安全大讲堂等
形式开展安全大培训；组织安全管理人员、
特种作业人员参加网络视频安全课程学
习；利用“链工宝”APP 开展安全知识竞赛
答题活动；开展“典型现身说法”安全说教
活动，不断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和操作水平。

同时，该公司坚持把文化管理融入安全
工作，矿区一幅幅安全生产标语，一张张安全
警示图片，让“人人学安全、人人讲安全、人人
守安全”的文化“触角”，延伸遍布到每一个
班组、每一名职工。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誓、
党员讲安全小故事、职工家属井口慰问嘱安
全等安全文化建设活动，不断引导职工信守
安全承诺、坚守安全“红线”、严把安全关
口、抓好安全生产。 （艾锋）

韩家湾公司

安全管理举措新

入秋以来，陕钢集团龙钢公司
储运中心适时调整生产节奏，及时
布防管控措施，“四字决”确保极端
天气安全生产受控顺行。

重点作业调整 念好“变”字诀

近期，受疫情和市场影响，物料进
购和产品销售战略随时调整。该中心
根据生产需要，畅通信息传递机制，
按照责任状、时间表、路线图夯实主
体责任和监管责任，并结合每天生产
节奏变化，对阶段性重点作业安全管
控进行针对性培训部署，落实作业区
值班干部讲重点、职能科室作补充、

微课堂培训到全员、过程管控抓落
实、出现失误必追责的工作思路，确
保各项重点作业活动安全受控顺行。

重点部位辨识 用好“全”字诀

初秋的天气说变就变。为化解有
用无备、防不胜防的被动局面，该中
心结合实际，分类分级、全面辨识，制
定各类重点部位安全管控措施和应
急处置措施，系统排查受风力影响较
大的大棚以及各大棚迎风面卷闸门，
制定加固修复方案，并依据风险高低
进行排序，做实做细管控措施，同时
全面系统排查单岗、偏远岗位及车辆

巡查难以到达的部位，明确措施，确
保各项作业活动受控顺行。

重点人员关爱 做好“关”字诀

该中心针对季节性特点，持续推行
高质量班前会机制，确保每位职工都能
以饱满精神投入到工作岗位中去。建
立 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和雨后湿热
天气预警机制，要求室外作业岗位职工
每天必须服用防暑药品，并制作《重温
典型案例、防范疲劳作业》微课堂课
件、疲劳作业防控措施；开展全员事
故警示教育，形成关心关爱职工、关
注职工心理的良性安全生产氛围。

重点时段管控 把好“稳”字诀

该中心通过 ADAS系统大数据统
计分析，划分安全生产管控重点时
段，建立重点时段巡查管控机制，确
保每日重点时段安全生产受控顺行，
同时根据气候变化，建立恶劣天气预
警筹备应对机制，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及时发布恶劣天气预警信息和
排查管控要求，全面细致做好巡查
和积极稳妥的应对工作，有效避免
大风、大雨或雷暴天气和人员冒险抢
险救援等危险作业，确保极端天气安
全生产受控顺行。 （成潮辉）

“四字诀”确保极端天气生产顺行
龙钢公司储运中心

当前，铜川矿业陈家山煤矿紧扣形
势宣贯、责任落实、隐患排查、现场监管
四个关键，“四向”发力抓好安全生产各
项工作，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安全意
识，全面筑牢矿井安全生产防线。

紧扣形势抓宣贯，绷紧安全“弦”。
该矿利用安办会、调度会，对当前安全
生产工作进行详细安排部署，落实好
公司《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
施方案》，及时制定矿《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同时深刻
认识各岗位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和危

险点，不断加强职工安全教育，增强
安全生产意识，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时刻紧绷安全“弦”。

紧 扣 责 任 抓 落 实 ，确 保 管 理
“严”。该矿通过强化安全隐患分析
和责任追究，重点对共性问题、易发
隐患进行分析，制定专项措施整改落
实，着力解决隐患重复出现和长期得
不到整改的问题。同时严格执行矿
领导带班制度，认真落实井下交接班
制度，对跟带班人员在岗和履职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进一步强化跟带班

人员的责任落实。
紧 扣 隐 患 抓 排 查 ，强 化 源 头

“防”。该矿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着力解决隐患查不出和隐患整改落
实不到位问题，通过加强安全风险辨
识管控，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和矿井演
习等专项辨识，就辨识出的安全风险
逐项制定管控措施。同时开展日常
井下安全检查，根据检查内容制定问
题隐患和制度措施，严格落实整改。

