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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规 抓落实 强管理 一规程三细则

煤矿安全规程

作为当前创新最密集、增长最活跃
的领域，5G和工业互联网的融合正在催
生前所未有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
式。“5G+智能矿山”已成为“5G+工业互
联网”最典型的应用场景之一，5G赋能
智能煤矿，将解决哪些问题？

支撑矿井转型
近百年来，矿山安全问题始终是全

球性的巨大挑战。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
彭齐鸣认为，“智能化将从根本上解决矿
山安全问题，是全球矿业发展的必由之
路。”

“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5G+工业互
联网项目超过800个，预计年底有望突
破1500个。5G+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
互促共进、叠加倍增的发展态势初步形
成。”

原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
所主任史炜认为，5G+智能矿山是新生
产力的标志。5G与以往4G通讯传输最
大的不同在于，海量带宽和低时延背后
对工业行为的解析，对智能矿山行为的
解析。

“实现矿卡无人驾驶，提高矿车作业
效率，减少现场人员数量，提升矿区生产
作业的安全性；建设井下的5G专网，实
现井下高清视频回传，瓦斯浓度、环境、
温度及机电设备的运行实时远程监控和
管理，助力企业自身提质提质降本增
效。”如今，工业互联网和5G正迎来前所
未有的创新活跃期、战略窗口期和关键
发展期。

简化采煤系统
“传统煤炭系统实在是太复杂了，而最

简化的系统智能化以后才是最可靠的。因
此，要将采煤系统进行简化，再和5G通信
技术对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矿业大
学（北京）何满潮指出，作为主体、战略性能
源，煤矿的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传统工法需要打巷道，由此带来很大
的安全问题，统计数据显示，91.25%的事
故发生在巷道里。此外，还造成生态破
坏。据不完全统计，121工法造成的全国
生态破坏面积已达2200万亩，并以每年
105亩的速度增加。

“因此，改变这种现状尤为迫切，需要
科学技术提供支持。”何满潮介绍，他所在
团队提出了解决思路，用110和N00工
法，自成巷、无煤柱，这样可以省去掘进系
统，只剩下采煤系统及其相关系统，系统
简化后，再实现通讯、智能化就方便了。

抢救资源和生命
据了解，采矿工法将不断优化。从

110工法到N00工法覆盖主要煤炭产区，
已影响产能约23.6亿吨，涉及63%的矿
区。

何满潮表示，“想得好，更要从脚下做
起。目前建立2G和3G N00工法工业化
实验基地，还将进一步推进，规划在
2021至2025年将5G N00工法落地，抢
救资源、抢救生命、生态保护。”

另外，工信部通信管理局副局长邵道
新表示，下一步工信部通信管理局将加快
5G+工业互联网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
强5G+工业互联网应用创新探索，完善
5G+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环境，深化5G+
工业互联网的开放合作交流。

来源：中国能源报

5G助力未来煤矿安全

近日，冀中能源股份
公司章村矿600多米的
深井下，随着集控室工作
人员的操控，一句“一部
皮带准备启动”的语音播
报后，3101回采工作面
上百台设备成逆煤溜依
次自动启车。在175米
长的回采工作面，割煤、
推溜、成组移架一气呵
成，乌金滚滚而出……

这是章村矿打造的
适应自身开采条件的自
动化工作面。它使该矿
成为河北省首个将自动
化开采技术和110工法
沿空留巷技术应用相结
合的矿井。

章村矿是河北省邢
台矿区开采历史最悠久
的矿井，开采历史近百
年。如何让老矿焕发青
春，实现可持续发展？章
村矿迈开自动化开采步
伐，积极探索实现机械化
换人、自动化减人。

2019年10月，章村
矿建成了冀中能源股份

公司第一个自动化回采工作面。投产
后，该矿第一个月回采，沿空留巷作业的
人均工效分别提升了58%、67%，实现
了取消夜班出煤。沿空留巷工作中的复
杂薄煤层工作面机械化沿空留巷系统研
究及应用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今年，章村矿快速完成了首个自动
化工作面的“搬家倒面”，并根据开采的
地质条件，开展了端头斜切进刀工艺的
研究及应用，进一步完善了集中控制系
统，提升了自动化水平。

