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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6 日，西曲矿安装区
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开展了安
全生产创新攻关活动。

活动中，大家认真学习了
《西曲矿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管理办法》《西曲矿青年安全生
产示范岗考核细则》，安装区青
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岗长、副岗
长分别为大家讲解了创新项目
的工作原理、创新点、经济效益
以及相关井下电气设备的操作
要领和知识。

活动的开展，使安装区青
年安全生产示范岗成员在实践
中得到锻炼、增长本领，强化了
安全生产意识，提高了安全生
产技能。 ●刘茂 陈蕾

为进一步强化职工安全教育，提高职工安全意
识，屯兰矿通风二队在认真抓好职工日常安全教育
的同时，将班前会安全提问延伸到生产一线工作当
中，努力提升工作能力和现场管理水平，确保矿井安
全生产。

跟班队干部在井下工作时，结合施工一线安全
生产情况和职工的工作实际，重点围绕工作中有哪
些注意事项、采取哪些预防措施及安全常识等内容
进行提问，对回答不正确的职工，进行现场纠正指
导，并分析答不出问题的深层原因，督促其尽快查缺
补漏。

据了解，该队将现场提问与职工日常工作考核
挂钩，促使全队职工利用下班时间查找学习资料、阅
读专业书籍，促进了职工的学习热情。 ●赵五州

立足岗位创新 助力安全生产

近日，机电厂经山西省环境保
护厅最终审核，被确定为“太原市重
点工业企业错时生产豁免单位”。

近年来，机电厂以绿色低碳循
环为主要原则，以生态文明建设为
基本抓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企
业可持续发展重要战略，走出一条
绿色化、生态化的发展之路。该厂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
论述，在全体员工中倡导“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要把生态环境保护
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
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生态环境”的理念，号召全体干

部职工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
动企业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大力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教育员工增强环境
保护意识，采取低碳、节俭的生活方
式，引导职工树立保护优先、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
的意识，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

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严格
落实分级减排措施和常态化错时生
产管理制度，在秋冬季重污染天气，
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预案，有
效减少污染物排放，保证减排措施
落实到位；积极落实错时生产或停
产的安排部署，细化生产方案，优化

生产任务，加强错时生产的监督检
查，自觉担负起错时生产的社会责
任和能源保供的政治责任。

加强 VOCs 污染治理，使用国
家标准的水性防护涂料替代传统防
护油漆，从源头减少 VOCs 污染气
体排放量；严格喷漆房气体处理系
统及在线监测设备运行管理，明确
运行和管理责任，定期监督检查与
维护，确保装置设施可靠运行，处理
后的气体排放全部达到国家标准；
生产材料全部采用环保节能材料，
对生产全过程监控记录，有效地实
现了环保“零事件”的工作目标。

●宋睿杰

西曲矿安装区:

斜沟煤矿

开展煤尘爆炸事故应急演练

9 月 2 日，山西焦煤西山煤电工
会召开季度讲评培训会，工会主席
田澍丰出席会议并讲话。

田澍丰提出：一是抓实宣传教
育，在团结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
上实现新突破。要把加强和改进
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首要任务，掀起
学习宣讲热潮，持续巩固煤炭产业
工人队伍思想基础，为加快新焦煤
建设凝聚强大思想合力；要丰富群
众文体生活，进一步建全建强建优
职 工 文 体 阵 地 ，让 文 化 惠 民 不 断
档，职工生活更多彩；要加强工会
系统党的建设，严格落实“四强”标
杆党支部建设要求，发挥好支部战
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
党建与工建融合发展。

二是抓好建功立业，在推动实
现企业年度目标任务上彰显新作
为。要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坚持融入中心、服务大局，
广泛深入开展职工建功立业、素质
提升、技能竞赛、技术创新活动，引
导职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付出辛
勤劳动，创造新业绩、取得新成效，
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突出
贡献。

三是抓牢服务项目，在提升职
工 生 活 品 质 工 作 上 见 到 新 成 效 。
要着眼广大职工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弘扬“以奋斗者为本、长
期艰苦奋斗”的企业核心价值观，
办好民生实事，做好困难帮扶，把
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项长期工

作、系统工程，对接职工所需，谋划
务实之策，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惠及广大职工群众。

四是抓好自身建设，在推动工
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上激发新动能。
要始终牢记“打铁还需自身硬”，不
断 加 强 工 会 自 身 建 设 ，深 入 推 进

