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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川翔

在信智科技公司办公楼2楼的模拟
实验室，无线通讯系统4G基站信号的
测试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检测发射信号
的强度，反复测试数据验证可靠性，检
测环境数据传输的稳定性……“相比之
前使用的3G无线通讯系统，4G传输速
率更快，视频通话质量更好，语音更清
晰。”该公司研发部经理助理孟建分析
说。

今年以来，该公司深入贯彻集团公
司高质量发展大会要求，紧紧围绕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目标，不断推动
矿井信息化管理水平，成功入围“江苏
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

“雷”打不动
打造矿山信息高速公路

7月27日，随着台风“利奇马”的到
访，雷雨交加的天气让孟建忧心忡忡。
由于万兆网的研发到了关键时期，每一
步都不能出现失误。“稳定性试验要连
续工作48小时，一旦防雷装置不起作
用，很容易击坏机器。”

下午4时许，屋外的雨水很快要涌
进来，孟建一边垛起沙袋一边关注设备
仪表指针变化，输入电压648v测试，模
拟从每秒钟发射1Mb到10Gb模拟发
射，万兆接口的转发速率正常……经过反复测试数据，最
终顺利地一次经过雷电考验。

经过180多天的研发，KJJ660矿用隔爆兼本安型万
兆工业以太环网交换机最终通过国家安全生产常州矿用
通讯监控设备检测检验中心的检验，获得“防爆合格
证”。“万兆工业以太环网的应用，将极大促进信息传输效
率，使井下信息传输通道变成一个高带宽、高速率、高可靠
的信息‘高速公路’。”

自主研发
提高安全监控系统效能

坚持自主研发是该公司的传统。自第一代安全监控
系统在全集团范围内广泛推广以来，该公司不断收集用户
反馈数据，积极探索完善系统，去年9月，精心打造的第二
代KJ335X系统研发成功，并一次通过安标国家矿用产品
安全标志中心检验认证和现场评审，成为国内首家取得煤
矿安全监控系统安标证书的煤炭企业。

“新系统采用数字化传输，避免了电磁干扰导致的监控
数值不准确问题，有效降低了设备故障率和巡检周期，提高了
系统监测的灵敏度，让系统操作更直观更智能。”已经使用6
个月该系统的张双楼矿技术人员告诉记者。

贴近生产
保障与一线无缝对接

“24小时响应，是售后保障的承诺，更是让产品日臻完
善的关键。”孟建表示，“深入生产一线，我们才能得到更直
接的用户反馈。”

矿用应急广播系统正是在现场使用过程中不断完善
的产品。井下广播系统在迎头迎面工作时，原音箱并不跟
着向前延申，造成安全信息不能及时传达到生产前沿。“在
广播终端增加一个中转装置设备，可以较好的满足迎头迎
面的广播音箱的延伸性，保证及时准确的时播放安全信
息。”

90天的研发过程，经过防爆实验、系统功能测试、高低
温试验、工作稳定性试验、浪涌实验等一些列本安参数测
试，最终煤矿用本安型音箱KXY12（A）研发成功。如今，由
该公司自主研发的煤矿安全监控、矿用调度通信、矿用语
音广播、矿用视频监控、环网交换机等产品，在徐矿集团
及山东、山西等地的矿井得到了良好应用。

严抓实做强管控 全力以赴收好尾

本报讯（通讯员 李亮）张双楼矿提高
站位，盯紧目标、压实责任，全力以赴打响
安全生产主动仗，确保高质量完成收尾工
作。

聚焦安全生产，筑牢安全防线。该矿
以“百日安全”活动为抓手，从严管理、严
抓现场、超前防控、监督考核。强化党管
安全责任落实，采取“双排查”集中行动等
10项具体举措，夯实安全基础。加大“两
随意”及“三违”行为治理力度，持续开展

