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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铜川矿业陈家山煤矿团委不断
创新工作方法，通过强化团员青年安全教育培训、安全
生产意识、安全工作能力，着力打造一支懂安全、会安
全、能安全的团员青年队伍，助力矿井安全发展。

强化学习，共同进步。该矿团委根据不同时期的
安全生产形势，针对不同阶段工作重点和突出问题，开
展有针对性、经常性的安全教育培训，组织团员青年
认真学习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技能，帮助团员青年掌
握安全生产操作技能，提高安全生产和处理突发事
故的能力，全面提升团员青年的技术技能素养。同
时，团员青年也以技术比武、师徒“传帮带”等活动为
契机，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影响带动了身边更多的职
工，立足岗位、苦练本领，潜心钻研、提升技能，全身心
地投入到本职工作任务中。

强化意识，助力安全。该矿团委广泛深入宣传安
全管理规章制度、煤矿安全操作规程要求及相关安全
工作会议精神，组织团员青年开展安全事故案例分析

和事故反思讨论活动，引导团员青年吸取事故教训，
杜绝麻痹意识和侥幸心理，使他们从思想源头上提高
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通过各类业务技能培训不断为
团员青年“充电”，提升团员青年安全业务知识，促进
团员青年综合素质提升。

强化能力，深入现场。该矿团委开展“青岗员”培
训班、安全知识竞赛等活动，围绕安全生产中的薄弱
环节，组织开展科技攻关、创新创效活动，不断提高
团员青年的安全防范能力；开展“零点行动”安全隐
患排查活动，检查各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劳动纪律、
标准化落实及隐患排查治理，强化现场安全管理责
任落实，锻炼提升青安岗员的安全业务能力，着力发
挥“煤海哨兵”作用；开展“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青
年安全生产标兵”活动，着力把团员青年队伍打造成
重安全、守安全、能安全的放心集体，让广大团员青年充
分发挥生力军、突击队作用，成为了矿井安全生产的一支
重要力量。 （温荆亮 王维）

在安全生产中彰显青年力量铜川矿业
陈家山矿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矿井冬季“三防”各项工作，
蒲白矿业煤矿运营公司紧密结合当前季节变化带来
的安全不稳定因素，提前谋划、超前部署，将“冬季
三防”作为安全工作重点，为安全生产发展筑牢根基。

近日，该公司结合工作实际，着力发挥群监员生
产“前沿哨兵”作用，以作业现场为突破口，主动深入

生产一线查隐患、堵漏洞、反“三违”，对地面机厂、库
房及井下工作现场进行安全检查，将冬季“三防”专项
检查与“查、除、防”工作和安全生产相结合，责任到
人、明确要点、堵塞漏洞、查出缺点，并将隐患消除在
萌芽状态，为切实打好冬季“三防”攻坚战奠定基础，筑
牢群监安全防线，助力矿井安全生产。文/图 高永生

蒲白矿业煤矿运营公司

开展冬季“三防”大检查活动

彬长矿业文家坡矿

多措并举筑牢安全“压舱石”

本报讯 日前，韩城矿业下峪口矿创新创优安全协管工
作，以“四个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改变职工心智模式，提高
职工安全思想意识，密织安全防线。

主动作为与安全管理相结合。与“三网”联动办公室建
立信息反馈制度，协管会接到井口信息站反馈的“三违”职
工通知单，第一时间对违章情况进行分析、归类，安排所包
联协管小组协管员进区队、入家庭进行走访帮教，并将走访
谈心信息反馈给井口信息站，实现了安全帮教的闭环管理。

发挥优势与职工思想动态相结合。通过与生产一线职
工签订“亲属安全联保合同”，入户走访帮教、视频连线亲属
帮教、进医院陪护工伤职工等，用心用爱帮教职工牢记安全
生产对个人、对家庭的重要性，提高责任、担当意识，进一步
筑牢职工的安全思想防线。

抓住时机与矿区重点活动相结合。在安全月期间，发放
安全知识宣传单、红腰带、安全鞋垫，编排安全小节目宣教，
工残职工现身说教，有奖知识答题等活动，进一步营造浓厚
的安全生产氛围，增强职工“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思想
意识转变。

