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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陕北风雪交加、
气温骤降、冰雪封路，给煤炭
保供工作带来了较大影响。
面对风雪天气，榆北小保当公
司立即启动风雪应急预案，清
理积雪，畅通道路，拓展运销
渠道，确保煤炭安全保供在年
末关键时期“不断档”。
地销受阻 破冰扫雪保畅通

“榆林市气象台发布道路
结冰黄色预警，受恶劣天气
影响，高速公路封停，造成运
煤专线许多车辆阻塞，请现
场人员抓紧协调。”11 月 6日
晚上，小保当销售管理公司地
销沟通群中一条紧急通知引
发大家注意。

大雪导致榆林市启动紧
急交通管制，多条高速、省、国
道临时封停，一时间，小保当
地销工作受到严重制约。对
此，该公司立即启动风雪天气
应急预案，组织出动40余名销
售人员，对17公里运煤线进行
除雪作业，保障运煤车辆正常
运行。立冬的寒夜中，华灯初
上的运煤专线上数十名穿着
厚重工装的干部员工，撒盐、
铲雪、帮助阻塞车辆协调启
动，用奋进和担当为冰封的道
路开辟出一道“安全保供路”。

翌日11时许，经过十多个
小时不懈努力，该公司南进厂
路及运煤专线积雪融化，道路
畅通，全面恢复地销工作，全
天共计发运856车，合计27362
吨，高质量完成运销任务。
满仓考验 精心部署稳产销

四季度，面对严峻的保供
稳价形势，该公司贯彻落实集
团及煤业公司关于保供稳价
工作相关部署，在确保安全前
提下，全力释放优质产能。

由于连续两日突发降雪，
公路和铁路销售受天气影响，
发运量减少，多个煤仓面临
满仓考验，尤其是 4 号、5 号
原煤仓已达到峰值。为保障
不让运输扼住保供“脖子”，
该公司不等不靠、主动作为，

协调两矿井间隔生产，安排错峰检修，调整生产结构。同
时，积极沟通选煤分公司做好销售部署，协调仓位，减少
煤炭库存，确保最大马力保证煤炭稳定供应。

与此同时，根据 10 月以来的强降水天气，该公司深
刻汲取行业安全事故教训，提前部署好“冬季三防”工作，
超前谋划好各项应急预案，加强冬季安全生产工作和隐
患排查力度，营造了一个安全稳定的保供环境。

多措并举 稳价保供“有实招”
该公司不断优化运销结构，“双管齐下”强化运销管

理，一方面加快智慧销售系统建设应用，筹划建设原煤
快速装车站，拓宽装运渠道，引导装车分流，提高运销效
率。另一方面加强沟通，通过积极与铁路物流集团、洗
选分公司、销售管理公司等多方协调，提高运销系统面
对恶劣条件影响的能力。同时，在高质量保证煤炭供
应实行“地销+铁销”多式联运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公
转铁”模式转型，加快车辆调配，持续加大铁路系统通
信和信号设备的检修力度。严格执行线路巡查和扫雪
除冰工作，对全部道岔积雪进行清扫，为争取运力支持
提供高效的硬件设施基础。坚持将

“长协煤”销售作为重心，为煤炭市场
价格稳定贡献国企力量。

“11月 5日 18 时至 7 日 18 时，公
司火车装车站共装车 17 列，891 车，
运输煤炭 6.4 万吨，占煤炭销售总
量 70%以上。”小保当销售管理公
司经理杨海平说。 （李泽林 梁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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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剂“良方”筑牢冬季“防火墙”

进入 11月，黄陵地区气温骤降。黄陵矿业煤矸石发
电公司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积极应对寒冷天
气，通过加强宣传培训、排查安全隐患、加强物资保障三
剂“良方”，筑牢“冬季三防”“防火墙”。

加强培训 提升安全意识
据了解，该煤矸石发电公司以人的安全行为治理工

作为重点，利用班前会、电子屏、微信群、宣传栏等形式，
对职工进行“冬季三防”知识宣传，将预防重点进行细化，
组织人员开展“防冻、防滑、防火、防爆、防伤”安全生产知
识培训，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升员工安全意识。坚持员
工操作规程学习不放松，使员工进一步熟悉供热系统的
运行规定及注意事项，全面掌握设备运行时的重点监视
项目和操作规范，确保生产过程中人身、设备安全。组织
开展供暖系统故障应急演练，提升人员应急处置能力，从