紧 扣 现 场 抓 监 管 ，突 出 作 业
“控”。该矿从职工班前安全状态确

认、安全确认等环节，仔细排查职工健
康状态，严禁饮酒、带病和精神状态不
佳人员入井作业，安监员、群监员等严
查“三违”行为，对重点工程、风险较大
作业点进行盯守监管，保证薄弱时段
现场安全生产。同时严格项目安全确
认，针对现场每项作业安全技术措施
制定安全风险辨识管控清单，对照清
单进行安全排查，对井下、现场安全
管理情况进行巡视巡查，就发现的问
题和隐患及时整改落实，确保安全生产
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温荆亮）

本报讯 为全面提升全员安
全素质，进一步强化安全法制意
识，教育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学法、
知法、用法、守法，切实了解安全
生产的重大意义，近日，黄陵矿业
瑞能煤业紧紧围绕“以人为本、生
命至上”理念，坚持底线思维，增
强红线意识，多举措、全方位开展
新《安全生产法》宣贯活动，确保
新《安全生产法》的新思想、新举
措、新亮点深入人心。

“为进一步做活、做实新《安全
生产法》宣贯工作，我们组织开展
一次专题会议、一次知识竞赛、
一次图板展览、一次班前会宣
讲、一次集中检查不符合项‘五
个一’活动，引导公司全体干部
职工切实把握其精神实质和丰富
内涵，全力提升公司安全生产管

理水平，努力营造良好的安全生
产氛围。”该公司安全监察部部
长贾继平说。

针对这次《安全生产法》修订
的 5 大方面 42 条规定，该公司注
重在“学用结合”上做文章，以学
习贯彻新《安全生产法》为契机，
全面开展对照排查，逐条逐项梳
理排查安全管理中存在的不符合
项，修订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修
订完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堵塞
管理漏洞。并按照新《安全生产
法》关于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
安全投入、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
权利保障、劳务派遣、托管承包
等规定，健全完善覆盖全员全岗
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人人知
其责、履其责。 （马腾）

瑞能煤业

“新安法”助推矿井行稳致远

本报讯 “皮带的危险源主要
有巷道片帮、顶板离层、脱落、支护
不好、设备部件不齐全、不灵敏，
重载停机不断电、不闭锁……”

“王超分析得对，针对以上风险
我们应该制定怎样的管控措施，
谁能说一下？”队长杨耀话音刚
落，职工踊跃举手发言。这是发
生在彬长矿业公司小庄矿皮带队
学习室里的一幕。

为进一步推进安全风险分级
管控和诺莎安健环体系建设协同
推进，教育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牢
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履职
尽责，遏制各类事故，确保矿井
安全生产及安全环保百日大行动
有序进行，近日，该矿结合工作
实际，制定下发了《关于开展安
全大讨论活动的通知》，组织全矿
干部职工扎实开展了“安全大讨
论”活动。广大干部职工分别围
绕本岗位高风险作业和高频次作

业风险及管控措施、本岗位不安
全行为及防范措施、防范安全事故
措施等方面建言献策。

为保障质量，该矿将此项活动
纳入月度安全重点工作进行考核，
奖优罚劣，并对安全风险收购，管
控措施改进，隐患收购整改，查“三
违”情况每月进行个人和集体排
名，对考核在前的职工给予重奖。
同时，要求各部门、区队（车间）形
成涵盖上半年安全工作开展情况
和存在问题以及下半年安全工作
目标保障措施的大讨论总结报告
上交到矿安全部。主管技术员要
结合双重预防系统风险清单和本
次“安全大讨论”结果完成本单位
各岗位诺莎安健环风险告知卡。

通知下发后，该矿各区队积极
筹备，深入探讨，干部职工积极
建言献策，截至目前，已收到“三
违”管理、纪律整顿等合理化建议
30多条。 （关国凤 霍璇）

小庄矿

力促“安全大讨论”活动走深走实

陈家山煤矿

“四向”发力编织“安全网”

本报讯 目前，发生大雨暴雨和其他灾
害性天气的可能性较大。

彬长矿业胡家河矿党政工要求各级
管理人员带头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思想

“堤坝”，在安全及雨季“三防”大检查
中，组织精干力量对矿区排洪渠、排水
暗涵以及相关排水设施进行全面检查，
对各类防汛物资完好情况进行细致排
查，并要求各单位值班人员手机 24 小时
畅通，特别要求对矸石山等特殊区域进
行不间断巡逻，同时进行“沙袋大军”井
口“防倒灌”演练，进一步夯实防汛应急
基础，确保安全度汛。 （白海涛）

胡家河矿

抓实雨季“三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