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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为了做好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期间
的安全生产保障工作，柠条塔矿业公司积极
采取“零点”行动、“四员两长”履职检查、管理

人员步行点检等，不断强化安全管理工作，确
保煤炭安全生产持续平稳运行。图为安全专
员检查入井车辆安全情况。 任治雄 摄

7月份以来，陕北矿业涌鑫公司积极
贯彻落实上级“强安全、增产量、保供应、
稳煤价”号召，持续巩固高质量发展能
力，下大力气做好稳产保供工作，努力提
升安全生产和经营管理水平，形成推动
工作落实的强大合力。

“严查+培训”守牢安全生产线
安全是企业发展的第一要义。公司深

入推进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制定
专项整治方案，成立领导小组，认真执行

“一周一报告、一旬一督导”工作模式，紧抓
“三清单两措施”落实，保证三年行动取得
实效。此外，持续健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体系，强化风险辨识、严格问责机制、规范

整治流程，广泛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
现场安全生产条件不断得到改善。

围绕“上标准岗、干标准活、零违章
作业”的工作目标，积极开展强化安全意
识、强化避险意识、提升安全操作技能、
提升安全管理业务素质“两强化两提升”
活动，组织职工通过观看事故案例、身边
人讲身边事等方式，开展警示教育。

“精兵+利器”确保正规循环率
生产是发展的第一抓手。公司围绕系

统优化和生产任务两大目标，合理组织生
产，紧抓劳动组织、系统配合、后勤保障等
重要环节，统一安排部署生产，坚决杜绝交
叉作业、重复工作发生。此外，严格进行日

常生产任务和生产误时管理考核，每天利
用调度会对各区队生产完成情况进行通
报，确保单班和月度任务顺利完成。

出煤多与少，关键看装备。公司以
提高设备开机率为抓手，强化采煤机、胶
带运输机等重要设备检修，严格执行“班
前检查、班中再查、班后检修，定期维护”
的程序化检修方案，全力确保生产设备
的安全运转。同时，积极实行智能开采、
快速掘进等先进工艺，充分应用巡检机
器人等先进装备，最大限度提高生产效
率，切实做到多出煤、出好煤。

“保质+保供”打好产销协同战
针对夏季高温天气用煤需求，公司坚

持保煤质就是保市场促效益的质量意
识，不断强化煤质管理，完善《煤质管理
考核细则》制度，为日常煤质监管提供遵
循。定期召开煤质管理专题分析会，对
煤炭开采、运输、洗选、销售等环节中存
在的煤质问题进行协调解决。

同时，公司精准研判市场趋势，搭建信
息平台，多渠道收集宏观、行业、厂矿、客户
等市场信息，及时掌握煤炭市场变化情况
和客户库存变化情况，合理制定供应方
案。建立库存、煤种、流向、价格定期分析
长效机制，发挥“一体化”深度协同效应，进
一步巩固与客户的长期合作关系，全力做
好保供稳价工作。 （高晓邦 余向荣）

陕北矿业涌鑫公司 奏响保供稳价“协奏曲”

为扎实推进安全生产经营，
全力确保十四运会期间安全防
范，连日来，建设集团结合安全
环保百日大行动和新《安全生
产法》要求，多措并举全面提升
职工安全意识，筑牢安全生产
的“硬堡垒”。

安全宣教“凝心”
“本次新《安全生产法》最大

的亮点之一，就是‘管行业必须管
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
经营必须管安全’。该法的实施
要求各级管理人员切实把安全生
产工作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
上。”该集团安全环保部部长说。

该集团所属各单位利用网
络、微信、宣传橱窗、板报等宣传
载体，广泛宣传新《安全生产法》
的立法精神、实质内涵和重大现
实意义，并通过“一加强三开展”
夯实理论知识学习，提高安全管
理水平。同时，以深化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扎实开展安
全环保百日大行动为抓手，在压
实主体责任上出重拳、下狠手，紧
盯危大工程、汛期和极端天气等
季节性防范重点，确保安全生产
形势持续稳定；通过不定期开展
走访慰问、安全宣讲进项目部、
写安全家书、发放倡议书等活
动，并针对“安全不放心人”“三
违”人员，采取心理分析、案例学
习、结对帮扶、跟踪帮教等方法，
用浓浓亲情温暖影响职工，提醒
他们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弦。

安全培训“塑形”
“小王，你来说咱们项目部对

‘三违’人员是怎样管理的？咱
们本月施工内容中都有哪些风
险点，是如何管控的？”

针对近年来全国建筑施工事
故多发状况，该公司通过月安全
生产例会、班前会等方式实现全
员覆盖培训，常态化开展“五大
伤害”专题警示教育，截至目
前，集中组织观看安全警示教
育片 13 次，参与人员 900 余人
次，职能部室根据在建项目实

