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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曹建斌）徐矿集团天
山矿业公司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和集
团公司关于安全生产的一系列部署，以打
造安全高效矿井为目标，扎实开展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行动，立足企业实际，面对新
形势、勇担新任务、迎应新挑战，全力提升
安全生产新境界。

深化基础管理，提供安全生产保
证。该公司始终把安全生产标准化纳入

“一把手”工程，按照专项整治要求，严格
标准兑现、狠抓问题整改，以工作标准
化、管理精细化、环境安全化、行为规范
化为目标，推动标准化由静态达标向动
态达标转变，由点面达标向系统达标延
伸，由行为标准化向思想标准化提升。

明确要求相关部门和各单位严肃查处各
类“三违”和不规范行为，深入开展“两个
不放心”排查整治活动，推进“一表一卡”
在现场的应用。强化现场安全监察，继
续组织解剖式安全大检查，加大对采掘
头面和边远地区的安全管控力度，对重
点工程及时启动“空降式、返回式、守候
式”安全检查。严格落实“停头、停面、停
人、停线”要求，对不符合现场安全措施
的行为，一律停产整改，并严肃追究相关
人员责任。针对近期新入矿职工多的实
际，严把入矿第一关，规范各类培训，有
效保障安全生产。

强化全员意识，提高“本安”创建水
平。持续开展“四个一”日常安全教育

活动，严格执行好班前会“双排查”、跟
班干部和安瓦员安全“双重管理”“双六
十禁”、单项工程“四不干”等基本管理
制度，在执行好互联互保基础上，将一
般“三违”与当班跟班干部和班组长、严
重“三违”与单位党政主管挂钩考核。
强化安全风险分级辨识，做好隐患排查
整治、坚持把安全风险管控挺在隐患前
面，把隐患排查治理挺在事故前面，认
真落实各级人员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
排查治理责任，确保各类隐患及时整改
到位，为提高“本安”创建水平打下坚实
基础。

细化重点防控，提升安全保障能
力。把防治水、防灭火作为安全保障的

第一要务，坚持强队伍、上装备、严管
理，严格落实综合治理措施，切实杜绝
火灾水患。围绕大灾害防治、大系统安
全、大事故防范，深入开展“一通三防”、
顶板、机电运输等专项整治行动，重点
抓好主供电、主提升、主运输及运行系
统环境整治，每月对各大系统进行一次
安全评估分析，确保系统能力匹配、装
备本安可靠、运行环境达标。要求各生
产区队加强正规循环组织，围绕全年生
产指标，层层分解到每月、每天、每班，
强化计划执行的严肃性。按照生产计
划严格兑现，以班组保区队、以区队保
公司，实现稳产增产，全面提高矿井安
全保障能力。

天山矿业公司

防控结合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本报讯（通讯员 李亮 周军伟）年初以来，

徐矿集团张双楼矿以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行动为总抓手，全面落实安全责任和各项
防范措施，杜绝了破皮伤及以上事故，安全生
产形势持续稳定。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上
级有关安全生产决策部署，该矿成立了以矿党
政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
领导小组，制定了工作方案，对深入开展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进行全面部署，确保在排查整治
阶段，每月组织开展一次安全生产大检查。进
入今年以来，为扎实做好隐患排查治理，该矿
先后开展了3次“全覆盖、无死角”的安全生产
专项集中整治大检查，对查出问题建立隐患清
单和整改清单，并严格按照“五落实”要求逐条
整改销号完毕。

该矿坚持问题导向，结合上级文件精神与
矿井安全生产实际，扎实部署开展新一轮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根据集团公司统一部署，3月
10日至11日，由党委书记、矿长牵头，各分管
领导及职能部室人员参加，重点围绕机构设
置、人员编制、人员素质、人员责任、安全意
识、技术能力，管理制度，供电（水、气）、提升
运输、通风、消防、监测监控等生产系统，工艺
装备等重点方面、重点环节开展新一轮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对排查出的问题进行系统性

