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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各项安全活动的全面开启，
建设集团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法》要求，通
过深化安全主体责任、强化素质提升、加
强风险辨识隐患排查治理信息系统应用等
举措，全力擂响百日安全战鼓。

狠抓“人”这个关键因素
近日，该集团柠条塔运营项目部

采取“一人点检、一人监督”的方式，
对即将上岗职工进行安全“薄弱人
员”排查。

据了解，该项目部把“薄弱人员”
的排查与帮教，作为四季度抓好安
全生产的关键环节，通过“薄弱人
员”座谈会等形式，不断加强督导帮
教，切实将“薄弱人”转化为“放心
人”。同时，详细录入“薄弱人员”个
人信息、身体状况、工作情况等辨识
因素，及时掌握“薄弱人员”最新动
态。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形成完善

的动态预控体系。
“近期，我项目部按照要求，在排查‘薄

弱人’环节的基础上，同时开展‘三违’危害
大讨论活动，促使‘薄弱人’自觉、主动杜绝

‘三违’，让职工安安全全上班来，平平安安回

家去。”该项目部经理何少锋说。
理清“隐患”这个危险因素

“9月份，共对 13家单位的 44个在建项
目进行检查督导，发现各类问题隐患 171条，
督导组提出问题建议 79条；处罚 7家单位 14
个在建项目共计 8400元。”这是该集团 10月
8日安全生产例会上通报的一幕。

建设集团不定时、不定期在集团内部
开展安全大排查活动，加大安全综合检
查、专项检查的频次，达到隐患排查治理
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管控。搭建覆盖所
有在建项目的风险辨识隐患排查治理安全
信息监管系统，通过系统进行风险辨识、
隐患排查治理及危大工程管理，提高了隐
患治理效率，并通过系统综合分析、科学
预警诊断在建项目安全管理情况，认真查
找隐患背后的根源，及时纠正各层级安全
管理问题，提高安全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全
面理清安全管理“突出点”。

坚守“红线”这条“生命线”
面对安全形势，该集团为使安全“红

线”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共同坚守不逾越，
以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上加实的“安全
无事故，追求零伤害”管理理念，严格落实
各级管理人员安全主体责任，强力构筑“各
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同时，该集团着力从强化“红线”教育、坚
守“红线”制度等方面入手，严格落实重点项
目二级单位领导带班蹲点、盯防，并将四季度
各项安全活动、“逢查必考”与双重预防机制
和危大工程管理两个“抓手”有机融合，不断
提升安全管理水平，促使全体干部职工做到

“我的安全我负责，你的安全我有责”。
“我们用制度坚守安全‘红线’，用管理筑

牢安全‘红线’，要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确保守土
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该集团领导在安
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强调。 （刘晓宁 李鑫）

建设集团

三举措擂响百日安全战鼓

彬长矿业小庄矿

“三把锁”筑牢安全“防火墙”
近期，彬长矿业小庄矿紧密结合安全生产实际，关口

前移，巧用“三把锁”进一步提升职工安全意识，消除安全
隐患，推进现场精细化管理和安全生产“六零”目标实现，
全面筑牢矿井安全生产“防火墙”。

注重安全教育 上好“思想锁”
该矿通过调度会、安办会等形式，加强对安全教育培

训的宣传教育。利用班前会、周内集中学习时间及广播、
电梯电视、井口文化长廊、微信公众号、“平安小庄”抖音
等，对安全法律法规、岗位应知应会、安全管理相关知识等
进行广泛宣传，深化职工安全意识。通过“历史上的今天”

“一岗三案例”、班组长座谈、“三违”回访座谈会等活动，促
使全员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进一步树牢“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思想，切实做到安全理念入脑入心。此外邀请部门专
业技术人员深入区队讲授现场作业风险、剖析典型违章案
例、解读施工作业技术标准、分享安全生产窍门，积极推动
职工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转变。

强化安全预防 上好“防范锁”
该矿通过认真开展“1+4”安全风险辨识评估，抓好管控

措施落实，将风险挺在隐患之前，前移安全关口，完成了 2021
年度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共辨识安全风险 178项，并逐项制

定了管控措施。今年以来，该矿开展了矿井“反风”演习、
40309工作面末采、回撤等 7项专项辨识。同时加强双重信
息管理系统建设与应用，推行“安全风险收购和持续改进”
机制，及时掌握现场安全风险分布动态。通过编制各岗位
安全风险和“三违”辨识题库，推行岗位安全风险辨识确认
制度，将落实安全风险管控措施纳入月度安全绩效考核，
进一步提升广大干部职工的风险防范意识。