制度、人员、设备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应急机制，确保供暖
期间出现紧急情况时能第一时间响应，提高供暖保障
能力。系列举措进一步强化了员工“红线”意识、责任
意识和风险意识，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筑牢安全“防火墙”。

拉网排查 消除安全隐患
该公司对厂区内各个区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拉网排

查”，对重要场所氢站、油库、煤场等重点区域的消防系统
进行查漏补缺，按规定足额配备消防设施设备。对关键
环节进行了全面摸排，强化供暖管路、供水管道及供电线
路的检查维护，查出的问题立即整改，制定专项整改措
施，安排人员限期进行整改，公司领导班子按期对整改
措施进行复查，直至检查合格。同时，对检查中发现的
具体安全隐患，列出隐患清单、制定整改措施、落实责
任人，积极消除安全隐患，为安全越冬打下坚实基础。

储备物资 做好后勤保障
据介绍，该公司已提前准备防寒防冻工作所需的物资

材料，确保防寒、防冻物资及时到位；组织专人对生产现场
门窗进行清洗、更换，加装棉门帘，防止厂房内温度过低造
成设备异常；对室外表、计、易冻设备做好防寒保温措施，进
行管道伴热装置试投运工作，确保水、汽、油等管道系统正
常运行。同时，根据生产实际需求，加强与供煤单位的业
务联系，提前进行冬储煤工作；加强燃料接卸管理，开展输
煤系统专项治理工作，提前制定冻煤接卸方案和措施，提
高接卸效率，为临冬发电、供暖工作提供可靠的保障。

目前，该公司将持续严抓“冬季三防”工作，担起安
全之责，扛起安全之事，为完成冬季供暖任务和全年生产
目标筑牢安全根基。 （史灏 王硕）

——黄陵矿业煤矸石发电公司应对寒冷天气保供暖小记

职工正在巡检设备职工正在巡检设备。。

本报讯 日前，彬长矿业救援中心坚持问题导向，创
新训练模式，分门别类组训，制定业务知识、综合体能、技
术操作、实战演练等训练“套餐”，从严从实抓好基础训
练，不断深化“三个素质提升”。

党建融入，激发训练积极性。进一步将党建和业务
相融合，在学习培训、技能体能训练等日常工作中发挥作
用，党员干部、各级指挥员冲锋在前，灵活工作方式方法，
在训练间隙学习政治理论，开展谈心谈话，组织文体活
动，进行技能竞赛，寓教于乐、减轻压力、消除疲劳，增强
学习训练的质量和效果，充分激发指战员的训练积极性。

培训为基，细化措施促提升。按照年度战训工作计
划和技能对抗赛的要求，在原有基础上细化和提高业务

理论、仪器操作、综合体能、一般技术操作等考核标准，各
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业务骨干结合各自不足开展了
各项培训，加强训练现场的指导，开展小队个人之间
的理论知识和技术操作竞赛，相互交流、总结经验、学
习借鉴、共同提升，救援技能明显增强。

安全第一，练兵备战谋打赢。树牢“安全第一”思想，
发挥应急救援作用，加强各中队一体化战备值班，做到相
互支援、共同备战，全力保障矿区安全生产。组织开展好
月考核、季达标、技能竞赛、指挥员比武及“学图纸、上台
讲”、模拟救灾实战演练、闻警出动专项训练和“双盲”演练
等，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增强技术操作水平，提升自
救互救能力，做到“生命至上、安全救援”。 文/图 梁俊

队员按流程操作防护设备队员按流程操作防护设备。。

从严从实抓训练 聚焦备战谋打赢彬长矿业
救援中心

本报讯 11月15日清晨，零下 4摄氏度的气温下，在建
设集团榆林公司承建的榆林市西沙 7万吨水厂项目施工
现场，工人们战严寒、抢工期，全力安全推进各项施工进
度，为早日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而努力奋斗。

据悉，该项目作为 2022年榆林市重点观摩项目，受到
该市各级单位的高度重视。按照公司要求，该项目在年
底需完成地下管网安装和 70%设备安装的节点目标。为
此，项目全体员工加班加点，主动放弃周末休息时间，全
力以赴安全抢抓施工进度。

