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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川翔）为推动落实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国家煤监
局于近日制定下发了《落实煤矿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三年行动专题实施方
案》，要求煤矿企业进一步健全完善安全
管理体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扎实推进
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施方案》指出，要建立健全煤矿
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落实煤矿主要
负责人和各层级的岗位责任，建立“一岗
一清单”并进行公示公告；健全煤矿安全

生产管理制度，完善安全管理团队，强化
安全投入，确保在2021年底前实现煤矿

“三项岗位人员”全员轮训，2022年底前，
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二级及以上煤
矿要达到70%；健全完善企业安全风险
辨识评估、管控、警示报告等防控机制，
对辨识出的重大安全风险，于每年1月
31日前，向上级安全监管部门报送，确保
安全风险始终处于受控范围；健全完善
企业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机制，严格落实
治理措施，确保2020年底前建立完善的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2021年底前建立隐
患治理“一张网”系统，2022年底前全面
实现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推动企业
安全生产社会治理，建立主要负责人安
全承诺和安全生产诚信制度，提升专业
技术服务机构服务水平。

为推动《实施方案》落实落地，国家煤
监局强调，各煤矿企业要加强组织领导，
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有效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不断提升企业自主管理
安全生产的能力水平；强化制度保障，全

面推动煤矿企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
体系，提升自主管理安全生产的主动性、
自觉性；严格监管监察执法，各省级煤矿
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加
大日常执法检查力度，对于违法违规行
为，要严格追究责任，坚决依法惩处；注重
典型引路，各省级“三年行动”牵头部门要
采取多种有效形式，细化贯彻落实措施，
强化分类指导，促进煤矿进一步强化安全
生产管理，完善安全生产条件，持续提升
煤矿企业安全管理水平。

本报讯（记者 孔文）记者从相关
部门了解到，江苏煤监局决定在9月
23日至9月24日组织辖区内煤矿从业
人员进行“一规程三细则”集中考试。

自“学法规、抓落实、强管理”活动
开展以来，各煤矿企业高度重视，积极
组织从业人员分级、分类、分专业进行
学习培训。为检验学习培训效果，确
保“真学、真查、真改”，江苏煤监局将
对徐矿集团、中煤大屯煤电公司、中煤
五建公司所属煤矿的安全、生产、通
风、机电、运输、地测防治水等专业副
处级以上人员及各煤矿安全、生产、通
风、机电、运输、地测防治水等专业副
总工程师以上人员、参与值班带班矿
级领导进行集中考试。

此次考试范围涵盖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安全生产
的相关法律法规、《煤矿安全规程》
《防治煤与瓦斯突出细则》《煤矿防治
水细则》《防治煤矿冲击地压细则》等
内容。各集团公司负责组织除参加省
局考试以外的其他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工程技术人员、隐患责任人员集中
考试的组织工作，各煤矿负责其他从
业人员考试的组织工作。考试结束
后，考试成绩将在《江苏煤矿安全》专
刊公布。

本报讯（记者 李本领）
连日来，徐矿集团认真落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
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
体系为载体，不断健全安
全管理体系，强化重点管
控，持续深化专项整治，提
升本质安全水平，确保从
业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健全安全管理体系。
9月4日，徐矿集团召开党
委中心组安全生产专题学
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
要论述，全面落实国务院
安委会、省委省政府近期
安全生产部署要求，抓住
安全意识、安全责任和安
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三个核
心环节，健全“意识+责任+
标准化”的安全管理体系，
切实推动安全生产标准
化、各级责任和个体安全
意识在现场有效落实。

不断强化重点管控。
徐矿集团结合自身实际，
细致研判分析，不断强化
管控，筑牢安全防线。组
织人员分两期参加了江苏
煤监局举办的安全生产标
准化新标准管理体系培
训，安排相关部门协助基
层单位补充完善资料，加

快推进“新标准”达标创建工作。召开
服务外包矿井问题整改座谈会，确保煤
矿服务外包安全合规生产。持续开展
雨季“三防”工作，严格要求各单位落实
雨季“三防”措施，执行24小时值班制
度，确保安全度汛。

持续深化专项整治。徐矿集团坚
持把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作为做好全年
安全工作的主线，科学部署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行动，确保措施有针对性、行
动有实效。各单位采取抓实日常安全
教育、组织安全生产专题宣讲、“增强
安全意识、提高安全素质”知识竞赛等
方式，营造了浓厚学习氛围。严格按
照《徐矿集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重点事项清单”实施意见》要求，开展
领导干部安全履职专项整治督查，督
导各单位对照要求健全完善各级安全
生产责任制和管理制度，确保各级责
任落实到位。各单位深刻吸取近期全
国发生的典型事故教训，针对性开展
了粉尘防治、供电安全管理、不规范行
为整治等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夯
实安全生产基础。

中秋、国庆两节临近，中煤大屯煤电公司徐庄矿不断加大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力度，坚持把风险排查挺在隐患前面，把隐患治理挺在事故前面，对井下所有电器设
备进行全面排查，确保电器设备安全运行。图为维修人员在对井下电器设备精心“会
诊”，根除“病灶”。 通讯员 靳西平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王怀乐 黄腾）在
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中，
中煤大屯煤电公司以更浓氛围、更实
举措，确保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扎实有
序高效推进，切实提升企业安全保障
能力。

