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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进行时防汛进行时

（上接1版）
三是统筹推进“回头看”取得

扎实成效。压实主体责任。各级
党组织把主体责任扛起来，党组织
书记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
成员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党建工
作部门牵头抓总，相关业务部门协
调配合，按照方案安排部署，扎实
抓 好 推 进 落 实 。 加 强 督 促 指 导 。
山西焦煤党委将对各单位各部门

“回头看”工作进行督促指导，及时
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力戒形
式主义、走过场，防止做表面文章，

确保该项工作取得实效。营造良
好氛围。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利用
宣 传 阵 地 ，积 极 宣 传 省 国 资 委 党
委、山西焦煤党委工作安排部署，
大力宣传本系统、本单位开展“回
头看”工作进展情况和取得成效，
推动“回头看”工作向纵深开展。

马步才就山西焦煤贯彻落实全
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
情况“回头看”任务作了安排，从对
标检视“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
领导情况、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的工作成效、破解难题补齐短板的

要求是否落实、建立和完善中国特
色现代企业制度情况、高素质专业
化企业领导人员队伍建设成效、加
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成效、全面从严
治党责任是否压紧压实”7个方面 26
项具体内容作了主要任务分解，明
确了责任分工和进度安排。

西山煤电集团领导李健、贾宝
军、白云鹏、田澍丰、于建军和总法
律顾问王晶莹、副总会计师陈浩以
及机关相关部门负责人在西山分
会场参加会议。

●王西勇 任一哲 张 衢

（上接1版）
五是全面“提质效”。要认真落实《山西焦煤“降本

增效、减员增效、提效增效”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和西山
煤电《“杜绝跑冒滴漏、全面提质增效、增加职工收入”专
项行动工作实施方案》，将党建工作与安全环保、廉政建
设、成本管控、职工收入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以党建引
领业务发展，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增加职工收入。

六是塑造“主文化”。要按照《建设新焦煤基本制
度纲要》》《山西焦煤企业文化建设管理办法》的要求，
按照“视觉先行、听觉跟进、感觉引深”的要求，扎实推
进焦煤文化落地，打造以山西焦煤企业文化为主要内
容的“主文化”。要树立“形象也是无形资产”的理念，
把西山好的企业文化植入吕梁公司、植入基层，抓好
文化导向、文化引领，按照公司党委年初要求在晋邦
德煤业创建“资源整合+集约高效”企业文化示范基
地；要抓好职工日常文化活动，多举办职工喜闻乐见
的活动；要做好地企共建、和谐稳定、疫情防控等工
作，以优异成绩完成公司下达的任务指标，发展企业、
奉献社会、造福员工、回报股东。

●郝婧晶 郝赛男

省科技重大项目在西曲矿启动
8 月 14 日，太原理工大学研究团队 16 名教授来到

西曲矿，就山西省科技重大项目《遗留难采煤炭资源
安全绿色高回收率开采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与西
曲矿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并就该
项目正式启动进行具体安排部署。

在充分了解西曲矿矿井概况、可采煤层情况、边
角煤储量情况、工作面具体情况后，太原理工大学研
究团队教授分专业针对相关资料和数据与矿井技术
人员进行了交流，并深入矿井一线工作面现场进行进
一步调研。

西曲矿表示，将全力以赴支持和协助太原理工大
学研究团队积极推进项目研究。同时希望研究团队

“把脉问诊”、现场论证、积极攻关，不断优化方案，促
进矿井安全生产和高效发展。

据 悉 ，《遗 留 难 采 煤 炭 资 源 安 全 绿 色 高 回 收 率
开采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是山西省科技厅 2021 年
下发的重大科技项目。项目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2023 年 6 月。该项目通过和太原理工大学研究团
队合作，主要针对西曲矿受小窑破坏、上覆资源蹬空
等遗留难采资源进行技术研究应用，提高资源回收
率。目前开展的项目有 3 个，分别为西曲矿南三上组
煤（港立村煤柱回收）盘区 12312 工作面；南五下组煤
盘区 18506 工作面和南三上组煤（港立村煤柱回收）
盘区 14307 工作面。

●柳瑞龙

西山煤电八座选煤厂通过省能源局
标准化管理规范一级选煤厂验收

近日，由山西省能源局煤炭专
家组成的标准化管理规范考核评定
组，分别对西山煤电前后山八大选
煤厂申报省煤炭洗选企业标准化规
范管理一级选煤厂进行现场评审。

每到一处，考核评定组都按照
《山西省能源局煤炭洗选企业标准
化管理规范考核评定办法》的标准
和要求，通过听取汇报、检查资料

和现场的方式，对各厂人员管理、
生产管理及经济技术指标、机电管
理、安全管理、环境保护、文明生
产、实施与监督七个方面的标准化
工作进行全面细致地检查。

考核评定组要求：要对照专家
组提出的问题和建议进行整改，做
到举一反三；要扎实做好标准化日
常管理和持续改进工作，巩固标准

化创建成果，严格做到“对标管理、
对标作业、动态达标”；要适应新形
势、新要求，加强智能化建设，以智
能化建设实现节能降耗，提升企业
管理水平，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据悉，经过专家组严格检查评
审，八座选煤厂全部通过山西省煤
炭洗选企业标准化管理规范一级
选煤厂评审验收。 ●新 文

