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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本领）江苏煤矿安全
监察局下发《江苏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开
展煤矿安全投入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
同时”专项监察和国庆节前督查的通知》，
要求有关产煤市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徐州
煤矿安监分局严格落实煤矿属地安全监管
责任，强化督查检查，各煤矿企业切实履行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以过硬的安全成

果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据了解，此次对省内各煤矿企业2019

年以来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意外伤
害保险购买、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建立
健全、所得税优惠等煤矿安全投入情况；煤
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情况开展专
项监察。同时按照《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
加强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工作的通知》要求，

在强化冲击地压源头防治、强化巷道支护、
强化防冲监测和措施落实、强化生产劳动
组织等方面的整改落实情况，确保隐患排
查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在开展专项督查的同时，江苏煤监局
还在节前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
治，重点监察各企业及所属煤矿党政主要
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履职尽责情况及各企

业，煤矿安全生产采取的主要措施及落实
情况，并敦促各企业按照专项监察、督查内
容，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形
成自查自纠报告、隐患及整改清单备查。
江苏煤监局组织对辖区煤矿和建设项目进
行抽查，灵活采取“明查暗访”“零点行动”
等方式，确保对辖区煤矿和建设项目的“全
覆盖”监察。

本 报 讯（记 者 李 本
领）近日，为进一步推进全
省安全生产执法工作向纵
深发展，全面提升执法规
范化水平，更加有效地促
进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防范化解
重 大 安 全 风 险 和 事 故 隐
患，江苏省应急管理厅结
合当前形势和年度重点工
作安排，将于 10 月 8 日至
11 月 8 日在全省组织开展
一次异地交叉执法检查行
动。

此次检查，各设区市
应急管理局按照分组具体
实施，全程采取“四不两
直、异地检查、属地办案”
的 方 式 ，按 照“A 市 查 B
市，B 市查 C 市”循环进行
异地交叉检查。省应急管
理厅要求各地认真筹划，
精心安排此次检查，以具
有执法工作骨干和专家组
成检查组并安排设区市应
急管理局领导班子成员担
任检查组组长。受检地区
则要兼顾执法计划，选取
10 家以上工贸企业备查，
确保各设区市检查企业数
不少于 4 家。交叉检查期

间各检查组要严格执法，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
为并注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确保异地交叉执法检查
取得实效。

本报讯（记者 周川翔）“两
节”临近，徐矿集团全面开展

“防风险、保安全、迎大庆”安全
生产大检查大整治活动，始终
紧绷安全弦，压紧压实责任，做
实做细工作，把新中国成立70
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作为重
中之重，切实防范化解安全生
产重大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
事故发生。

徐矿集团各基层单位落实
安全生产整治部署，迅速开展
安全自查工作。张双楼矿开展
全方位、全覆盖的安全生产大
检查。由矿长牵头，全面排查
采煤、掘进、机电、运输、通风、
防灭火、地质防治水、冲击地压
防治、洗煤厂等作业点，对矿井
设计、安全风险管控、隐患排查
治理、管理制度建设、责任制落
实、劳动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或隐患，做到即查即改、立查
立改。赛尔能源公司对三矿井
上下进行全方位安全大检查、
大整治，从工作面拆除、瓦斯治
理、安全监测监控、地面工广等
开展细致排查，形成问题清单、
责任清单和自查自改报告，集
中抓好整治措施落实，实现闭
环管理。

不断压实主体责任，加强
对重点部位、重点岗位的检查，
坚决杜绝“三违”行为，切实把
整改工作落实落地落细。天山
矿业公司充分认识做好安全工
作的极端重要性，坚持党管安
全，通过管理、装备、系统和素
质“四并重”，干部安全履职、职
工规范作业和现场安全管控

“三轮驱动”等措施，全面抓好
安全排查整改工作，形成“全覆
盖、零容忍、严考核、重实效”的
安全治理环境，通过定期组织
开展拉网式的隐患排查治理和
专项整治，做到周密部署，任务
明确，责任到人，措施到位，杜
绝各类事故发生。郭家河煤业
公司始终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融入到安全生产
管理中，坚持自查自改动真格，
保持安全管理高压态势，明确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现场安全
管控主体责任，全面消除矿井
安全“隐疾”，通过强管理、抓整
改、促提升，层层抓好安全落
实，形成“人人抓安全、时时保
安全”的安全发展氛围，全面提
升矿井安全管理水平，为新中
国成立70周年营造良好安全
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王新鑫）9月9日下
午，徐州煤矿监察监管联席会议在江苏
煤监局徐州监察分局召开。徐州监察分
局、徐州市煤监局领导，沛县、丰县应急
管理局煤矿安全工作分管领导参加会
议。

此次会议是按照省、市有关“防风险
保安全迎大庆”会议精神，结合江苏煤监
局关于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的要求召开。

联席会议常规为季度会议，如遇特殊情况
可随时召开。会议由徐州煤监分局牵头
组织，旨在通报监管监察执法情况，研究
监管监察执法中遇到的热点、难点等问
题，研究联合执法工作方案，协商解决煤
矿安全监察、监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共
同推进执法工作“五坚持”：即坚持执法与
宣传教育相结合、坚持执法与检查指导相
结合、坚持执法与发挥相关部门作用相结