“把脉问诊”，找准问题产生根源，落实根本性
举措，从管理机制、工作标准、考核制度等方面细化完善安全管
理制度，整章建制，补齐短板，不断健全完善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该矿以装备智能化升级为抓手不断提高矿井本质安全水
平。坚持高站位，统筹谋划，编制了符合矿井发展实际的《智慧矿
山建设方案》，为智慧矿山建设指明了方向。全面推进智能开采，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扎实推进74104智能化工作面建设。目前
该工作面系统设备陆续到矿，确保5月底具备智能开采试运行条
件。同时围绕74104智能化工作面达标验收，全面做好安全生产
标准化动态达标创建，努力将工作面打造成为矿井对外展示的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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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孙敦军）在“警示三月
行”活动中，中煤大屯煤电公司龙东矿坚持

“预防为主、过程控制、严格管理、从严考
核”的安全生产工作思路，以“安全复工复
产”为活动主题，以“杜绝安全生产事故，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实现平安一季度”为目
标，结合矿井实际，以“五强化”确保活动取
得实效。

强化安全警示教育，增强安全意识。
该矿充分利用电视、井口大屏等各类媒体
平台，进行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宣教片轮
播，时刻警醒职工牢记事故教训。各科队
结合本单位实际开展事故案例、典型“三
违”和违反“双 42 条”的案例教育，利用安
全讲座、班前会、安全活动日等开展专项警
示教育活动，深入剖析原因、全面反思教

训，并通过提问、抽考等方式，确保警示教
育取得实效。

强化排查治理，提高防风险能力。该
矿开展对标对表自查自改活动，按照“学法
规、抓落实、强管理”活动要求，对照煤矿安
全法律法规、“一规程三细则”等安全知识
对各生产系统和岗位开展 1 次全方位、全
覆盖的安全大检查，明确各类风险、隐患的
整改措施和责任人，对标对表自查自改，
抓好闭环管理确保整改到位。认真落实
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各项保障措施，做好
人员管控、防疫消杀、应急值守、现场安全
盯防等重点工作，确保疫情防控期间的安
全稳定。继续开展“无隐患”标兵班组创
建活动，根据《自主管理科队创建办法》文
件要求进行奖罚，季度隐患最少的班组奖

励 3000 元，连续三个月隐患最多的班组
考核3000元。

强化安全教育培训，提升安全素质。
结合“学法规、抓落实、强管理”活动，安排
相关科室编排落实培训计划，有序开展专
项安全培训、管理干部专业授课工作，各
科队积极开展好自主培训，充分利用员工
安全素质提升 APP，做好日常学习积分考
核管理、月度考试和抽考，确保培训效果。

强化“三个”专项整治，补齐安全短
板。该矿开展反“三违”、顶板管理、设备
管理专项整治活动，落实各级领导干部反

“三违”指标化考核，加大典型“三违”全员
警示教育力度，持续营造员工不想违章、
不敢违章的高压态势，严格落实顶板管理

“十三个”严禁、采煤顶板管理“八个”严禁

等措施，规范职工作业行为，加强设备管
理日常检查和维护保养，严禁设备“带病”
运行。

强 化 安 全 督 查 包 保 ，促 进 责 任 落
实。开展领导干部安全督导包保，各督
导组每月开展 2 次督导检查活动，重点
加强疫情防控期间、中夜班、地质条件复
杂头面和人员集中地点的检查，及时掌
握包保单位安全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
理、标准化建设、现场安全管控等主要安
全生产动态状况，帮助基层及时解决实
际安全问题，同时严格落实领导下井带
班、区队长现场跟班和安监员盯岗制度，
及时掌握现场安全管理的重点及难点，
落实非常规作业现场全过程盯防管理，
确保现场安全管控到位。

龙东矿“五强化”护航“警示三月行”

疫情防控期间，中煤大屯煤电公司孔庄矿绞车房女工坚守岗位，认真操作，积极做好个人防护，严格遵守作业
规程，保障设备安全可靠运行。图为该矿绞车房女工在认真作业。 通讯员 杨光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徐海涛）复
工复产以来，徐矿集团夏阔坦矿
业公司认真吸取全国煤矿安全
事故教训，突出抓好作业现场安
全管控，奋力夺取一季度安全生
产开门红。

