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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二是加快智能矿山建设，根据地质条件、
装备水平，制定时间表、路线图，确保智能化工作面加
快建设；三是强化组织，加强领导。牵头部门和相关
企业要协同作战，要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不断完善、
不断提高，确保全年任务完成；四是加强顶层设计，完
善制度措施，保证资金到位，加强专业技术人才培养
和技术攻关，积极推进智能化煤矿建设。

车建华希望山西焦煤、西山煤电及马兰矿对标对
表世界一流，在智能化矿山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做全
国的排头兵，率先高标准完成今年智能化工作面建设
任务；马兰矿要把建设智能化矿井前后做一对比，在
安全、效益上体现出效果来，为全省智能化综采工作
面建设提供宝贵经验；对 18502 智能化工作面要进一
步完善、提高，再上一个新台阶。

马步才、于建军在座谈中分别汇报了山西焦煤和
西山煤电智能化煤矿建设情况，表示将按照省委省政
府要求，充分利用信息化、智能化平台，加大技术创
新，注重人才培养，完善工作机制，提升井下装备水
平，加快智能化综采工作面建设，保证完成省委省政
府部署的任务。 ●曹建元 李 哲

太原煤监分局煤矿安全生产暨党建工作交流座谈会在西曲矿召开
3 月 24 日，山西省煤矿安全监

察局太原监察分局煤矿安全生产暨
党建工作交流座谈会在西曲矿召
开。山西省煤矿安全监察局太原监
察分局局长朱正亮、副局长刘继强，
西山煤电副总经理连晓阳出席。

座谈会上，西曲矿、东曲矿分
别介绍了如何搞好煤矿安全生产
工作、党建工作如何围绕中心深度
融入发挥作用的工作经验；其他参
会单位各自汇报了抓安全生产、促
党建融合的做法和措施。

刘继强解读了“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的由来和内容，强调安全
工作必须警钟长鸣、防范于未然，
要时时防范“万一”，坚决杜绝安全
事故的“万一”，把隐患问题消灭在
萌芽状态。

朱正亮对搞好安全工作提出
三点要求：一要对煤矿安全形势有
更加清醒的认识，不断增强干部职
工搞好安全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二要高度重视隐蔽致灾因素，
采取科学措施，确保安全生产；三
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履职担当尽
责，树牢隐患可防可控的理念，层

层传递压力，抓住关键环节和关键
人员，实现本质安全。

连晓阳感谢太原煤监分局对
企业工作的指导，要求各单位认真
落 实 会 议 精 神 ，严 格 落 实 一 岗 双
责，不断完善安全工作机制；要密
切配合上级工作，在改革改制特殊
时期，要稳人心、鼓士气，稳队伍、
促和谐，切实抓好现场管理，认真
抓好工作落实；要贯彻杜邦安全理
念，修订完善相关安全管理制度，
深入开展法治教育，促使矿井依法
依规组织生产。 ●董建军

太原市应急局对官地矿进行安全大检查
3 月 24 日，太原市应急管理局检查组深入官地矿

进行安全大检查。
检查人员深入井下 23511、29411、29409、36406 工

作面进行实地检查。检查内容包括煤矿机构和人员
情况、管理制度和责任落实情况、安全生产投入情况、
近期安全工作部署情况等。升井后，检查人员查阅相
关资料，并对照综合水文地质柱状图、通风系统图详
细了解各项工作开展情况。

此次检查按照“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的要求，
任务分工对表检查，规范下达执法文书，并将检查发
现的问题和隐患分专业进行梳理，深入分析问题存在
根原，针对性提出合理化整改措施。 ●阎慧荣

屯兰矿防突科

人人上讲台 培训再发力
3 月 16 日，屯兰矿防突科利用周二例会开展了“人

人上讲台”活动，先由班组长开始讲课，逐渐拓展到普
通职工。活动旨在促使所有职工用心准备、用心学，倒
逼职工主动学习、提升素质。

据悉，“人人上讲台”活动讲课内容由授课人自己
选定，可以是防突理论知识，也可以是实际操作技能，
总之是会什么、讲什么，熟悉什么、讲什么，讲完课后，
授课人还要当场接受职工对所讲内容的提问，要求做
到有问必有答。据悉，对于讲得好的职工，防突科还将
给予一定奖励。 ●吕振绘

西曲矿安装一队

聚焦降本增效 助力矿井发展
近日，西曲矿安装一队围绕降本增效，提出通过

修旧利废、成本管控、优化设计等方式开展工作，并制
定针对性措施，严谨细致抓落实。

修旧利废降成本。严格制定每一班的材料使用计
划，做到能修则修，能用则用。在材料利用方面，安设废
旧物资回收箱，将螺丝、旧配件、零件定向回收到回收箱
内，以便下次复用；制作加工井下配件时，优先考虑回收
的垫板、风水管、电缆钩等旧料，按照工艺要求、质量标
准翻新加工，制造出合格的产品，减少新材料使用量。