合、坚持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相结合、坚
持事前执法与事后处罚相结合。

会上，分局、市局、县局分别通报了7
月份以来煤矿安全监察监管工作情况，
对当前辖区煤矿存在的主要安全风险和
隐患进行分析研判和座谈交流，明确下
一步监察监管重点。按照省、市“防风
险、保安全、迎大庆”工作要求，通报了对
辖区煤矿开展联合执法的内容和方案。

本报讯（记者 周川翔）近日，李堂矿
业公司制定《“防风险保安全迎大庆”暨
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活动方案》，严格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提高全员应急意识
和安全素质，加强对现场及安全管理薄
弱环节的管控，坚决杜绝轻伤以上事故
发生，确保中秋、国庆“两节”期间安全稳
定，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创造良好的安
全环境。

强化值班值守制度，节日期间严格执

行矿领导下井带班及区队领导24小时值
班值守制度，强化问题意识，做到立行立
改；加强应急处置能力建设，建立应急汇
报制度，不断落实现场人员岗位职责，定
期发布应急预案网络信息，有效防范和应
对各类突发事件，提升防范各类风险水
平；开展专项监察活动，由安监部牵头，相
关职能部室联动，开展井上下消防设施专
项检查，电气设备专项检查，平板车、电机
车、矿车等专项检查，切实增强现场安全

管控；持续推进标准化管理，制定《2019
年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煤矿检查考核工
作方案》，明确时间节点和任务要求，扎实
推进标准化建设上台阶；强化“一通三防”
监督管理，结合矿井安全生产实际，制定
《关于加强“一通三防”监督管理工作的补
充意见》，规范矿井通风管理、瓦斯防治、
防灭火、粉尘防治等工作，有效防范和坚
决遏制因“一通三防”安全生产事故，确保

“两节”期间安全生产。□据初步统计，8月份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较大生
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减少3起、25人，分别下降
6.8%和14.6%；全国未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同比减少2
起、33人。由于受高温、高湿、多雨、台风、洪涝等影响，重特大生
产安全事故易发、高发，在各地区各部门共同努力下，今年8月份
是自2001年以来第一个没有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月份。

□第十四届榆林国际煤炭暨高端能源化工产业博览会9月
4日在榆开幕。目前已确定参展的企业有402家，其中国际企业
13家。预计将有近2800位代表参加本届煤博会。本届煤博会
为期三天，以“高端、绿色、创新、开放、共享”为主题，共安排中国·
榆林国际高端能源化工发展论坛、2019全国煤炭行业高质量发
展论坛、中国（榆林）—日本高端能化产业交流座谈会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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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煤矿安全监察局
开展专项监察和节前督查迎大庆

李堂矿业公司
夯实管理基础 确保“两节”安全

徐矿集团
排查隐患促安全
强化落实再发力

本报讯（通讯员 宗
慧芹）中秋节、国庆节临
近，中煤大屯煤电公司
不断强化安全生产红线
意识，牢记安全责任、严
明纪律规矩、坚持管控
引导，扎实做好“两节”
期间安全生产工作，有
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各类
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梳理薄弱环节。该
公司进一步加大对重要
地点、关键系统的安全
检查，持续加大对薄弱
环节的管控力度，加大
对重要生产环节、重点
区域、重点时段的检查，
强化对顶板、瓦斯、运
输、机电等重点环节的
跟踪管理。利用师带
徒、危险源辨识等活动
载体，使安全生产全过
程都处于可控状态，将
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
态。从健全完善技术管
控体系入手，全面梳理
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规范工作标准，将职工
对防护用品的使用、设
备维护保养、安全措施
的编制等一并纳入到防
控体系中，以安全的作
业环境和规范的标准作
业流程，营造了安全的作业氛围。

紧盯重点人群。细化分类，开展针对
摸排；督促整改，强化盯防管理；开展帮教，
实现有效管控；严格考核，强化责任追究
……该公司从职工身体状况、精神状态和
安全意识等方面逐人进行排查，及时掌握
职工情况。在现场施工过程中，跟班干部、
班队长按时巡查各作业点，对违反安全操
作规定、身体出现异常情况、有不安全思想
苗头等现象的职工，及时进行纠正。

强化变化管理。针对开采条件等变化
因素，该公司树立变化管理的思想，抓住关
键环节及时开展事故灾害治理技术研究，
制定措施，严防各类事故的发生，筑牢安全
生产防线。明确从各级领导到每位职工的
安全生产工作责任，确保各项规章制度落
实到人、落实到位；严格执行领导带班、跟
班、值班等管理规定，认真履行现场安全管
理职能，靠前指挥，突出抓好不放心地点、
特殊时段的带值班工作；在全矿区范围开
展安全大检查和自查自纠活动，对矿井各
作业地点进行全面隐患大排查，不留死角、
不留盲区，强调隐患整改的时效性，确保隐
患排查治理实现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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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东矿
党管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张双楼矿
从严从实从细 密织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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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煤矿监察监管联席会议强调

推进执法“五坚持”防风险保安全迎大庆

为营造“防风险、保安全、迎大庆”浓厚氛围，保障矿井安全生产，近
日，张双楼矿组织党代表、职工代表、青岗员、督察队员到井下工作头面
工作面开展安全视察。图为党代表、青岗员在井下西五运输上山视察
安全。 通讯员 周军伟 摄

全员合力 共护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