“三反一抓”活动，严格落实“双排查”制
度，排查安全不放心人员，做到互联互保

到位，确保现场安全不失控。加大对典型
性违章行为、集体违章行为查处力度，开
展典型案例公开追查活动，坚决防范零打
碎敲事故发生。重点抓好7201工作面安
全生产标准化样板头面创建工作，保持动
态达一级目标。

聚焦安全发展，保证矿井发展后
劲。该矿优化生产组织，采取有效措施
提高单产、单进水平。统筹做好93606、
92610等工作面生产组织，抓好生产过
程动态监控，强化正规循环，减少生产事
故影响，充分发挥矿井生产能力。围绕

矿井生产接续节点计划，全力推进
94101工作面拆除、7201工作面安装、
74104 工作面安全高效掘进等重点工
作，为矿井生产接续平稳过渡提供可靠
保障。目前，94101工作面已顺利拆除，
7201工作面安装完成。科学合理编排
2020年生产布局计划，避免采掘接续失
调，保证矿井发展后劲。

聚焦“四化”建设，创建智能化样板
矿井。加强“四化”建设顶层设计，坚持
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定位，统筹做好“四
化”建设规划编制，集中资金、力量办大

事。召开“四化”建设动员推进大会，明
确了近3年准备实施的41个“四化”建设
项目推进路线图、责任书、进度表，确保
到2021年完成智能化综采工作面和数
字化矿山建设。截至11月上旬，今年底
前需完成项目的25个项目中，已完成大
功率岩巷掘进机，综采工作面刮板机、转
载破碎、乳化液泵、皮带机等变频化改
造，岩巷掘进推广使用远距离喷浆设备，
推广使用掘进机临时支护等7项，正在
实施16项，调研论证2项，有力促进了矿
井安全生产。

张双楼矿

“三个聚焦”打响安全生产主动仗

本报讯（通讯员 刘广东 魏
乾）垞电公司吉林榆树项目部干部
职工不畏严寒，以极大的工作热情
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岗位中，维护机
组稳定运行，受到业主称赞。

该项目部负责鸿大环保公司
垃圾发电机组的检修维护工作，日
常缺陷多，事故抢修是家常便饭。
10月28日下午临近下班时间，垃
圾进料汽车磅房称重出现故障，热
工专业组王欢迎和孔庆国二话不
说，背起工具包就去磅房检查消除
缺陷，其他专业组成员也到达现场

协助开展工作。此时，户外的温度
陡降，大家相互鼓励，在保证安全
的情况下的加快进度。经过6个
小时的连续抢修，汽车磅的故障被
成功消除。

11月7日晚上九点多，油库的
油位计指示失效，值班的刘广东和
耿怀伟现场查看故障情况后发现
油库区夹在围墙和机房外墙形成
风道区域，寒风使得油库区设备环
境温度极低，测点集成板块因低温
出现故障。在寒风中拆下的螺丝
放在水泥地上，很快就与地面冻在

一起，两位抢修人员几乎冻僵，赶
到附近车间暖和一下，待冰冷僵硬
的手脚恢复后再去现场继续抢
修。当他们消除了油位计的故障
时，时间已是凌晨了。

渗沥液里垃圾较多，所以系统
里滤网经常堵塞，室外滴水成冰，
在用水冲洗滤网的时候，都要做好
防止滤网被冻上的措施。项目部
员工魏乾带着杨建强等人克服困
难，相互配合，每次都以最快的速
度完成拆解、分离、冲洗、安装等步
骤，为机组的安全运行提供保障。

临 近 年
终，生活服务
经营总公司组
织相关人员对
变电所进行安
全大检查，确
保供电安全。
图为该公司工
作人员在检查
配电箱。

通讯员
陈超然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王宏胜）连日来，百
贯沟煤业公司压紧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制
定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实施方案，开展“拉
网式”安全隐患排查，齐抓共管，确保岁末
安全生产。

该公司迅速传达贯彻上级指示精神
不走样，要求干部职工吸取事故教训，认
真开展安全反思，以更严更细的措施抓好
岁末年初安全工作，层层传导安全压力，
压实主体责任，严防死守，班子成员主动
作为，一把手敢于担当，机关部室下沉到
生产一线，抓好现场安全管理，确保安全
稳定。