强化管理拓空间。在各个生产环节推行成本定额
管理，每月下达指标，月月进行考核，动态掌握材料消耗
情况，杜绝资源浪费；并且将材料费用分解到班组、个
人，使每个班组、每道工序、每个岗位、每名职工都担起
节支降耗、降低成本任务，最大限度实现降本增效。

优化设计增效益。制定激励考核政策等措施，有
效降低生产成本、降低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积
极引导职工围绕降本增效、提高工效等难点和重点问
题进行技术攻关，进一步解决了制约生产效率的瓶颈
问题，还带来了实在的经济效益。 ●田志伟

有了盾构机，矿工有奔头
——西山建筑矿建二公司开拓三队访谈

“老李，你那里还要人不？”
2020 年 11 月以后，西山建筑

矿建二公司开拓三队支部书记李
贤武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

开拓是井下一线工作，工作
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作业环境
差，为何开拓三队一下子变得让
人趋之若鹜了呢？

劳动强度降低了

“以往一个小班打眼放炮要
6 个人，加上瓦检员、安全员怎么
也得 9个人。”

李贤武告诉笔者，他们队用
上盾构机之后，颠覆了传统掘进
模式。用上盾构机，只要有司机、
副司机和班长，3 个人就能开工，
用人量随之锐减。以前“炮掘”
时，用耙斗机出渣，遇到大石块，
需要用大锤破碎。有了盾构机，
配合自动化定位系统、传感器、故
障识别等技术，操作人员在控制
室内就能完成操作，把工人从恶
劣的生产环境中解放出来，掘进
效率比炮掘提高了 3～6 倍，可使
马兰矿西翼下组煤采区开采系统
形成提前 2.8年。

盾 构 机 施 工 巷 道 为 圆 形 断
面，成型优，围岩扰动小，消除了
炮掘破坏巷道支护的弊端，施工
质量有了质的飞跃。开拓三队支
护工王明说：“以往采用炮掘方
式，一炮过后，满脸是灰，况且放

炮还破坏岩体，产生有毒有害气
体。用上盾构机后，这套机器通
过自带的喷雾装置喷雾降尘，巷
道在施工过程中干净而清洁；以
前放炮后是空顶支护，现在盾构
机上有前探梁和护盾，不会再掉
石伤人了。”

夜班取消了

说起煤矿，一直是一天三班
倒、24小时连轴转，矿工常常没有
休息日，有时还要放弃节假日和
带薪休假时间，特别是上夜班不
是个好买卖。开拓三队支护工王
帅说：“白天休息不好，后半夜容
易迷糊，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出事
故。三班倒，生物钟总是乱的。”

上了盾构机以后怎么样，王
帅说：“2020 年底马兰矿取消夜
班生产，生活规律了，能休息好
了，上班精神了，干活有劲了，也
有时间陪家人了。”

上盾构机前，马兰矿单月进
尺为 40~50m；取消夜班后，月进
尺反倒不断攀升，在去年 10 月月
进尺 408 米，相当于一个月干了
过去一年干的活，创造了西山煤
电的掘进纪录；到了 12 月，月进
尺更是达到了 541 米，创全国大
倾角、大曲率半径、开拓全断面直
径 4.88 米盾构机月进尺全国第一
的好成绩，西山煤电劳动竞赛委
员会为使用盾构杨的开拓三队记

集体特等功一次。2021 年元旦，
西山煤电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健
专程前往马兰矿，将贺信送到开
拓三队表示祝贺。

钱袋鼓起来了

李贤武告诉笔者，开拓三队
全 队 62 人 ，来 自 河 北 、山 东 、河
南、等地人员高达 80%，很多人平
时工作，过年回老家。今年疫情
波动，春节临近，马兰矿为做好疫
情防控，鼓励员工留矿过年，保障
生产。留矿过年有绩效奖和生活
补贴，每人发放 4000 元作为保勤
奖。过年期间，给职工及家属提
供高标准的免费餐，还为职工家
属包了红包，让大家感到家的气
氛，享受家的温暖。

王帅告诉笔者：“现在干活没
以前累，还比以前挣得多。以往
一个月满班下来也就是六千左
右，现在轻松过万，2 月全勤，领
了大概一万五。”王帅说：“下井就
图工资高一些，以前工资不高的
时候，还多休息几天，现在舍不得
休息，月月满勤。”

很多人想来开拓三队，最重
要的就是工资大大增加了，最近
几个月人均达到一万四左右，今
年人均工资还要再上升 8%。

李贤武告诉笔者：“有了盾构
机，越干越有奔头了。”

●刘志彪 温 洁

检修保生产
3 月 15 日，奥隆建材公司

开 展 复 产 检 修 验 收 工 作（见
图），验收结果显示符合复产要
求，日前已全线复产。

此次集中性检修主要项目
包括：篦冷机更换主轴，生料立
磨、破碎机、辊压机堆焊，回转
窑更换耐火砖，窑尾、篦冷机浇
注料。检修期间，遭遇严寒天
气，检修人员不畏寒冷，克服因
天寒所造成的不利因素，坚持
完成各项检修任务。

●李 晋

奥隆建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