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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兰矿：
近 日 ，屯 兰 矿 北 三 新

候车硐室建设工程，正式
完工投入使用。

此次建设工程历时 60
天，自接到建设任务以来，
该矿运输一队按照“抓质
量、促工期、控成本、保安
全”的总体要求，与相关单
位一起积极推进，确保各
项工程按时间节点保质保
量完成。

新候车硐室建设完工
后，北三方向人员候车设施
不足的情况得到了彻底改
善，人员候车有了宽敞明亮
的环境，得到了广大干部职
工的广泛好评。 ●李冬平

为进一步规范标准化班前会流程，提高班前会
召开质量，提升基层队组精益化安全管理水平，从 8
月 10 日起，由西铭矿安全监察部组成评审小组，对
二室四区一部所属的井下生产、辅助队组标准化班
前会进行评比。

评比期间各评审小组采取“一队一表”的形式参
加队组班前会，并根据各队组班前会开展全程情况
进行现场评分（早、二、夜班任意一个班次），对日常
进行抽查评分，最终将现场评分（40%）和抽查评分

（60%）的平均分作为各队组得分，班前会结束后对
当班评分情况进行现场公示。评比结果将按比例折
合后纳入当月基层建设、基本功建设考核，其中基层
建设占 5%、基本功建设占 20%。

该矿还组成领导组，对各队组标准化班前会开
展情况进行督导评审检查。

●鲁晓威

8 月 9 日至 10 日，国家矿山安
全监察局山西局执法一处到南岭煤
业督导安全生产工作。

检查组对地面基础资料、采掘
衔接、雨季巡查和相关制度等资料
进行了详细查看。随后前往井下
5214 采煤工作面、5207 掘进进风顺
槽查看安全生产情况。

通报会上，检查组分专业通报
了检查情况，并提出整改意见和建
议。检查组要求，一要坚决提高政
治站位，认清当前严峻形势。二要

加强顶板管理，认真汲取近期安全
事故案例教训。三要以“三探结合”
展开防治水工作。四要强化职工安
全宣教，提高职工安全意识和安全
素养。

●王谦 张瑜沛
又讯 8 月 10 日至 11 日，国家矿

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一处
到马兰矿进行安全督查。

督查组在听取了马兰矿基本情
况汇报后分组深入现场，重点对风
险辨识、防治水等专业进行检查，同

时对井下 18508 工作面和胶轮车巷
道进行现场抽检，并查阅了相关资
料。

督查组要求，要提高安全认识，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限时整改扎
实推进，真正起到智能化标杆矿井
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马兰矿表示，将采取针对性措
施，对查出的问题认真整改，认真落
实督查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举一
反三，做好细节管理，确保矿井长治
久安。 ●张鹏 范梦梦

西铭矿

开展标准化班前会评比活动

官地矿

突查“薄弱时段”消灭“薄弱环节”
8 月 13 日夜间、14 日中午，官地矿针对“薄弱时

间”干部职工的履职情况，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进
行突击督查。

督查组深入基层单位，检查各级干部值班在岗
情况，详细了解当班情况、值班人员配备等。督查人
员认真查看值班记录，详细询问人员值守和重点人
员排查管控等情况，同时针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提
出整改要求。

督查行动进一步强化了值班制度，增强了干部
职工履职尽责、恪尽职守意识，为企业安全生产夯实
基础。 ●李宏鑫 张军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督导西山煤电安全生产工作

北三新候车硐室建成亮相

（上接 1版）2023 年—2024 年，高质发展。三年并作
两年走，全面赶上、迎头赶上，大踏步超越时代步伐，
闯出一条创新发展新路子，成为行业发展的“并跑
者”；通过“赶”，推动新模式、新技术、新管理创新集
成，全面跨过全国先进水平这个“发展线”。2025 年
—2026 年，行业领军。再用两年时间完成第三个

“三步走”，快速超越、强力超越，跨入世界一流企业
行列，成为行业发展的“领跑者”；通过“超”，独树一
帜、自成标杆，成为国际炼焦煤市场的领军级企业。

为全力加速建设世界一流炼焦煤企业，结合优
化提速后的“三个三年三步走”战略规划，山西焦煤
党委在会上要求集团公司上下务必按下“快进键”，
跑出“加速度”，在党建统领、安全环保、经营管理、产
业升级、改革变革、人本发展 6 个方面协同发力，争
做高质量发展的示范样板企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王西勇

（上接 1版）工作就干不好，目标就
实现不了。“一把手”是关键，干部作
风是保障，现场管理是基础。要重
视干部的态度问题、作风问题和素
质问题，通过反思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通过反思提升态度、转变作风、
提升素质。