拓宽服务与矿井标化建设相结合。坚持常态化开展
“冬送温暖，夏送清凉，重大节日送祝福”活动，积极做好亲
情服务，用亲情呼唤安全。并义务为职工缝补衣物、理发，
充分利用公司工会配备的冰柜、饮料机等，为职工发放雪
糕、冷饮解渴。同时，主动嵌入中心拓宽服务渠道，创新开
展“环保在行动”活动，职工从井下回收废旧物品可从协管
会兑换饮料，此项活动极大地改善了井下的生产环境，
助推了矿井标准化建设。 （马麦丽）

韩城矿业下峪口矿

协管员用爱密织安全思想防线

本报讯 当前，彬长矿业文家坡矿坚守底线、不触红线、
精准发力，扎实做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安全风险
分级管控和“严规范、反三违”攻坚行动等工作，确保矿井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中向好。

风险分级管控扎实开展。该矿结合当前生产实际和重
点工程，重新修订完善安全风险管控责任体系，进一步明确
了各职能部门权责边界，通过制定责任清单、健全规章制
度、开展专项检查等手段，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
同时，扎实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工作，建立风险数据库，
切实将风险控制在隐患形成之前，把可能导致的后果限制
在可防、可控范围之内，进一步提升矿井安全保障能力。

持续加大“三违”查处力度。该矿认真落实《严规范反
“三违”专项整治方案》要求，构建了班子成员牵头抓总、生产
部门督导考核、“四员两长”履职尽责的良好工作格局。同
时，加大“零点行动”检查频次，采取不打招呼、不固定时间、
随机抽查等方式，向“三违”亮剑出招。截至目前，该矿累计
开展“零点行动”300余次，帮教“三违”人员 50余次，习惯性
违章和常见“三违”现象逐月减少。

多措并举筑牢安全基石。为加快NOSA 五星安健环管
理体系建设，该矿制定下发《NOSA 五星安健环管理体系推
进方案》，任命 77 元素负责人、区域安健环代表，进一步细
化工作任务，明确工作职责。同时，根据“试点引领、全面
推进”方式，首先在 4105 智能化综放工作面、4107 回顺推行
现场安健环管理，要求区队跟班副队长、班组长、质量验收
员按照标准扎实开展各项工作，各元素负责人不定期对现
场整改情况进行检查验收，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有效促进
矿井安全、健康、环保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甄景林）

本报讯“你知道公司的安全核心价值
观是什么吗？”“员工生命安全与健康高于
一切。”“请问你的安全职责是什么？”……

从 10 月份至今，在陕化公司掀起了全
员学习安全文化理念与安全职责的热潮。
通过“宣贯+塑培”来内化思想、外化行为，

不断提高所有职工的安全
意识和安全责任，使“安全
第一”思想意识，成为每个
职工的自觉行动。

建立安全文化体系
常言道：理念文化是安

全文化的先导。为扎实推
进安全文化与风险管控品
牌建设工程，全面提升各层
级人员安全理念、安全思维
和安全认识水平，该公司安
全文化建设工作小组在前

期充分调研、梳理和提炼的基础上，制定发
布了公司安全文化理念体系，包括安全核心
价值观、安全愿景、安全使命、安全目标、安
全预控理念、安全责任理念、安全执行理念、
安全塑培理念、安全操作理念、安全亲情理
念 10个方面。

营造全员学习氛围
“文化管控企业安全，特别强调安全理

念的引领，陕化公司不断总结概括安全理
念，用理念去引导全体干部职工改变安全观
念。”在该公司召开的安全文化理念解读培
训会上，中港金邦公司总经理薛立新对十大
安全理念的释义进行了详细解读，并从贯彻
新思想、新理念、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健全安
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新问题新风险的防范
应对、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等五个方
面，将《安全生产法》的修订内容与理念宣讲
有机结合。同时，各单位通过采取集中宣讲
的方式，结合培训、会议、事故案例学习和快
问快答等形式，对安全理念宣讲效果进行测
试，营造了全员学习安全文化良好氛围。

