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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西安市连日降雨天气，为确保工程进度不受影
响，建设集团韩城分公司西安特种飞行器产业园施工项目
部，备足“三防”物资，并为 7 号、8 号楼及地下车库基坑排
水，严防内涝，确保安全度汛。 徐喆 摄

连日来，彬长矿业胡家河矿通过运用NOSA五星安健环
风险管理体系，开展不安全行为分析、“三违”帮教等系列活
动，有针对性地抓好职工安全思想教育，达到了规范职工行为、
消除安全隐患和筑牢矿井安全防线的目的。 潘森 白海涛 摄

本报讯 近日，煤层气榆林分公司再次研究分析疫
情发展情况，积极部署现阶段疫情防控工作，并以五大
举措筑牢疫情防控安全墙。

据悉，该分公司强化人员流动管理，严格外出人员疫情
防控管理；加强外来人员管控，严控中高风险地区到访办公
区，并制定过渡时期外协工作办法；加强职工健康管理，动态
监测和全员接种疫苗；全面升级各项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对
办公场所等进行定时消杀，并强化餐饮、会议等监督管理；加
强宣传力度，增强防护意识、掌握防控知识、支持配合防控工
作，倡导减少聚集、聚餐，践行“一米线”、戴口罩、常洗手等良
好卫生习惯，把不出现疫情作为底线筑牢守稳。 （徐云杰）

韩城矿业下峪口矿

让作业人员练就“秒杀”技能
本报讯 韩城矿业下峪口矿采取一对一、手把手和技能

比赛等方式，抓好职工自救器技能培训工作，使井下职工人人
在佩戴自救器规定的30秒内，做到秒秒必争，进一步筑牢保护
职工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该矿通风部部长李凯说。

据悉，该矿采取集中培训和自主培训的方式，开办
职工夜校和班前培训小课堂，对隔绝式压缩氧自救器
使用步骤进行实操演示。由通风副矿长对矿级领导、部
室负责人、区队长进行培训，专业人员对部室包联人员、
区队技术员进行集中培训，并发挥“1+N”包联人员作
用，每周对所包区队进行两次培训，保证了作业人员在
遇到险情时，能够在有效时间内得以安全避险。 （马麦丽）

建设集团铜煤公司

小喇叭响起来 安全警示效果好
本报讯 近日，建设集团铜煤公司为现场安全员配

备手持高音小喇叭，让他们在巡查过程中时刻提醒现
场不安全行为，起到了警示作用。

据悉，该公司安全员通过小喇叭在班前对安全风
险或潜在危险源予以提醒，在班中时刻提醒现场人员
安全操作，做好安全防护，在班后对施工中的不足之
处提出改进意见，通报违章行为和不安全事项。同时，
推行小喇叭定时喊话制度，使安全生产意识真正入脑入
心，有效推进了现场安全管理工作。 （谭仕英）

蒲白技工学校

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法》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新《安全生产法》，树牢

安全发展理念，蒲白技工学校把宣传和贯彻新《安全生产
法》作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采取切实有力
措施，全面贯彻落实。

据悉，该校对学习新《安全生产法》进行详细安排部
署，采用多形式、多层次和多角度宣传手段，对相关任务
进行细化分解，进一步加大宣传广度、深度，切实让职工
关心安全生产、支持安全生产、参与安全生产，在全校营
造浓厚学习氛围。 （马国升）

近日，持续特大暴雨天气，导致黄陵矿业瑞能煤业矿区
多处山体滑坡与积水现象。该矿第一时间启动极端天气紧
急预案，积极组织广大干部职工投入到抗洪抢险第一线，排
洪水、清淤泥，确保了矿井安全生产。 马腾 摄

10月6日清晨，一场暴雨突降新民塬，彬长矿
业文家坡矿迅速启动雨季“三防”应急预案，各部
门、区队精兵强将火速集结到位，一场没有硝烟

的抗洪抢险战斗在矿区打响。
雷声就是命令，雨声就是行动，防汛就是责

任。暴雨天气出现后，该矿立即组织调度室、机

电部、安全部、通风部、地测部、机电队、运输队等
部门和区队，顶风冒雨到工业厂区、风井厂区边
坡点等重要区域，对排水管网是否畅通、防汛物
资是否齐全、“三防”措施是否落实、电缆沟是否
存在积水、建筑物是否出现渗漏、巡查人员是否
到位等进行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检查，确保
风险及时排除，隐患整改到位。

根据工业厂区东高西低的地势条件，检查人员重
点对污水处理站周边的排水系统进行了巡查，仔细清
理了杂物和淤泥，确保雨水排泄畅通。抗洪抢险期
间，检查人员与时间赛跑，不畏风吹雨打，即使雨水浸
湿了衣服和胶靴，也未阻挡住奋勇向前的步伐。随着
一道道指令精准下达，广大干部职工逆流而上、艰苦
奋战，经过近3个小时的辛勤努力，矿区内积水达到最
低位置，保障了矿井安全生产工作的顺利开展。