学习氛围浓。“各位工友，下面我
为大家进行安全宣讲，希望大家能够
在工作中按章作业，注意安全……”这
是该公司基层宣讲员进行安全宣讲的
一个场景。宣讲员围绕安全发展理
念、安全生产理念、安全法治理念具体
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该公司将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重要论述作为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利
用电视、网络、井口大屏、微信公众号、

安全宣讲等平台，层层组织观看电视
专题片，分层次组织开展专题学习研
讨活动，开展经常性、系统性宣传和主
题宣讲活动，做到学习教育全覆盖，增
强全员安全思想意识。

隐患整治实。“检查人员一定要严
格按照标准，进行拉网式排查，坚决做
到不留安全死角。”在该公司安全质量
标准化检查部署会上，安全监察部门
对检查提出了硬性要求。该公司持续
加大安全隐患排查，组织人员开展专
项突击检查，不定时间、不定班次，动
态检查安全生产情况，严厉打击各类

“三违”行为，重点对矿井单位的一通
三防、防治水、断层施工等进行大检
查，对查出的安全隐患定标准、定时

间、定人员、定措施限期整改，做到发
现一起、通报一起、考核一起，严处理、
快处理，形成安全监管高压态势。

现场管理严。该公司盯住现场
管控重点，狠抓检查质量、现场管理、

“三违”治理、安全活动、考核追责，重
点整治安全检查走过场、不彻底，现
场管理有漏洞、有脱节，“三违”行为
易发、多发，安全活动走形式、效果
差，考核追责讲人情、不严肃等问题，
全面落实全过程安全从严管理，有效
防范零打碎敲事故。深入开展规范
职工行为集中整治活动，对职工作业
行为进行跟踪监督，帮助职工养成安
全作业习惯，确保矿井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稳定。

本报讯（通讯员 胡桂花）为
进一步落实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深入推进“三年行动”，中煤五
建公司多举措推动党管安全责任
落实落地，切实推进煤矿企业安
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

优化完善党管安全责任体
系，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凝聚、
组织保障、监督落实作用，健全

“公司、处、项目部”三级工作机制
与“专业化+区域化”管理机制，构
建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工作格局。
稳步推进“三年行动”，通过调整
磨合、总结提升和巩固深化，打造
具有企业特色的“样板工程”。强
化政治引领、贯彻落实。坚持党

委把关定向，突出宣传思想教育，
积极践行安全发展理念，确保安
全生产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突出组织保障作用。抓好安全管
理干部选拔、培养，健全安全监管
机构，加大技术人才培养力度，为
企业安全生产提供人才支撑和组
织保障。加强执行监督、作风监
督。加大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整
治力度，狠抓执行力建设督查，支
持和保障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大胆
履职，确保安全工作有序推进。
强化班组建设，推行“党代表先进
班组”安全包保工作机制，筑牢安
全协管“二道防线”，加强青年安
全生产示范岗建设，助力企业安
全发展。

健全完善管理体系 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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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煤大屯煤电公司
系统推进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中煤五建公司
党管安全责任落地落细

天山矿业公司“五个强化”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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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是矿井高质量发展
的基础，是必须坚守的红线和底
线。纵观近年来各类生产安全事
故，安全意识淡薄、细节管控不
力、责任心缺失是重要原因。在
日常的安全生产管理中，必须强
化红线意识、细节管控、责任落
实，进一步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安
全根基。

夯实安全根基必须强化红线
意识，筑牢思想基础。意识决定
行为，心态决定状态。确保安全
生产的关键在于有坚定的安全意
识和责任意识。不能只把“生命
至上、安全第一”停在口头上、挂
在墙壁上,要进一步强化抓安全、
守安全、保安全的意识，以如履薄
冰、如临深渊的心态对待安全，以
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的态度组织
生产，以主动作为、履职尽责的担
当落实责任，全力打好安全生产

保卫战。
夯实安全根基必须强化风险

防控，抓实严细管理。千里之堤，
溃于蚁穴，任何一点疏漏都有可
能导致事故发生，任何侥幸麻痹、
投机取巧的想法都注定要付出代
价。在实际工作中，广大职工要
时刻警醒自己，克服麻痹大意、心
存侥幸的不良思想，增强“先谋一
步，深思一层”的防范意识，把风
险辨识和隐患治理作为安全管理
的重中之重。

夯实安全根基必须强化责任
担当，做到真抓实干。“一分部署，
九分落实。”再严的制度不执行也
是形同虚设，再好的安全措施不
落实也是纸上谈兵。因此，要牢
固树立安全生产“万无一失”的责
任意识和“一失万无”的忧患意
识，对待安全工作敢于吃苦、敢于
碰硬、敢于较真，用“跑断腿、磨破
嘴”的工作毅力来保证隐患排查
整治及复检、复查到位，消除安全
隐患，筑牢安全堤坝。

“实”字当头筑牢安全根基
梁晓彤

国家煤监局部署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三年行动时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