走进该项目施工现场，综合管理楼及水质化验中心、清
水池、综合水处理车间等 7个主体赫然在目，130余名身着

“陕煤建设”马甲、头顶“陕煤建设”黄色头盔的工人三五成
组，在各自岗位上履职尽责，墙体砌筑、管道焊接、防水涂

抹、混凝土浇筑、模板安装、材料清理，各项工序井井有
条。同时，30余名现场管理和技术员轮流指导，安全员巡
回检查，质量员严格把关，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项工作都
在有条不紊推进。

“榆林市西沙 7万吨水厂项目，时间紧、任务重。目前，
项目已进入冬期施工，但我们不能松懈，必须要战胜一切困
难，全力以赴安全完成2021年目标任务，保证2022年项目如
期完工，同时也保证2022年观摩工作顺利开展。”该项目经理
刘建飞说，项目制定了详细的冬季施工方案，从施工储备、冬
季施工方法到质量、安全管理等进行了详细部署安排，提前
采购了冬施防护用品，对人员进行了安全教育培训，全面
保证各项施工节点任务如期高质高效完成，做到安全无事
故、质量零缺陷，全力打造陕煤建设精品工程。 （闫彩霞）

全力推进项目安全建设建设集团
榆林公司

本报讯“生活区下水道有积水，需抽水。电缆有一处小破
口，要及时修补。”近日，陕北矿业神南产业发展公司后勤服务公
司吴小舟在“冬季三防”隐患排查过程中发现了存在的隐患。

对此，该公司组织专人对生产现场开展了以“消除冬季
后患”为主要内容的“啄木鸟”隐患排查治理行动，按照“冬
季三防”工作要求，严肃对待存在的问题，坚持“小病”大检
查，“大病”做手术，深度“净化”消除隐患。

为了全面把握“冬季三防”主动权，该公司根据所管辖
区域、检查项目编制了行动计划。此次行动主要是疏通厂
区、车间内外排水管沟，清理车间、库房顶部集水槽，疏通落
水管、检查各配电室电缆沟道破损情况，对于检查发现存在

的安全隐患指定专人采取“一对一”的方式限期整改，并不
定期进行“回头看”检查。

据了解，该公司还重点对“冬季三防”物资储备情况进
行全方位摸查，提前备齐备足编织袋、铁锹、手电、雨衣、胶
鞋、水龙带、抽水泵等防汛抢险物资，掌握应急物资储量、质
量、使用情况和存放地点，并记录在案，保证物资处于完好
备用状态，做到防汛物资专管专用。

同时，该公司始终坚持用“放大镜”来看待安全管理工
作，不惜“小题大做”，用“显微镜”从深层次透析安全隐患蛛
丝马迹，瞄准“隐患蛀虫”靶向治理，力争实现安全监管常态
化，隐患消除及时化。 （郭霞）

“啄木鸟”行动瞄准“隐患蛀虫”神南产业
发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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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集团韩城分公司

重锤敲响安全生产警钟
本报讯“坚守底线防风险，不越红线除隐患，

筑牢防线保平安……”一阵铿锵有力的宣誓声，
在警示教育活动现场久久回荡。近日，建设集
团韩城分公司持续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
深刻吸取安全事故教训，切实履行安全生产责
任承诺，重锤敲响安全生产事故警钟。

据悉，该分公司各项目部同步开展了一系列
安全生产警示教育活动，严查在工作落实过程中
暴露出的态度不坚决、作风不扎实、能力不适
应、措施不过硬等问题，教育引导干部职工牢
固树立安全“红线”意识和安全生产底线思维，
增强安全责任意识，防范化解各种安全风险，
警钟长鸣，以扎实的行动护航实现建设集团

“1321”新发展目标。 （胥越莹 赵伟强）

运销集团铜川分公司

多举措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 近日，针对当前雨雪寒潮天气频发特

点，运销集团铜川分公司通过建立健全安全责任
体系进行安全排查、开展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等多
项措施，全力维护安全生产平稳运行，确保不发生
安全生产事故。

据悉，该分公司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制作宣
传展板、大型显示屏滚动播放、集中学习文件
精神等形式，向广大职工大力宣传安全生产知
识，让大家切实体会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同
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带班值守、关键岗位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目前，各单位加强应急值
班值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带班、关键岗位 24
小时值班制度和事故信息报告制。 （吴宗山）