“33461”工作部署向更深层次、更广
范围、更高水平迈进，在新起点上
开创工会工作新局面。

会 议 通 报 了 季 度 工 作 检 查 情
况、考核排名情况；开展工会业务
知识培训，特邀省总工会法工部部
长张平平授课。会前，与会人员观
摩了公司工会“四大体系”建设成
果。

●张衢 张金宇

官地选煤厂

全力做好能源保供工作
西山煤电工会召开季度讲评培训会

8月31日，斜沟煤矿开展煤尘爆炸事故应急演练。
此次演练模拟井下 18106 工作面回风侧端头小

范围煤尘爆炸，一人轻微擦伤。跟班队长第一时间
向矿调度汇报事故及应急处置情况，该矿调度值班
人员接警后给出系列指令，随即向矿值班领导、矿
长、总工程师汇报事故情况。经分析事故达到应急
响应标准，立即启动矿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相关矿领导、各专业副总工程师、相关科室负责人第
一时间成立应急救援指挥部，按照应急救援总指挥
指令，各分管领导快速响应，各尽其责，圆满完成了
本次事故应急演练。

演练结束后，应急救援领导组成员进行了总结、
评估，各参演单位就本次演练进行了总结，并对存在
的问题以及不足进行书面陈述，通过总结不断完善
矿井应急管理体系，全面提升矿井应对突发事故的
应急处置能力。 ●杨文政 李虎

屯兰矿通风二队

现场提问促安全

今年以来，官地选煤厂认真贯彻落实山西焦煤
和西山煤电能源保供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紧盯生
产组织、煤质管理、设备检修等关键环节，强化内部
管理，全面推进增产保供工作。

官地选煤厂按照月度、季度、年度生产计划，优
化生产布局、细化生产组织，强化过程管控，确保生
产连续稳定；加强生产效率考核，原煤小时上量保证
520-540 吨/小时；强化设备管理，合理组织计划性
检修，提高设备开机率，提升安全生产效率；加强高、
低硫煤种分储、分装、分运管理，为原煤入洗和配煤
创造良好条件；加强现场走动管理，领导干部每天 4
小时在现场，按照规定线路，分工跟班作业，负责全
过程协调、指挥生产和安全监管工作，保障能源保供
工作顺畅有序开展。 ●阎慧荣

（上接1版）有效处置瓦斯变化异常等问题。
要坚持抓早抓小抓预防提升现场管理水平，要

开展事故反思活动，各矿山企业要对照省内外典型
事故，举一反三、补齐短板、堵塞漏洞；要开展全面大
检修，严防设备长期超负荷、超寿命带病运行酿成事
故；要开展顶板专项检查，严防顶板事故发生；要开
展反“三违”行动，形成“不敢违”的氛围。要慎终如
始抓好秋汛安全防范工作，务必保持高度警惕，务必
做到及时撤人，务必消除隐患再复工，强化雨前、雨
后防范措施落实，极端天气后要认真排查风险隐患，
确认水患威胁消除后，才可安排工人下井作业。

集团公司共设 151 个视频分会场。各煤炭子公
司主要领导、分管安全生产副职、安全生产相关部门
负责人，基层矿井矿长、分管安全生产副职在各自视
频分会场收听收看。 ●张云鹏 侯晓燕 房超

机电厂被确定为“太原市重点工业企业错时生产豁免单位”

（上接 1版）运用多种有力措施，把
矛盾化解在基层，持续营造安全、有
序、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要瞄准省委书记林武提出的
“32 字”要求，坚决落实山西焦煤下
半年工作会精神，发扬时不我待的
精神，一天当作两天干，三步并作两
步走，在防疫情、稳生产、保安全三
件大事上提档加速、保质保量完成
各项工作任务，在党建统领、安全环
保、经营管理、产业升级、改革变革、
人本发展六个方面争做高质量发展

示范样板企业，扛起新使命，争当奋
斗者，跑出加速度。

三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重点抓好安全和环保
工作。在安全方面，要牢记“两个至
上”理念，强化“三个决不能过高估
计”认识，坚决执行山西焦煤 15 条
特殊时期安全管理措施；在环保方
面，要深刻吸取环保事件教训，加快
问题整改，持续发力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

四要强化作风建设，推动“新焦

煤大监督体系”工作落地落实。要
深刻吸取省委通报案例，坚决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把“新焦煤大监督体
系”融入企业治理和加速提档的全
过程，向监督要安全，向监督要发
展，向监督要效益；要把构建“新焦
煤大监督体系”作为党建统领的主
要抓手，以智能化、精益化、数字化

“三化”为牵引，实现堵塞漏洞、提质
增效、本质安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
展。 ●曹建元 刘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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