际情况制作安全警示教育片，将安全警示教育活动深入
基层、深入项目，促进干部职工切实警醒起来，从事故
中汲取深刻教训。

同时，该公司不断推进基层单位《综合应急预案》编制
工作，组织应急预案学习，按照“五个一”学习要求，有记
录、有反思、有抽查、有讨论、有总结、有考核，真正做到应
急预案、事故案例学习闭合管理。并结合安全工作实际，
大力开展技术比武、研讨交流、师带徒结对帮扶等活动，把
培训学习与现场实操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学练提争”的浓
厚氛围。利用多媒体，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学习，提高
职工安全综合素质，促进全员安全技能提升。洗选煤运
营公司开展了“三违”人员现身说法教育活动，引导职
工按照岗位标准流程操作，提高质量标准，树立正确的
安全观。加强事故案例应急实战演练，全员参与，身临其
境，以规范的安全行为促进安全意识的全面提升。

双重预防“固本”
据了解，该公司实施项目部包干、二级单位包保、

集团包片的“三包责任制”，持续加强双重预防机制工
作，及时贯彻落实集团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高效发
挥好各职能部门管理指导、技术服务、综合协调作用，
超前部署安全生产措施，认真、用心、负责地推动各项
部署落地见效。截至 6 月底，公司安全信息监管系统已
搭建完成，初步实现了通过系统内置风险库进行风险辨
识、隐患排查治理及危大工程管理，有效将双重预防机
制融入安全信息监管系统，并以系统表单代替原有纸质
表单，提高了安全隐患治理效率。

同时，着力对集团级风险管控项目、超规模危大
工程、管理薄弱的项目进行全覆盖重点排查。通过干
部走动式管理、安全大检查、自查和互查结合等方式，
做到责任再压实、措施再强化、力度再加大，全力以赴
防范风险、消除隐患、遏制事故，有效确保十四运会期间
安全生产稳定。 （刘晓宁 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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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彬长矿业大佛寺矿认真贯彻
落实陕煤集团及彬长公司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
作会议精神，超前谋划、主动而为，压实责任、紧
盯现场，全力以赴为十四运会创造良好稳定的安
全生产环境。

据悉，该矿瞄准弱项短板，全面分析预判矿井

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各种风险，加强重大灾害治
理，全方位排查矿井各类风险隐患。严防生产系
统不健全、灾害治理不到位，盲目组织生产，坚决做
到“不安全不安排生产任务、不安全不组织生产建
设”。要求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和“五职矿长”赛事期
间均要在岗在位，加强值班值守，不得擅自离开工
作岗位。同时，该矿紧盯重点时段、薄弱环节、零散
岗位、非常规作业管理，执行“五制”管理办法，坚持
执行申报制、汇报制、巡查制、惩处制、举报制，实现
井下全覆盖、无死角监管。

与此同时，该矿全面加强现场管理，坚持源头
管控，综合施策，多方发力，及时消除隐患、堵塞
漏洞。以“5EME”行为管控机制为主线，以全员
安全积分管理、“五位一体”全员素质达标提升、
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履职能力考核为抓手，抓实人
员行为管控。采取井下、地面“零点行动”动态安
全检查、“三违”人员亮相通报、“四员两长”履职
不到位加重考核等综合措施，构建全方位体系化
人员行为管控网络，全力保障十四运会期间安全稳
定生产。 （田文龙）

彬长矿业大佛寺矿

全力保障十四运会期间生产稳定

韩家湾煤炭公司

不断提升全员操作水平
本报讯“煤机司机岗位主要危害因素有哪些？应

该如何防护？”“未预警启动煤机，易造成煤机附近人
员伤害风险……”

6 月以来，韩家湾煤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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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该公司将安全培训教育作为职工最大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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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巷道电缆悬挂不符合标准且浮灰较多，存在安全隐患；
井下物资存储堆放不合理，易垮塌伤人……”这是 6月份一
次安全办公会上，安全部自检自查后通报问题的一幕。

自3月开始，该公司由经理带队，每月组织开展一次“拉
网式”安全生产大排查。检查人员深入各系统巷道、机房
硐室、采掘工作面等，对照井工煤矿 221项检查表逐条检
查，并将检查结果作为各单位月度绩效考核依据及管理
干部安全履职能力考核要素，同时采取现场包机人、区
队领导、机关部门三级包机管理模式，建立了各层级设
备包机排查台账，规定了各层级每周排查设备隐患频次
及分级处罚标准，确保设备隐患排查、跟踪落实到位。

与此同时，该公司坚持把文化管理融入安全工作，
营造人人讲安全、守安全的良好氛围。走进矿区，一幅
幅安全生产标语，一张张安全警示图片尽收眼底。运用
征文、漫画、安全家书等形式，让“人人学安全、人人讲安
全、人人守安全”的文化“触角”，延伸到每一个班组、每
一名职工，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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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为强化落实全员安全主体责任，进一
步筑牢安全生产基础，连日来，建设集团咸阳分
公司迅速行动，掀起了一股学习新《安全生产法》
的热潮。