铜川矿业鸭口公司

开展《安全生产法》专题宣讲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安全生产法》，树立

“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近日，铜川
矿业鸭口公司党政工负责人分别对新《安全生产法》
开展专题宣讲。

据悉，此次宣讲紧紧围绕《安全生产法》修改
的背景和意义、《安全生产法》修改前后对比、新修
订《安全生产法》十大亮点、下一步贯彻落实《安全
生产法》措施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和解析。为
公司广大干部职工进一步学习好、理解好、落实好
新《安全生产法》指明了方向，同时为新《安全生
产法》的施行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奠定坚实思
想基础和群众基础，推动了企业安全生产有序可
控、健康发展。 （裴海峰）

陕化公司

邀请专家把脉重大危险源
本报讯 为精准防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安全风险，近日，陕化公司邀请第三方专家团队开
展专项检查指导。

据悉，该专家组依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
源企业安全专项检查细则（试行）》，对 12 处重大
危险源逐一检查，对查出问题立即下发整改通知
单，要求公司按照“五落实”进行整改。“重大危险
源消防应急物资管理要有清单，要有维护保养记
录，要有责任人，要有责任人联系电话。”汇报会上，
专家不仅通报了问题，还指导公司安全管理工作。

对此，该公司将以夯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为抓手，严格落实重大危险源包保责任制，加强
安全风险管控，落实隐患排查治理机制，为奋战
四季度、决胜“攻坚年”打好坚实基础。 （刘艳）

建设集团汉中分公司

消防应急演练防患于未“燃”
本报讯 日前，建设集团汉中分公司开展电气火

灾知识培训及消防安全应急演练，进一步提高职工
对安全生产事故和突发性事件的处置能力。

在电气火灾知识培训中，主要针对电气火灾特
点、电气火灾预防和应急处置措施等方面进行了详
细讲解，并在办公区域进行消防安全应急演练，整个
演练活动组织严密、环节紧凑、紧张有序，并对办公
区内临时用电、消防器材等进行安全检查和现场灭火
实战练习，同时让广大职工更好地了解消防应急处置
程序，熟练掌握疏散线路、逃生技巧及扑救初起火
灾能力，全面筑牢了消防安全“防火墙”。（贺展展）

近日，陕北矿业涌鑫公司通过消防安全“培训”、
消防设施“体检”与消防演练“实战”相结合方式，为全
体职工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有效提升了职工日常
安全意识和应急逃生等能力。 李韦 甄景山 摄

彬长矿业小庄矿

安全警示教育 班班不缺席

风雪来袭 保供不断档
榆北煤业小保当公司 摄制

职工正在清理积雪职工正在清理积雪。。

本报讯 “鲜活的案例，令人触目惊心，血和泪的
教训，警示我们在工作中容不得丝毫懈怠和半点侥
幸。也希望大家能吸取此类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扎
实做好本职工作……”这是近日彬长矿业公司小庄
矿综采队副队长杨皓博组织本队早班职工观看完安全
警示教育片后，对事故原因进行分析时说。

据悉，安全警示教育班班学，是该矿丰富学习形式，
提升职工安全意识的一项措施。为强化矿井安全管理，
下半年，该矿收集全国近年来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案例
140多例，下发到各区队、车间，要求每天选取一个事故
案例，每班班前会前组织职工集中观看，观看后由队干
组织职工分析事故原因、提出防范措施，并将班组观
看、交流场景拍成短视频发到矿井“三违”隐患通报微信
群，相互借鉴学习，同时做好事故案例警示教育、“三违”
台账、隐患台账三项资料清单。安全部人员不定期到各自
包保区队督促、指导，确保安全警示教育班班学。

“透过一件件真实案例以及生动形象、图文并茂的事
故原因分析和讲解，来警示我们在工作中千万不能掉以轻
心，必须踏踏实实、认认真真、逐条逐项地落实好防范措
施，严守‘红线’，不越底线。”防冲队职工童胜武说。

“以安全生产事故为例，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深刻吸
取事故教训，时刻做到安不忘危，警钟长鸣，绷紧防范
安全风险这根弦，确保矿井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该矿领导强调。 （关国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