该公司从严落实各级安全
生产责任制，从领导责任、部门
监管、区队自治、岗位自律等方
面，强化责任链条，拧紧责任螺
丝，筑牢安全防线。加强单项工
程、零散工程管理，严格执行单
项工程“四不干”制度，对关键环
节、重点工程，要求区队超前预
控，现场超前防范，跟班干部看
紧盯牢，确保现场安全工作24
小时不失控。严格按照集团公
司和地方政府要求，扎实开展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活动，对井下采
煤、掘进、通防、机电、运输等专

业，以及地面所有场所进行全面、深入、细致、彻底
的安全大检查，列出问题清单，认真抓好整改，筑
牢复工复产安全防线。

突出专业安全管控，强化“一通三防”及防突
管理重点，加强防灭火注氮管理，执行“零汇报”制
度，及时关注110501工作面回采期间的多项气体
检测，定期检测瓦斯、CO、氧气、氮气等气体数据
并如实反馈，发现异常及时分析原因，采取措施，
确保通防安全。加强斜巷运输安全管理，重点加
强副井斜巷运输和“四超”车辆管理，主要斜巷实
行统一管理，发现上、下井过程中物料混装、散装
等不按要求装车走钩的现象，一律按“三违”行为
进行考核，提高安全执法刚性，保障斜巷运输安
全。突出顶板安全管控措施落实，加强110402工
作面初次放顶期间的顶板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初
次来压时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及时掌控顶板变化
情况，重点加强工作面及上下口超前段支护、矿压
监测、强制放落顶板等举措，出现悬顶面积过大造
成隐患时，由生产部门牵头及时组织召开现场会，
研究制定处理方案，坚决杜绝悬顶隐患。做好矿
井防治水工作，严格按照矿井防治水要求，认真落
实井下各掘进工作面探放水工作，加强对110501
放水巷采空区和110502切眼放水孔放水情况巡
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理，确保防治水各项工作落实
到位。强化机电运输重点工作安全管控，加大对
斜巷安全设施、设备的巡查力度，加强1300泵房
吸水井清挖的现场安全管控，制定针对性安全技
术措施，跟班干部亲自盯控现场，把好安全关口，
确保现场施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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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一听敲帮问顶发出的回声，感

觉不对劲，我们就赶紧撤了出来
……”在孔庄矿掘进六队班前会上，
职工张青青正在讲述发生在身边的
一场“未遂”事故。为进一步增强职
工的安全意识，提高职工防范事故
的能力，中煤大屯煤电公司紧紧抓
住班前会宣教的关键“五分钟”，让
职工讲述自己亲历或发生在自己身
边的安全故事，引导职工结合自身
工作实际查找安全隐患并做好防范，
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中煤大屯煤电公司从源头抓好
隐患整治，全面实行隐患排查治理和
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化、信息化管理，
坚持安全风险月预控、周预警、班排
查。对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新材
料，加强使用前风险辨识管控。

坚持问题导向 强化对标整改
“目前工作面条件不好，顶板破

碎，两巷压力大，大伙在工作中一定
要做好护帮护顶，打好泄压孔，保证
自身安全。”在井下班前会上，姚桥
矿采煤二队队长肖斌反复向职工强
调当班工作重点和注意事项。该公
司不断强化生产现场的安全管控，
持续狠抓措施落实，确保现场管控
组织到位、措施到位、责任到位。

“在井下，有人会把两道风门同
时打开，觉得没事，其实这样会造成
风流短路引发安全事故。”在徐庄矿
综采一队，干部职工围绕什么是安全
隐患、如何避免安全隐患进行座谈。
该公司坚持问题导向抓安全，通过谈
心交流、讨论会、座谈会等方式，发动
干部职工围绕影响和制约安全生产
方面的职工思想状态、行为习惯及系