开展施工现场防汛应急演练

为应对汛期突发事件，确保
施工人员人身和财产安全，提高
防汛抢险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近日，金城公司在西山煤电保障
房玉门小区一区一号楼施工现场
开展防汛应急演练（见图）。

演练模拟强降雨造成施工工
地水势猛涨，因基坑地势较低，极
有可能出现雨水倒灌。安全员紧
急将情况上报，项目经理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各应急小组迅速赶
赴现场，展开紧张有序的抢险。

安全保卫组疏散现场人员，对基
坑周边实行警戒，组织指挥交通；
后勤保障组将水泵、水带等应急
救援物资运到现场；抢险救援队
对坡道口进行沙袋封堵，专业电
工接通水泵；医疗救护组对伤者
进行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通讯
联络组及时汇报抢救情况，同时
联系“120”；医疗救护组用担架把
伤员抬到救护车上送往医院做进
一步治疗。30 分钟后，险情得到
初步控制，人员、物资全部转移。

旨在通过演练，进一步发现
防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完
善应急预案，改进抢险措施，为
保障建筑工地安全度汛打好坚
实基础。 ●赵俊平

汛期抓重点抓落实抓防范
在“七下八上”汛期关键时间

节点上，西曲矿选煤厂明确责任，
完善机制，制定应急方案，扎实开
展各项备汛防汛工作。

强化汛期风险意识。该厂早
部署，早安排，早落实，对厂 13 个
储煤筒仓、主厂房及浮选药剂库
等大型建筑进行防雷接地检测，
对电气高压设备进行预防性试
验，检测及试验结果全部合格。
投资 80 余万元，对主排洪涵清淤
270 米，厂办公楼、职工澡堂屋面
防水处理 1000 余平米。加强矸

石山及各平台坝体巡回检查，及
时清理堵塞杂物，在平台护坡播
撒草籽进行绿化，防止降雨导致
黄土流失、拉渠现象发生。

强化汛期各项应急制度。严
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制度以及汛
期每日“零汇报”制度。厂调度指
挥中心及时通报气象变化情况，赋
予值班领导、班组长、安全员、调度
员等紧急撤人的权力，厂各级领导
干部和防汛抢险队员全面进入备
战状态，24小时保持通讯畅通。

强化汛期各项应急保障。在

全厂开展警示教育活动，提升汛
期风险征兆识别、应急逃生和应
急抢险能力。对 102 名应急抢险
队员进行防汛应急预案培训和考
试，考试合格率 100%。模拟矸石
山泥石流事故现场处置，组织雨
季“三防”应急演练，做到应急预
案、队伍、物资装备和资金到位。
添加了充电手电筒 50 把，干粉灭
火器 20 具，急救担架、医药箱、固
定夹板等物资。做到“雷声就是
信号，雨点就是命令”，严阵以待，
确保安全渡汛。 ●周永胜

武柱生尽职担当
救援队特别感谢

日前，西山煤电集团收到来自山西赴郑州救援队
指挥部的感谢信，信中特别对西山综合服务中心机关
小车队司机武柱生提出表扬，感谢他在赴郑州抢险救
援中所作的贡献和付出的辛劳。

7 月 17 日以来，河南遭遇历史罕见持续强降雨，郑
州等城市发生严重内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此次抗洪抢险救灾中，
山西救援队共救援 39 个地点，累计排出污水 172.6 万
方，解救被困群众 42 人、被困车辆 981 台，圆满完成了
救援任务。

7 月 23 日，武柱生接到为山西赴郑州救援队指挥
部服务的任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退伍军人，武柱
生没有一丝犹豫，立刻做好出发准备。为了尽快赶往
郑州灾区，他连续开车 7 个多小时，安全抵达目的地。
在郑州的十多天里，武柱生每天载着指挥部同志奔波
在各个救援作业现场，任劳任怨，尽心尽力，展现了一
名共产党员的风采，彰显出一位退役军人的本色。

山西赴郑州救援队总指挥部指挥长范家续在接
受西山煤电新闻中心采访时说，武柱生是一个敬业的
人，是一个特别能吃苦的人，是一个任劳任怨的人，感
谢他为救援郑州所作的贡献。范家续还对西山煤电
为他们提供车辆保障致以真诚的谢意。

●新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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