检查量化 引领行为养成
从 11月 8日起，安全文化建设项目小组

深入各单位抽查公司领导、各部门和分厂领

导学习掌握情况，提问了安全理念与安全职
责。两项内容均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
标准，将对“不合格”者进行补考，第二次查
出“不合格”者时，给予量化考核。检查过
程中，该检查组从安全管理的角度解释安
全理念的意义，并指导如何有效通过夯实
全员安全职责，落实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同时，各基层单位积极行动，组织开展
自查自纠，并通过考试等形式，检查和量化
安全理念与安全职责掌握情况，引领广大
干部职工养成安全文化行为。

据了解，该公司通过理念宣贯、安全引
领、知识培训、环境建设、标准化执行以及
职工行为养成等综合塑培工作，从根本上
塑造本质安全型职工和本质安全型企业，
从而实现用文化管控安全，为把陕化公司
建成“员工幸福、同行尊重”的一流化工企
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刘艳）

““宣贯宣贯++塑培塑培””让安全文化理念落地生根让安全文化理念落地生根
陕化公司陕化公司

年末岁尾是煤矿安全生产的关键时
期，为进一步提高职工安全生产意识，助
力企业实现安全生产，在“奋战四季度、决
胜‘攻坚年’、全力保安全”百日安全活动
中，澄合矿业公司积极组织女工协管员开
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教育活动，为矿山安全
生产构筑起坚实的第二道防线。

亲情帮教筑牢安全生产根基
“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亲人们，工作中一

定要拒绝麻痹、注意安全……”连日来，该公
司所属董东煤业组织职工家属进岗位、进课
堂、进井口，开展有深度、有力度、有温度的
安全宣教，不断筑牢矿井安全生产根基。

为及时消除职工不稳定情绪，该煤业持
续深化“一对一”亲情帮教工作，创新实施

了“周月季”循环模式，每周组织职工家属
进区队对职工的思想状况进行排查摸底，
每月组织一次违章人员集中帮教活动，每
季度对职工的安全生产状况进行回头看，
切实构建了安全员、协管员、职工家属三级
联动“大协管”格局。

“感谢媳妇送来的祝福和嘱托，这一字
一句都是对我的关心，我和工友们一定时
刻注意安全，坚决不违章作业。”帮教中，
综采队职工王洋子向妻子郑重地承诺。

事故案例宣讲绷紧安全思想弦
“亲爱的工友们，您是否还记得 2013

年 3 月 1 日的骆驼山透水事故中，一位老
母亲饱尝白发人送黑发人时的痛苦？是
否还记得 2011 年 12 月 3 日的云南曲靖井

喷事故，一位被毒气伤了双眼的小孩
哭天喊地时的无助？”

“亲爱的工友们，安全你我他，幸
福千万家。当我们跨出家门的那一
刻起，家人就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我
们，期盼我们平安归来。”

为推动安全警示教育工作走深走实，近
日，在该公司所属王村斜井工会组织开展的
安全事故案例宣讲进班组活动中，女工协
管员饱含深情地为干部职工宣讲了数起
安全事故，用一件件血淋淋的事故案例，
提醒干部职工在工作中做到时时讲安全、
处处讲安全、人人讲安全。宣讲结束后，
女工协管员还为职工送上了安全红腰带、
鞋垫、毛巾等慰问品，叮嘱大家一定要提

高安全自保意识，切实让职工深切感受到
来自企业大家庭的温暖。

据了解，四季度以来，该公司所属百良
公司、西卓煤矿、山阳煤矿公司等单位还先
后开展了“井口送温暖、亲人寄心语”“亲
情呼唤安全、共建和谐家园”“协管送关
怀、携手保平安”等主题活动，切实把女
工家属安全协管工作延伸到区队、车间、
班组和家庭，努力营造安全协管亲情文化
氛围，筑牢安全生产亲情防线。 （薛双娟）