同时，该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持续加大对
薄弱环节、重点区域的巡查力度，全面排查各类
风险及隐患，切实把雨季“三防”工作做细做实
做到位。 龚风雷 甄景林 摄

彬长矿业文家坡矿彬长矿业文家坡矿

火速集结战汛情火速集结战汛情 顶风冒雨勇向前顶风冒雨勇向前

本报讯 近日，陕钢集团龙钢公司储
运中心实行“安全双退出机制”管理办法，
有效减少“三违”行为，遏制了生产安全事
故，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防线。

制度明确、流程清晰，严明管理要求。
该中心通过制度化规定，对内部员工实行
积分制管理，建立积分制管理档案，按月
扣分、年度累计，明确每人年度满分为 12
分，将违章行为按照违章等级分类，明确不
同类别扣分分值，并设定退出岗位和退出中
心红线标准。同时，对外协单位也实行积分
制管理，参照公司相关方诚信体系建设要
求，按月扣分、合同周期累计，设定列入黑
名单红线标准。制度化刚性约束，为“双
退出机制”长效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标准精细、责任明晰，严格人员履
职。该机制明确了班组长以上管理人员
履职检查的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按照管
理人员包联责任划分和属地管理原则，对
违章当事人、包联责任人和互联互保责任

人均追究责任。各级管理人员利用各类
会议活动，全面开展制度宣讲，督导全员
作出书面安全承诺，深入做好制度的宣贯
和氛围营造。同时，通过管理人员和作业
人员的双重安全履职，进一步深化全员对
安全标准化的认知和执行，为“双退出机
制”的规范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监督有效、奖惩公开，严保有效落
地。该机制将中心处级、职能科室、作业
区、班组和员工形成一个相互制约整
体，通过干部安全履职、周例会重点工
作推进不力述职、月例会考评末位述职
的方式，设立隐患举报奖、重点工作成
效显著专项奖，做到监督有效、奖惩公
开，确保机制落地。同时结合公司安全
综合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对全员反

“三违”大数据库提前布局要求，该机制
将会持续改进、常抓不懈，为公司安全
管理走向信息化和智能化，实现安全生产
长治久安发挥积极作用。 （杨涛）

本报讯 当前，陕化公司不断加大
票证安全管理，强化个人安全防护技能
培训教育，主动打击习惯性违章和票
证办理不规范隐患，并通过教育培训、
考核、督查，让每位生产一线作业人
员，牢固树立安全生产意识，抛弃不安
全陋习，加大规范安全生产规程执行
力度，保证每位职工安全文明作业，使
现场作业人员守稳“护身符”，养成良
好的安全防护习惯。

该公司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增强
职工安全理念，强化个人安全生产防
护能力，尤其从票证规范办理、执行、
监管、审批、现场检查等层层把关抓
起，从八大特殊票证逐一进行培训，使
每位职工能办理、会办理各种票证，确
保办票正确率达到 100%。并从分厂
到装置再到班组三级安全教育认真落
实到位，明确安全责任，及时和职能部
门沟通，确保执行管理政策扎实有保

障。努力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即每个检修作业点规范安全作业票
证，重点对安全防范风险研判加大
管理，危害分析细化掷地有声，用实
际行动做到安全人人有责。

同时，要求每个作业组在办理好
所需要的票证后，确认拍照发至班组
微信群监督查看，发现问题及时纠
正，照片要求保存三天，作为日常检
查审核、安全管理、绩效考核的依据，
督促鼓励班组个人重视安全，从每项
工作抓起，将安全措施落到实处。另
外，装置管理人员每天深入现场检查
违章现象，随时随地纠正不规范票证
及不安全作业，每周检查各类票证至
少上百张，做到不漏项不漏死角，做
好“互保、联保、自保”工作，始终把安
全风险研判作为重点，将票证安全措
施落实作为首要任务，时刻警惕习惯性
违章和安全防护漏洞。 （岳学军）

龙钢公司储运中心

“双退出机制”构筑安全防线
陕化公司

全力做好“互保、联保、自保”工作

为增强职工安全意识，落实安全责
任，近日，建设集团洗选煤运营公司通过

“三步走”，把“严”字挺在前面，狠抓安
全警示教育，强化作业现场管理，补短
板、查隐患、堵漏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确保实现全年安全生产目标任务。

深学一步 筑牢思想防线
该公司各项目部充分利用周二、周五

学习时间，组织学习安全法律法规，开展安
全宣讲活动，以事故警示案例为突破口，
制定安全防范措施，并对典型事故案例深
入剖析，分析原因，对照查找安全隐患和
薄弱环节，让职工深刻汲取经验教训，以