该公司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
不间断，研究制定《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
治实施方案》，明确公司领导班子、机关部
室、基层区队以及班组长安全管理责任；
公司领导、职能部室将安全整治的关口前
移，跟值班干部为井下2503工作面收缩、
2502工作面安装等安全重点区域“开小
灶”，每天24小时紧盯不放松；安监部牵头
成立隐患排查小分队，三班下井排查安全
隐患，下发隐患整改通知书，确保不过夜。

该公司群工组织齐抓共管不断线，工
会、共青团发挥职工代表安全视察、群众
安全监督员和青年监督岗作用，积极融入

公司“决战年终保安全”工作。组织职工代表不间断开展
井下、地面全覆盖安全视察。群监员密织安全监督网，严
把现场工作第一道安全关，及时制止“三违”行为，消除不
规范操作。团委青年监督岗开展“零点查岗行动”，严查井
下、地面各工作场所的安全隐患。组织女工二道防线到一
线区队送温暖、嘱安全，向一线职工发出“为了家人，杜绝
违章”的安全倡议，和一线职工结成安全联保对子，齐心协
力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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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宋红）新河实业公司以迎接四季度安
全专项检查为抓手，加大安全管理力度，确保实现安全年。

加强责任落实。制定下发《关于各场所巡查管理规定》
和《义安煤场租赁场所监管规定》，租赁房屋场地禁止逾越

“两条红线”，即不安全作业或有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的不
得出租，涉及环保问题的不得出租。要求洁净煤生产期间，
公司副总及项目部要加强安全监管和环保检查协调，紧盯
现场，保障人机安全。

加强排查整治。由总经理带队，职能部室配合组织安
全检查组，分批次对新河、卧牛、义安等片区进行拉网式、全
覆盖的安全大检查，重点查看了两处35KV变电所、洁净煤
生产车间、放射源、皮带廊、煤场水泵房、闲置建筑物等安全
关键场所，落实巡查责任，对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每个环节
进行了全面排查，共查出问题12条，全部进行了闭环整改。

加强地面消防和供电安全管理。针对秋冬季节火灾多
发的情况，加强职工火灾防范意识教育，开展了一次地面消
防安全专项检查，查出消防安全问题4条，并在规定期限内
进行了整改，检查更新了78具消防器材；对王门35KV变
电所电子围栏、监控、铁塔防腐三个项目进行了施工验收，
同时，加强供电设备、线路检查，确保供电系统安全可靠

本报讯（通讯员 高源）天山矿
业公司强化教育管理，聚焦发展难
题，精心组织攻关，严格现场管控，
全力以赴收好今年尾。

该公司认真吸取全国煤炭行
业事故教训，开展事故反思大讨
论活动，举一反三，真正使安全第
一观念触及思想灵魂。强化现场
管理理念，严格安全生产标准化
动态达标，加大“三违”治理力度
排查不放心人、不放心事，重点工

程施工落实专人全程跟踪，实施
领导干部安全“驻班”包保，做到
现场管控零距离、无缺陷。聚焦
发展难题，精心组织攻关。加强
工作面上隅角、高冒点、采空区密
闭墙瓦斯进行重点检查，实现了瓦
斯“零超限”，先后对1732副井甩
道、1404运输道外段等11处巷道
进行封闭，提高通风系统的可靠
性。每周对塌陷区裂隙进行巡查，
专门购置了一台挖掘机及时对裂

缝进行回填，防止地表水灌入井
下。委托山东省煤田地质局地物
勘探队对下1煤、下5煤层做了冲
击倾向性鉴定，进行了冲击危险性
评价。采煤选用工作阻力在
10000KN以上支架，掘进工作面
推广使用机载临时支护，严禁空顶
作业、超循环作业。坚持科学合理
安排采区布局和月度生产计划，依
法依规释放矿井产能，确保1408、
5106工作面生产正常有序。