狠抓隐患管理 上好“监管锁”
该矿针对问题源、隐患点、作业岗和风险源，构建了岗

位自查、区队互检、专业主查、安全督查、代表巡查的“五
维”排查机制，强化隐患整改闭环管理，推行隐患收购制，
按照隐患的危害程度进行分级分类，对辨识人进行逐条奖
励，不断激发全员查隐患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每月开展一
次覆盖全矿各区队的安全互检，并进行考核通报，以查促学、
以查促改，立足于查大系统、治大隐患、防大事故，不定期开展
一通三防、冲击地压防治、水害防治、顶板管理、安全防护及安
全保护等专项整治，深层次整治各专业、各系统存在问题。
强化安全隐患分析和责任追溯，重点抓不落实的事，追究
不落实的人，着力解决隐患重复出现和长期得不到整改的
问题，全面筑牢矿井安全生产“防火墙”。 （陈杰）

直击安全ZZ HIJIANQUANHIJIANQUAN

澄合矿业煤机公司

“拉网式”管控 保百日安全

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

岗位“一口清” 织密安全网

韩城矿业生产服务中心

提前着手冬季“三防”工作

建设集团铜煤公司

“沉浸式”宣贯《安全生产法》

铜川矿业陈家山煤矿

现场培训提技能保安全

榆北曹家滩公司掘进一队

打响年终岁末“安全保卫战”

本报讯 近日，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组织开
展安全责任“一口清”岗位描述活动，进一步明确
各级人员岗位安全职责，不断增强安全意识，规范
安全行为。

竞赛中，12名参赛选手以音乐快板、脱稿演讲
等表现形式，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围绕岗位工作、安
全职责、安全技能在安全管理中发挥的作用等方面
详细描述。经过激烈角逐，6 名选手脱颖而出。

据悉，此次采取新颖的安全教育模式，引导广大
干部职工立足岗位，切实履行“一岗双责”，织密安全
监管网，筑牢了安全生产防线。 （高乐 史青鑫）

本报讯 近日，鉴于天气异常，韩城矿业生产服
务中心提前着手，扎实做好冬季“三防”工作。

据悉，该中心按照《安全生产法》，修订了冬
季“三防”实施方案和应急预案等规定，让“预
防为主、防治结合”举措更加科学有效。并由
安全质检部、调度室等部门联合成立的“三防”
办公室，充分利用调度会、班前会等，大力开展
冬季“三防”安全教育，宣传火源、电源的注意
事项及易燃易爆危险品和消防设施管理。同
时，成立专项检查组，到一线进行检查，发现问
题及时整改，还对灭火器、消防沙、消防水等器
材进行了补充。 （焦娟娟）

本报讯 日前，建设集团铜煤公司各级管理
人员和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安全生
产法》已经成为常态。

据悉，该公司以全员全覆盖为重点，利用多种
形式加大宣传力度，掀起了“学法、守法、用法”的
热潮。在施工现场设立宣传栏、悬挂条幅、开展宣
讲，组织管理人员参加考试，让干部职工准确理
解和把握《安全生产法》的各项新制度、新措施、
新要求，并对《安全生产法》进行“沉浸式”宣贯，真
正让一线职工入脑入心。 （尚升华 谭仕英）

本报讯 “工友们注意看我操作，一旦发生紧
急情况需要逃生，手放在这里，迅速拉开自救器
塑料挂钩、去掉盖子、打开气囊、拔掉口具塞，将
口具含入臼齿并咬紧，打开气阀……”在铜川矿
业陈家山煤矿综采队学习室，救护队员正在对
入井职工进行自救器使用现场培训，详细讲解
自救器的构造、原理、日常维护、正确佩戴方式
及注意事项。

为了使培训工作见到实效，该矿从救护队
挑选技术人员深入各区队、班组进行全面细
致讲解，现场示范演示自救器的佩戴方法及
步骤，现场挑选职工进行自救器使用，确保使用
合格率达标，提高了面对突发事故的自救、互救
应急能力。 （温荆亮）

本报讯 近日，榆北煤业曹家滩公司掘进一队
以“保安全就是保生产”的态度，推动区队安全管理
向深层次、全方位发展，多措并举，打响年终岁末“安
全保卫战”。

据悉，该公司掘进一队大力加强安全教育，通过
班前会普及新《安全生产法》，利用三维仿真培训系
统，开展生产和灾害应急仿真培训，让员工体验

“三违”的严重后果，促进员工实现从“要我安全”
到“我要安全”的态度转变。同时，为加强现场安
全管控，该公司掘进一队压实跟班副队长管理、班
组长负责、群安员监督三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
定“月计划、周安排、日管控”实施细则，细化隐患
排查治理标准，真正落实安全精细化管理。（周广）

本报讯 近日，澄合矿业煤机公司以深入开展
“奋进四季度、决胜‘攻坚年’、全力保安全”百日安全
活动为抓手，进一步加大对现场隐患排查和动态监
督力度，严格落实全员安全责任，规范人员作业行
为，确保安全生产稳定发展。