“案”为鉴，警钟长鸣。同时，严格标准化
作业流程，每班抽背岗位描述、应知应会、

安全生产五要诀等，重点对制约安全生产
的“关键少数”人员进行教育和帮扶，对安
全薄弱人员进行放松疏导、宣泄减压，增
强职工缓解压力的能力，切实筑牢职工思
想防线，全面激发和调动职工学习积极
性，并真正落实到工作现场，使安全与生产
有机结合起来，做到安全面前无小事。

严抓细管 紧盯作业现场
该公司以新的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

体系为指导，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
化干部作风转变，管理人员自觉深入现
场，仔细发现问题，主动解决问题，切实做
好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消除各类安全隐
患。定期组织安全隐患自查自检，对工作
区域内机电设备、巷道环境、消防器材、机

房硐室等进行“地毯式”排查，每次检查结
束后，对于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及时列出
清单，明确责任人，制定整改措施，安排专
人负责跟踪落实，确保隐患整改率达到
100%。为保证安装质量，管理人员对各
项施工环节进行检查验收，全面核查安
装工作开展情况，做到措施到位，监督到
位，实现了闭环管理。同时，积极开展现
场危险源辨识，细化隐患排查整改，规范
现场作业流程，以高度的责任心、高效的
执行力，将现场安全管理抓细抓实。

“全盘扫描” 筑牢安全堤坝
该公司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理

念，采取有力措施，不定期对井上井下设
备、人员、环境进行“全盘扫描杀毒”，清理

生产“隐患”，堵塞安全“漏洞”，预防“病毒”
发作，引导职工时刻拧紧“安全阀”，守住

“生命线”，筑牢职工生命的防护“软件”。
通过开展职工岗位排查、班组动态排查、
管理人员走动排查等，定期“全盘扫描”各
类安全隐患。并按照隐患分级治理原则，
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台账，明确整改措施、
整改责任人及整改期限，确保隐患闭环
管理。严格落实现场安全管理制度，把
四点、零点班作为安全监控的重点，从重从
严查处“三违”人员，一经发现决不姑息。
同时，坚决做到不安全不生产，突出抓好班
前、班中、班后安全巡视检查，重点抓好人
的不安全行为治理，不断绷紧安全弦，确保
将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李红红）

“三步走”护航“百日安全”
建设集团洗选煤运营公司

煤层气榆林分公司

五举措筑牢疫情防控安全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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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7日，陕北矿业韩家湾煤炭公司
综采队专职安检员张银祥在井下作业时，
发现 214201综采工作面液压支架操作阀
漏液，他立刻拿出矿用智能手机，打开安
全双重预防信息化系统 APP，点击进入

“隐患录入”，填报隐患内容，拍照上传。
“滴滴”，几乎在同一时刻，综采队液

压支架工吴海峰的手机响起，他熟练地
进入 APP 查看，5 分钟后，吴海峰赶到现
场进行检查，更换了新的密封圈后，同样
打开安全双重预防信息化系统APP，点击
进入“隐患整改”，拍照上传，此刻时间上
午 11时 17分。

“千万不要小瞧这样一个密封圈，当设

备在运行中出现故障时，一个小小的配
件也可以有效保护职工的人身安全。用
科技的手段，以最快的速度排除故障，消
除安全隐患，这是对企业、对职工的负
责。”韩家湾公司副总工程师兼安全环保
部部长崔魏说。

企业要发展，安全是前提。经过不懈
努力和探索，陕北矿业公司与中国矿大
安全科学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合作，对
各矿井原有的安全双重预防信息化系统
进行了升级改造。2020年 9月，8对矿井
全部完成了安全双重预防信息化系统建
设工作，而上述例子也开始在陕北矿业
公司各单位屡见不鲜。

近年来，该公司持续推动双重预防机
制建设工作，着力推行“互联网+安全生产
监管”模式，创新安全生产信息化、智慧化
管理机制。通过运用区块链及大数据等
行业发展前沿领域技术，重点建设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不安全行为
治理、高风险作业、四员两长考核 5个功能
模块和“一图三库两清单”，梳理安全风险
3287条，形成了重大安全风险清单和管控
措施清单 289条。

“我们有效利用动态视频捕捉、物联网
在线监控、3D建模和虚拟场景等技术，以

‘人防+技防’为重要手段，将安全风险和隐
患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推动安全生产总

体形势持续稳定发展。”谈到新时期双重预
防机制建设工作的开展路径和重要意义，
陕北矿业公司副总工程师、安全监督管理
部经理安永宁向笔者如是描述着。

目前，安全双重预防信息化系统已在
该公司各单位落地运行，全面覆盖了公司
级、车间级和班组级。数据显示，自安全
双重预防信息化系统运行以来，已辨识管
控安全风险 4835条、排查治理隐患 71556
条，整个过程清晰可见、精准高效，有效提
升了公司安全管理水平，减少了生产安全
事故的发生。随着安全双重预防信息化
系统的不断更新与完善，依托系统的开发
成果正在不断得到推广运用。 （郑钦月）

陕北矿业

防风险除隐患，这个APP不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