除自动化回采工作面建设外，该矿
不断扩大自动化技术应用范围。

该矿聚焦掘进支护时间长、炮掘巷
道成型效果差、人工联网速度慢等难题，
开展了机械化快速高效掘进综合技术研
究与应用项目，使用了新型液压挖装机、
锚网连扣机，并探索研究出掘锚分体式
液压钻车，全力提升掘进效率；开展机电
监控中心建设工作，对皮带运输、泵房、
主通风等的监控信号进行集中管理与调
度。

目前，该矿正在加速筹备研究智能
拣矸项目，全面代替人工作业。

来源：中国煤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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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高源

在大漠天山，茫茫戈壁，徐矿集团
天山矿业公司井巷深处，有一个人每
天来回穿梭于采掘头面、大巷、硐室，
各种隐患难逃他的眼睛，工友们都称
他为“安全守护人”，他就是天山矿业
公司安瓦员崔勇。

“富脑袋保安全”
崔勇是一名矿工子弟，自小在煤

矿长大，每当看到煤矿发生事故，都
感觉特别痛心。

作为公司安瓦班长，他下定决心
要干就干好。坚持“安全第一”理念，
认真学习煤矿规程、法律法规，虚心
向老师傅学习现场操作技巧。他坚
持“严”字、“细”字当头，任何一项工
作都严格规范操作，时时关注和提醒
身边工友的安全。

10多年间，崔勇和身边工友从没
有发生过任何事故，自己也逐渐成长

为支护高级工和瓦斯员高级工，多次
被评为公司“六好职工”。

“安全关键点就是工作重点”
2016年，崔勇任职煤矿安监员，

他每天都认真排查现场安全隐患，所
有隐患排除后才允许施工。担任班
长后，他深感责任重大，每天都要带
领安瓦员们学习规程措施，直到他们
对上岗要求完全明白才分工上岗。

今年3月，1408、1410工作面拆
除安装，因疫情影响，外委单位不能
履行合同。面对无经验、无设备的现
状，公司决定挑战不可能，自行施
工。崔勇安排好其他安监员上岗后，
在现场紧盯了2个月，直到工作面拆
除安装完毕。

8月20日夜班，1410工作面过断
层，可能出现大矸石造成隐患。他在
检查上下隅角瓦斯正常、工作面无隐
患后，又到3000多米外的皮带机头
查看储煤小井。当他见到岗位司机
正在系保险带，准备到小井处理大矸
石，立即上前制止。随后，他与调度
室、跟班干部、班长联系，将储煤小井

装满煤，大家一起处理完大矸石，消
除了隐患才离开。

“做好安全就是给我的最好礼
物”

崔勇坚持在施工前反复叮嘱现
场施工人员，要规范操作。一旦发现

“三违”行为，他都毫不留情。
今年8月中旬，运输工区某班组

为不影响早、中班正常运输，夜班对
五煤轨道下滑板打点硐室安装推拉
门时，因安全防范施不齐全施工被
处理。有人找到崔勇说情，被他毫
不犹豫拒绝，并说：“我决不能因私
情而影响矿井安全。”

去年 10月，掘进单位下料工李
某，在运送皮带H架走勾时，保险绳
使用不规范，被崔勇发现，并按照

“三违”处理。李某来求情，希望他
多关照，崔勇语重心长地说：“安全
事关公司发展、个人和家庭幸福，你
做好安全就是给我的最好礼物。”多
年来，崔勇多次拒绝“三违”人员礼
品，2020 年被公司评为“安全卫
士”。

近日，黑龙江煤监局印
发了《煤矿安全风险信息提
示和发布制度的通知》（简称
《通知》），进一步实施精准监
察，遏制煤矿事故发生。

《通知》明确了安全风险
信息提示和发布的具体内
容。在煤矿事故信息方面，统
计分析以往全省煤矿事故，深
刻剖析不足。在煤矿安全隐
患信息方面，盯住煤矿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重大灾害治
理等8个方面，聚焦安全生产
不放心的重点地区和安全保
障程度低的重点煤矿企业安
全风险，定期或不定期对各类
煤矿生产建设中可能存在的
安全风险进行警示提示。在
监察执法信息方面，每季度对
监察计划完成、行政处罚等情
况进行总结，剖析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提出下阶段工作重点
和目标。