直击安全ZZ HIJIANQUANHIJIANQUAN

黄陵矿业双龙煤业

开展年末安全整治工作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矿井安全管理水平，冲

刺全年安全目标。近日，黄陵矿业双龙煤业开展年
末矿井安全整治工作。

据悉，此次安全整治工作主要围绕国家矿山安
全监察局检查及陕西局来矿检查整改问题为核心，
举一反三，重点从“牌板专项整治、‘四员两长’专项
整治、监测监控专项整治、跟值带班专项整治”四
个方面开展，要求全矿职工必须高度重视安全管
理工作，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出现的安全事故教训，
正确处理安全与生产关系，紧盯现场管理和存在
问题不放松，持续做好现场隐患排查、上报、整治
等工作，并将安全管理融入到NOSA和“四治理一
优化”工作中，确保矿井安全生产。 （彭兴仓）

建设集团澄合分公司

多管齐下筑牢“安全堤”
本报讯 日前，建设集团澄合分公司上下联动，

多管齐下，齐心协力筑牢年末施工生产“安全堤”。
多形式素质教育，拉紧思想防线。该分公司组

织干部职工开展安全意识大提升活动，切实增强全
员安全责任意识，筑牢全员安全思想防线。多层次
巡回督查，杜绝事故隐患。针对在建项目安全生
产大形势，分公司成立巡回督查组，对重大安全风
险点进行督导检查，确保了建设项目安全有序平稳
推进。多方面联动效应，全员护航安全。提高了全
员的安全意识，将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通过
多措并举，不仅增强了全员对各类安全事故的预
防和应急处理能力，夯实了冬季施工安全根基，为实
现全年目标任务凝聚了安全动力。 （帖楠 郑启刚）

本报讯 近日，陕北矿业柠条塔公司以消除
现场安全隐患、补齐资料短板、提升人员素质为目
的，相关部门联合联动，对矿区井下及地面全系
统、各区域进行了安全动态突击检查。

据悉，此次检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直奔现
场，对井下 S1202综采工作面、南翼 2-2煤皮带机
头、地面洗选煤运营中心在建厂房等重点区域
的人员在岗情况、设备运行状态、现场安全隐
患等方面进行了重点排查，并认真核查当班设
备运行记录、现场交接班记录等资料与台账。
此次检查共查出问题隐患 18 条，检查小组现场
明确提出整改要求和完成时限，以形成闭环管
理，确保矿井安全生产工作不出问题。 （陈飞）

陕北矿业柠条塔公司

“动态检查”打赢安全保卫战

运销集团轮迪物流公司

消防安全从基础抓起
本报讯 近日，运销集团轮迪物流公司紧抓

“消防安全月”，组织员工进行消防知识学习，提
升员工科学应对火灾技能，立足岗位将消防宣
传推向深入。

据悉，月初公司办公地点临时变动，搬入陌生
办公大楼，面对全新办公环境，为提高员工在高
层建筑火灾情况下的突发火灾扑救、个人逃生
自救技能，公司及时联系物业管理人员搜集相
关资料，由物业人员结合建筑图纸向员工进行
集中讲解，详细说明楼层建筑结构布局、火灾处
理程序、消防设施种类、配备点位及使用方法等
内容，带领员工现场熟悉安全出口位置、消防报警
方法、灭火器材使用步骤，切实增强了员工消防安
全意识，筑牢了消防安全工作基础。 （马林国）

本报讯 日前，建设集团铜煤公司多措并举加
强班组建设，激发安全生产新能量。

据悉，为提升班组作战能力，该公司力促组
员勤学习，增强班组“原动能”，在车间掀起了学
习热潮。同时，严管理，增添安全生产“新防
线”。各班组以强化安全意识为突破口，狠抓安
全宣传、严管危险源辨识，为创建“安全型班组”
筑牢铜墙铁壁。重创新，打造工程质量“升级
版”。班组通过广泛开展技术创新、QC小组等形
式的群众性技术活动，运用多渠道、多形式创新
手段，提高了工程质量。 （尚升华）

建设集团铜煤公司

以班组建设激发安全新能量

近日，神渭管运公司外协抢修中心神木班组
光缆技术人员，检测出管线里程 K46 处通信光缆
存在传输大台阶，便立即带领巡护人员赶赴现
场，顶风冒雪进行治理，确保管道安全和光缆畅
通，为管道输煤系统调试保驾护航。 樊恒 摄

以亲情友爱筑“家园”
——澄合矿业女工协管掀起“百日安全”新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