据悉，该公司根据现场生产实际，强化人、
机、环等薄弱环节管控，细致排查安全意识薄弱
人员，对威胁到人身安全的“三违”现象制定具
体防范措施，找出相应规律，保证消除安全隐
患。同时，结合各车间生产现场条件现状，有针
对性地制定安全生产管理措施，加大对机械设
备安全使用和维护保养、供水管路、供电线路等
重要部位的日常安全检查力度，以“拉网式”排
查的方式，确保各项工作安全有序开展。 （王文亮）

为增强“备、练、防、救”能力，提高矿山综合救援
水平，连日来，孙家岔龙华公司矿山救护队结合国家
矿山救护队质量考核标准，开展常规安全操作军事化
训练，取得显著效果。

据悉，该矿山救护队以军事队列、体能训练、一般
技术性操作、仪器设备操作等科目为主，重点加强了

薄弱项目的学习与训练，并根据月度训练计划，逐步开
展应急救援、安全生产日常训练。同时，结合矿山救护
队实际工作，开展闻警集合、战前检查、负重行走能力、
佩用呼吸器连续工作能力训练，着力提高安全生产科
学救援水平，力争通过强化训练，提高全队指战员综合
能力，为公司矿山救援提供安全保障。 薛效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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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多年来，韩城矿业公司桑树坪二号井采
取超前安排部署、坚持定期排查、物资储备充足、抢险
队伍四到位举措，切实抓好雨季“三防”工作，使矿井
没有发生雨季“三防”事故，保障了矿区平安稳定。

安排部署到位。每年初，矿井都会下发关于做好
雨季“三防”工作安排文件，召开专题会议部署雨季

“三防”工作，成立领导小组，落实目标责任，明确“三
防”工作重点，提出具体要求，出台责任追究制度，保
障了雨季“三防”工作顺利开展。

排查落实到位。由矿调度室牵头，坚持带领规
划、地测、机电、生活中心、保卫、安检等部门人员，对
矿区南北主扇、库房、排水系统、生活区、生产区、煤
厂、护坡等区域进行排查，对发现的问题能整改的当
即整改，整改不了的下发限期整改通知单。遇到阴
雨天，及时下发提醒告知书，排查人员加大巡查频
次，做到了早发现、早预防、早排除，几年来先后排查
整改落实问题 260多件（次）。

物资储备到位。矿井加大雨季“三防”工作投入，设
立了雨季“三防”物资储备专用仓库，排水泵、沙袋、铁
铲、胶皮管、手电、雨衣、雨靴、雨伞以及水泥、沙子、料石
等物资储备到位，抢险物资储备均达到应急要求。

抢险队伍到位。成立了由矿长为组长、调度室
为总指挥，从保卫部门及各部室、区队抽调的精兵强
将，组成了 100 多人的抢险队伍，要求队员在干好本
职工作的同时，时刻要绷紧雨季“三防”这根弦，24
小时保持手机开通，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
胜，守护矿区职工生命财产安全。 （段孝文）

韩城矿业桑树坪二号井

“四到位”抓好雨季“三防”

“报告调度室，213107 综采工作面发生透水
事故……”早上 7 时 51 分，韩家湾煤炭公司调度指
挥中心电话铃急促响起，综采队跟班技术员白乐乐
紧急汇报井下发生水灾事故。由此，该公司矿井水
灾事故撤人演练正式拉开帷幕。

灾情如战情，接到汇报电话后，调度室值班人员
立即作出响应，启动 IP 应急广播通知现场作业人员
迅速沿安全出口撤离，并按程序进行汇报。

“立即启动井下水灾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在了
解、分析情况后，公司经理冯泽伟立即下达命令。

7 时 54 分，成立井下水灾事故应急救援指挥
部，分为现场指挥组、安全监管组、后勤保障及医
疗救助组等 7 个工作小组。随着总指挥的一声令
下，各工作组以最快速度奔向各自工作岗位，紧张
有序地展开救援工作。

“后勤保障组已安排人员做好后勤准备和应急救
援材料、设备发放，随时待命。”“立即对当班入井人
数进行统计，做好升井人数核对工作。”“安排车辆尽
快下井，运送避灾人员升井。”

8时 20分，应急救援指挥部接到各方汇报，井下人
员全部撤离，一场惊心动魄的“水灾”撤人演练宣布告
捷。从事故发生、启动应急预案、人员撤离、救援出动
到全力排水，一条条指令在井下及地面得到有效执行，
各救援环节紧凑有序，衔接顺畅，演练到达预计目标。

“本次矿井水灾事故应急救援演练，进一步提
高了公司的应急救援能力，加深了各应急救援工作
组和广大职工对应急救援程序的了解和掌握，最大
程度预防了矿井水灾事故的发生。”总工程师白铭
波在分析评估会上说。 （艾锋）

当“水灾”来袭时
——韩家湾公司开展矿井水灾事故撤人演练小记

孙家岔龙华公司救护队孙家岔龙华公司救护队

开展常规化安全操作训练活动开展常规化安全操作训练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