《通知》要求，对分析研
判过程中发现存在重大风险

的煤矿，要明确处置办法、内
容和方式，督促指导煤矿建
立防控方案；及时调整监察
计划，开展差异化精准执法，
对存在重大风险的煤矿进行
重点检查，发现煤矿对重大
风险未有效管控或者未整改
消除，将依法进行处罚，并督
促有关地方政府挂牌督办。

同时，黑龙江煤监局采
取“七查七看”方式强化制度
落实，即一查以往事故，看防
范措施是否到位；二查以往
监察结果，看风险排查是否
准确；三查风险评估报告，看
安全风险等级划定是否合
理；四查提示信息内容，看发
布内容是否及时准确；五查
机构人员，看岗位职责是否
落实；六查日常管理，看安全
防控提示和工作发布是否到
位；七查责任考核，看定期或
不定期发布安全风险信息是
否落实。

来源：中国煤炭网

近日，陕西省安委办印发
了《陕西省煤矿安全生产红线
清单和认定标准》，从煤矿生
产建设、承包转包、生产布局、
通风系统、灾害防治、淘汰设
备、民爆物品、安全培训、风险
辨识管控、现场安全管理等十
个方面划定了煤矿安全生产
红线清单，并细化了56条认
定标准。

省安委办要求，各产煤
市、县安委会、各类煤矿企业
要对照《陕西省煤矿安全生
产红线清单》规定，结合实
际，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和考
核问责机制，严肃查处触碰
红线的企业和人员。煤矿企
业主要负责人要对照红线清
单向日常监管部门和职工大
会作出坚守安全红线、严格
落实管控措施的安全承诺，
并在企业公开场所进行公
示，自觉接受监督，切实推动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
实。

各煤矿企业要以开展安
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为契
机，牢固树立红线不可逾越
理念，建立红线管控制度，落

实红线常态化管理措施，坚
决杜绝触碰红线行为；要认
真对照煤矿安全生产红线标
准，由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
亲自部署、全程参与，围绕煤
矿生产建设全过程中每个部
位、每个环节、每个岗位的安
全风险及隐患，深入开展自
查自改工作。

此外，各级煤矿安全监
管监察、煤炭行业管理、煤炭
资源管理部门要严格落实管
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
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
管安全规定，将煤矿企业落
实安全生产红线相关规定纳
入日常监管监察工作重要内
容，加大执法检查和惩处力
度，对触碰安全生产红线行
为的，要按重大隐患挂牌督
办，依法依规严肃查处，由事
见人追责问责；对触碰安全
生产红线的煤矿企业，要责
令立即停产整顿，按照事故
调查处理程序对企业和企业
主要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员
惩处问责，纳入安全生产“黑
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来源：中国能源报

第六章 防灭火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百四六条 煤矿必须制

定井上、下防火措施。煤矿的所
有地面建(构)筑物、煤堆、矸石
山、木料场等处的防火措施和制
度，必须遵守国家有关防火的规
定。

第二百四十七条 木料场、矸
石山等堆放场距离进风井口不得
小于80m。木料场距离矸石山
不得小于50m。不得将矸石山
设在进风井的主导风向上风侧、
表土层10m以浅有煤层的地面
上和漏风采空区上方的塌陷范围
内。

第二百四十八条 新建矿井
的永久井架和井口房、以井口为
中心的联合建筑，必须用不燃性
材料建筑。对现有生产矿井用可
燃性材料建筑的井架和井口房，
必须制定防火措施。

第二百四十九条 矿井必须
设地面消防水池和井下消防管路
系统。井下消防管路系统应当敷
设到采掘工作面，每隔100m设
置支管和阀门，但在带式输送机
巷道中应当每隔50m设置支管
和阀门。地面的消防水池必须经
常保持不少于200m３的水量。

消防用水同生产、生活用水
共用同一水池时，应当有确保消
防用水的措施。

开采下部水平的矿井，除地
面消防水池外，可以利用上部水
平或者生产水平的水仓作为消防
水池。

第二百五十条 进风井口应
当装设防火铁门，防火铁门必须
严密并易于关闭，打开时不妨碍
提升、运输和人员通行，并定期维
修；如果不设防火铁门，必须有防
止烟火进入矿井的安全措施。