统环境、现场管理等问题，不断拓宽
问题查找路径，确保查找问题的准确
性和针对性。

“个别锚杆外漏超长、风筒吊挂
不平直、初喷厚度不够……”该公司
为了将安全生产标准化各项工作融
入日常工作中，不定期、不定时、不定
点组织人员，对采掘单位安全生产工
作进行突击检查，并督促现场整改。

以强化现场安全管理为切入点，
该公司开展了“以问题为导向，有针
对性整改落实安全问题”活动，进一
步强化领导干部问题导向意识，以发
现、查找问题为出发点，以包保、跟
踪、解决问题为突破口，解决制约安
全生产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安全自
主管控能力，以“严之又严、细之又
细”的工作作风，做到发现一项整改
一项、提升一项达标一项。

本报讯（通讯员 刘利顺）
“警示三月行”活动开展以来，中
煤大屯煤电公司姚桥矿紧紧围
绕“学法规、抓落实、强管理”活
动主题，结合疫情防控、现场安
全管理、新班组建设等重点工
作，深化警示教育，确保安全生
产。

与疫情防控相结合。每天
召开调度会，对全矿疫情防控工
作及时调度，严把外来人员入矿
关，做到入矿人员、车辆信息可
查、可控。严格督查督办，加大
对措施落实情况动态监督检查，
凡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出现责任
落实不到位，提高一个档次考
核，把“外防输入、内防扩散”落
到实处。

与“学规程、抓落实、强管
理”活动相结合。认真贯彻上级
安排部署，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
训，时刻绷紧安全弦，抓现场、抓
落实、抓“三违”、抓关键人员管
控，保障安全不出事。结合“三
查三抓”活动，强化学习培训，做
好培训效果的抽查评估，重点学
习“一规程三细则”，认真梳理对
标，重点抓好管理流程、技术流
程和操作流程，确保重大风险管
控、零星事故防范、变化条件管
理盯防、不放心人员排查、安全
教育培训、现场管理重点到位，
同时做好职工收心教育，把干部
职工的思想统一到安全生产工

作中来。
与现场安全管理相结合。结

合现场实际，落实分管领导对规
程措施会审制度，加大规程措施
现场落实力度。在行动上对安全
工作再加压、再落实，督促管理人
员提高下井质量、带班质量、问题
解决质量以及现场管控质量，对
安排部署的工作认真对照“四个
放心不放心”做好落实，确保现场
安全可控。针对现场实际，单位
负责人严格自查自纠梳理，对存
在的问题及管理重点，认真记录
在安全工作自警单上，确保现场
安全生产持续稳定。

与新班组建设相结合。扎
实推进新班组建设，突出以“安
全为核心”的新班组建设理念，
把重点向基层、现场延伸，与岗
位相结合，把班前会上取得的
成效转化为职工行为规范，增
强“上标准岗、干标准活”的意
识。以班组例会建设为基础载
体和有效抓手，以用好新班组
建设七大人本机制为持续动
力，着力夯实前期新班组建设
成效，引导各基层科（队）建立
新班组建设长效机制，推进班
组管理品牌建设，以提高职工
综合素质为重点，以保障安全
生产、提质增效、实现矿井高质
量发展为目标，促进新班组建
设延伸至井下现场，全面提升
班组自主化管理水平。

姚桥矿
突出安全重点 深化警示教育

● 车志平因不慎将徐州舞渔花石道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丢失，证号：
JY23203110121439，声明作废。

● 张静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R9258车辆
的机动车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 谢幼忠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U3996车
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 张腾飞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FG888车
辆的行驶证丢失，声明作废。

● 单增海因不慎将铜山县三泰电器设备
厂的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20312MA1PB8HD83，声明作废。

● 朱徉柳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2H229车
辆的行驶证丢失，声明作废。

● 周立正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C192G 车
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丢失，声明作废。

● 池淑贵因不慎将徐州市泉山区小池布
店 的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
320311600233120，声明作废。

● 王晓磊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308B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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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526(徐州-内华) 车辆的线路标志牌丢
失，标志牌号：03305，声明作废。

丢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