据悉，该分公司充分利用网络媒体、PPT 讲解、
宣传展板及发放书籍等方式，大力普及安全生产防
范知识，让“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理念入脑
入心，并把宣传贯彻活动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积
极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对存在的安全隐患立查
立改，全面夯实企业安全生产根基。同时，该分公
司还结合新《安全生产法》，对安全管理的重点工作
进行梳理，依法修订完善，进一步完善安全管理体
系，深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意识，为分公司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安全保障。 （简翼）

建设集团咸阳分公司

掀起学习《安全生产法》热潮

本报讯 当前，为积极应对天气复杂多变，煤层气
榆林分公司早动员、早部署，共同筑牢雨季“三防”堤坝。

同时，该分公司各项目部就落实雨季“三防”工作进
行再强调、再部署，层层压实责任，在班前会继续学习雨
季“三防”知识及其相关文件精神，提前储备雨季“三防”
物资、设备，对各管辖区域再进行安全检查、查漏补缺、隐
患排查，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落实暴雨洪水防范
应对措施，检查重要建筑物、设备如露天钻塔等必须正
确安装标准的避雷设施，盘点检查管辖区域排水系统水
泵、开关、管路等，始终绷紧防范安全风险弦。 （徐云杰）

煤层气榆林分公司

筑牢雨季“三防”堤坝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
运销集团大秦公司以生产经营和风险防控为抓手，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据悉，该公司增强忧患意识，教育职工防风险、
守底线，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深入分析问题原因，增
强驾驭风险挑战本领，并聚焦重点，严格制度落实。
在疫情防控方面，坚持日消杀与报告制度，紧盯重点
人群、重点场所、重点环节，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
理。同时，先后组织开展了《职业病防治法》线上知
识答题与消防安全演练等活动，参与举办“珍爱生
命，远离烟草”健康知识、消防知识、新冠病毒防控
知识讲座，在办公区域悬挂安全知识、安全警示标志
牌，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孙文胜）

运销集团大秦公司

生产经营和风险防控两手抓

日前，蒲白煤矿运营公司开展“零点行动”安全巡
查排查活动，深入井下对机电设备、运输轨道、安全生
产标准化等方面进行巡查，将各类隐患消除在萌芽状
态，为矿井安全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高永生 摄

9月3日，煤层气新泰能源公司与彬州市消防救援
大队开展学习交流活动，把安全消防宣传作为公司常态
化管理工作，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
针，长敲消防警钟，筑牢安全防线。 台小刚 苏彦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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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自百日安全生产与生态保卫大行动
启动以来，榆北小保当公司强化安全环保管理，
全面排查治理事故隐患，营造安全和谐、绿色美
丽的矿区环境。

安全教育 付出100%的真心
该公司狠抓新老员工安全培训，创新开展三级

岗前安全培训，为 160 名新职工发放作业规程，举
办“三违”帮教学习班 30 余期，安全考试参与人数
达到每月 1578 人次，引导全员学标准、知规程、守
措施，树牢安全第一思想防线。

同时，该公司强化工团组织作用，不断创新安全

教育方式，开展“浓情过端午，歌舞送平安”等安全
主题活动。在安全咨询日，志愿者化身安全宣教
员，为一线职工发放安全知识小手册达 1200余份。

隐患治理 确保100%的细心
在隐患排查治理方面，该公司建立健全隐患

整改工作网络，创新隐患治理模式，要求机关各
部门与两矿各生产辅助区队进行结对包保，结
对部门负责督办各区队隐患整改落实。并由安
全管理部在调度会上对每日隐患整改进度进行
通报，对整改不到位的责任区队及包保部门进
行连带处罚，形成人人管安全、人人有指标的隐
患治理新局面。

“8月份我们组织开展了 2次隐患双向互检，共查
处各类隐患 121条，并全部整改到位，隐患数量较上
个月降低 13.7%。”该公司安全监督管理部贾斌武说。

生态环保 坚定100%的决心
作为新建智能化矿井，该公司坚持将绿色发

展放在首要位置，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安全环保
法规，同时以创建国家级绿色矿山为目标，不断
加大厂区绿化力度，完成了场区及周边场地平
整 ，填 土 17000 立 方 米 ，铺 设 喷 灌 设 施 56213.1
米，种植乔灌木 3000 余株，裸地撒播草籽 200 多
亩，目前已完成 95%的预期建设目标，园区整体
绿化率基本达到 100%，矿区面貌焕然一新。

（陈佳龙）

榆北小保当公司

扎实推进安全环保百日大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