第二百五十一条 井口房和
通风机房附近20m内，不得有烟
火或者用火炉取暖。通风机房位
于工业广场以外时，除开采有瓦
斯喷出的矿井和突出矿井外，可
用隔焰式火炉或者防爆式电热器
取暖。

暖风道和压入式通风的风硐
必须用不燃性材料砌筑，并至少
装设２道防火门。

第二百五十二条 井筒与各
水平的连接处及井底车场，主要
绞车道与主要运输巷、回风巷的
连接处，井下机电设备硐室，主要
巷道内带式输送机机头前后两端
各20m范围内，都必须用不燃性
材料支护。

在井下和井口房，严禁采用
可燃性材料搭设临时操作间、休
息间。

第二百五十三条 井下严禁
使用灯泡取暖和使用电炉。

第二百五十四条 井下和井

口房内不得进行电焊、气焊和喷
灯焊接等作业。如果必须在井下
主要硐室、主要进风井巷和井口
房内进行电焊、气焊和喷灯焊接
等工作，每次必须制定安全措施，
由矿长批准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指定专人在场检查和监
督。

(二)电焊、气焊和喷灯焊接
等工作地点的前后两端各10m
的井巷范围内，应当是不燃性材
料支护，并有供水管路，有专人负
责喷水，焊接前应当清理或者隔
离焊碴飞溅区域内的可燃物。

上述工作地点应当至少备有
2个灭火器。

(三)在井口房、井筒和倾斜
巷道内进行电焊、气焊和喷灯焊
接等工作时，必须在工作地点的
下方用不燃性材料设施接受火
星。

(四)电焊、气焊和喷灯焊接
等工作地点的风流中，甲烷浓度
不得超过05％，只有在检查证明
作业地点附近20m范围内巷道
顶部和支护背板后无瓦斯积存
时，方可进行作业。

(五)电焊、气焊和喷灯焊接
等作业完毕后，作业地点应当再
次用水喷洒，并有专人在作业地
点检查 1h，发现异常，立即处
理。

（未完待续）

安全“守护人”
——记徐矿集团天山矿业公司安瓦员崔勇

近日，四川省应急管理
厅为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
产基础建设，推进四川全省
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
提升煤矿安全保障能力，日
前，该厅印发《四川省煤矿安
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考核
定级实施细则（试行）》（以下
简称《细则》），对四川省所有
合法的生产煤矿安全生产标
准化管理体系等级实行分级
考核定级。

根据《细则》，煤矿安全
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等级分
为一级、二级、三级 3 个等
次，所应达到标准分别为煤
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
考核加权得分及各部分得分
均不低于 90 分、80 分、70

分，且不存在规定的相关情
形。考核内容包括安全生产
责任制及安全管理制度、安
全风险分级管控、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等。

“在国家煤监局制定的
评分办法基础上，我们新增
了10项否决条件。”四川省
应急管理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
系达一级、二级、三级矿井，
除规定条件外，同时不得存
在井工煤矿井下单班作业人
数超过有关限员规定、被列
入安全生产“黑名单”或在安
全生产联合惩戒期内、井下
违规使用劳务派遣工等10
类情形。

来源：四川新闻网

陕西
划定煤矿安全生产红线清单

黑龙江
完善煤矿安全风险提示发布机制

四川
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
体系实行分级考核定级

● 闫雪峰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NH208车辆
的行驶证、车牌丢失，声明作废。
● 程丽伟因不慎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
本丢失，证号：徐320311501817，声明作废。
● 更正：2019年2月15日刊登的徐州淮保
安防用品有限公司的注销公告中“股东会于
2019年 2月 14日决议”更改为“股东会于
2019年1月28日决议”。特此声明。
● 高波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M510T车辆的
机动车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 王亮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XE709车辆的
机动车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 项庆水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KL697车辆
的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320306514333，声
明作废。
● 徐州华百煤矿机械加工厂因不慎将车号
为苏C51520(黄牌)车辆的车牌丢失，声明作
废。

丢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