天山矿业公司
精心攻难关 现场严管控

新河实业公司
多点发力密织安全网

垞电公司吉林榆树项目部
“迎寒而上”守护机组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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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夏阔坦矿业公司当前的安全工作，我们
将从思想、作风、制度方面继续强化党管安
全责任落实，增强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重
点在内容上抓细抓小，在方法上盯紧盯住，
在作风上从严从实，在考核上严格严厉，推
进“系统查+专项治”活动，把安全工作做细
做实，坚决实现安全生产。

收看集团公司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动
员大会视频会议后，天山矿业公司分管
安全工作的副总经理张斌说，我们必须

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政治自觉，踏
踏实实，扑下身子抓落实，紧盯安全生产
关键环节和细节，排查风险隐患，明确整
改责任，确保动态达标，强力推进“四化”
建设，提升职工素质，坚决打好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硬仗，全力提升安全保障能力，
高标准，严要求，力促公司向着“五最”目
标迈进。

在生产一线，集团公司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行动动员大会激发出了干部职工的干
劲。天山矿业公司开拓工区区长王联合表
示，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安全首位，

生产让位，管理到位”思想，抓好班组安全
建设、班长执行力和职工现场操作规范，充
分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团结带
领职工规范作业、安全生产。徐矿综合利
用发电公司安全监察部部长沈杰说，作为
基层单位安全生产的一名管理者，将按照
大会要求，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工作的政
治担当、责任担当，坚决克服安全工作中的
形式主义，全面排查整治隐患，全力以赴推
进公司安全平稳生产。新安煤业公司采煤
工区班组长尹长安认为，“大会让我充分认
识到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也认

识到了做好年底安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在今后的工作中，将把安全生产放在高于
一切、重于一切、先于一切的位置，认真履
行岗位职责，严格规程措施落实兑现，为安
全生产提供有效保障。百贯沟煤业公司综
采工区区长王恒帮说：“大会指出，‘安全生
产是最大政治、最牢基础、最好民生’，我们
基层区队长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做到‘脑子
想着安全责任，心中装着安全责任，行为上
负安全责任’，扎扎实实做好区队安全管
理，以区队安全生产高质量推动公司安全
生产持续稳定。”

扎实开展专项整治 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徐矿集团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动员大会引发热烈反响

● 杨广全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L3911 车辆的行驶
证丢失，声明作废。

● 徐州鹏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因不慎将车号为苏
C25761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 陈瑞芳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7620J车辆的行驶证
丢失，声明作废。

● 付德春将江苏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丢失，票号：
0011129242，金额：168132.76元，日期：2019年 4月 18
日。声明作废。

● 付德春将江苏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丢失，票号：
0010491954，金额：232057.15元，日期：2019年 2月 27
日。声明作废。

● 石志丹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M877X车辆的机动
车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 徐州兆通客运有限公司因不慎将车号为苏
C31331线路标志牌丢失（徐州-内华）标志牌号：03301，
声明作废。

本报讯（通讯员 魏欢）
近期，在中煤新集集团三季
度安全生产标准化检查中，
由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矿
建分公司板集工程项目部
施工的北翼轨道大巷、北翼
回风大巷、东一采区永久避
难硐室、第一提料斜巷、井
下制冷硐室等工作面均被
评为“优良”等级，打响了徐
矿矿业品牌。

在工作中，矿建分公司
班子成员积极与矿方高层
沟通交流，对矿方反映的问

题及时责成项目部整改。
该项目部普及推广“手指口
述”操作法，不断增强各专
业工种施工人员的岗位操
作技能。严格服从矿方管
理和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
题及时整改落实，积极主动
向矿方学习先进的管理经
验和施工经验，不断提升安
全生产水平。扎实推进安
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现场干
部职工高标准、严要求，以
实际行动为企业赢得了荣
誉。

矿建分公司板集项目部
打造“优良”工程树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