王晓东要求牢固树立“新焦煤
一盘棋”思想，落实战略部署，把握
发展节奏，做好精益化、数字化、智
能化“三化牵引”工作，达到堵塞漏
洞、降本增效、本质安全目的；要全
面推进“新焦煤大监督体系”落地见
效，做好巡视巡察后半篇文章，为企
业发展保驾护航。

王晓东提出，为了做好后几个
月的工作，公司分管领导、副总、专
家及各单位、各部门要做好系统梳
理、系统会诊，要认识到事故的问题
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务必做到“三
管三必管”，即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必须管
安全，稳稳地做好后五个月的安全
工作，为 2023年各项工作打好基础。

谈到煤炭保供与安全生产的关
系，王晓东指出，保安全就等于保供
应，保供应是政治任务，保安全更是
政治任务。务必要把握一个“稳”
字，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抓好安全
生产，做好煤炭保供，以优异成绩向
党的二十大献礼。

贾宝军提出，贯彻落实山西焦
煤“7·29”工作会精神要把握“加速、
优化、示范”三个关键词。“加速”就
是全面加速建设世界一流炼焦煤企
业；“优化”就是确保“三年并作两年

走、9 年目标 7 年完”；“示范”就是聚
焦“建设世界一流炼焦煤企业”奋斗
目标，在党建统领、安全环保、经营
管理、产业升级、改革变革、人本发
展 6 个方面争做示范样板，做到坚
定建设世界一流的信心、准确把握
战略调整的关键、走在打造示范样
板的前列，在加速建设世界一流企
业中打头阵、作表率。 贾宝军就下
半年党建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
加速强化党建统领。做好迎接、学
习、贯彻“二十大”系列工作，与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山西省下半
年经济工作会精神，山西焦煤“7·
29”工作会、警示教育会结合起来，
及时跟进学、融会贯通学、一体落实
学。要坚持“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
明导向，大力选树“四强”标杆党支
部；二是加速推进深度融合。深耕
细作“三融三化三联三创”党建工作
模式，大力创建“党建+”特色品牌
矩阵，以党建统领来解决人员思想、
素质、作风等问题；严格落实《党建
统领双联动双激励双结合考核办
法》，以安全生产、改革发展的成果
来检验党组织的战斗力；三是加速
构建“大安全”环境，落实“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总要
求，加大安全宣教力度，管好媒体平
台阵地，加强网络舆情工作，层层落
实信访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
责任感全力做好二十大期间的安全
稳定工作。

连晓阳回顾总结上半年安全工
作，并就如何做好后五个月安全工

作提出：一要严格落实安全责任，
坚决形成齐抓共管的安全合力。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
深刻认识到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
把安全第一真正地落实到位；严格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力出一孔，
齐心协力，把安全工作抓实、抓细、
抓出成效；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
严格落实本业务、本行业安全管理
责任，要对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结果
负责，确保各项事务无缝对接；严格
落实“党政工团、齐抓共管”责任;
严格落实变化期的安全责任。 二
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坚决消灭各
类事故。要强化大系统管理，查大
系统、控大风险、除大隐患、防大事
故；强化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要实
行专业负责制，哪个部门分管哪个
部门具体负责；强化行为治理，抓好
干部跟班、带班，干部用过程管理保
障现场安全，严抓“三违”往实里做、
往深里做；强化“双预控”工作，确保
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措施落实到位；
强化培训工作，开展针对性培训，加
强班前会管理。三要强化安全重点
工作，坚决提升安全管理整体水平。
要严格执行“15 条特殊时期安全管
理措施”，重温内容，切实履责；从严
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大提升
行动；从严开展安全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治本攻坚；加强“雨季三防”工
作；严肃追责问责，坚决实现后五个
月的安全生产，为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 开 营 造 安 全 稳 定 的 环 境 。

●曹建元 刘竞

由金城第二工程公司承建的官地选煤厂浮精快
开压滤机改造工程于 8 月 9 日顺利通过建设单位组
织的竣工验收。

据了解，官地选煤厂浮精快开压滤机改造工程，
主要包括拆除一台净重 93 吨的旧式加压过滤机、一
台旧式圆盘给料机，拆除相应设备基础、管线并封堵
洞口，重新安装快开压滤机一台、刮板机一台、螺杆
风机两台、储气罐一个及相应的基础、钢平台等配套
设施。

新型穿流压滤机投入使用后能将煤泥含水量从
25% 降低至 20% 左右，有效提高燃料利用率，降低生
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施工期间，第二工程公司克
服安装空间受限、施工现场环境复杂等困难，科学组
织施工，抢抓进度、加强管理，在确保安全、确保质量
的前提下，如期完成了工程建设任务。

●孙志鑫

金城第二工程公司

承建改造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西山煤电召开贯彻落实“7·29”工作会、中央八项规定警示教育会精神暨下半年工作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