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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一百天决战一百天 安全无事故安全无事故

为切实保证国庆期间，公司
重点单位、部位消防安全，提高灭
火救援成功率，消防大队成立专
项检查组，对公司前后山地区及
晋兴公司等 33 家重点单位 75 个
消防重点部位的消防安全情况和
化学危险品储存情况进行了全面
检查，共查出隐患 60余条。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检
查组要求各单位按照规定立即整
改，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消除火灾
隐患。要加强节日期间消防巡视
检查力度，切实做好消防安全工
作，确保消防安全万无一失。

●张斌

节前安全大检查 共筑安全防火墙消防大队：
为进一步提升突发事件处置和应急救援水平，

加强部门之间协作能力，9 月 22 日，西曲选煤厂开展
2022 年防秋汛应急演练。

演练模拟因强降雨影响，主排洪涵水位上涨，部
分污水进入排洪涵，排洪水泵故障无法启动。该厂调
度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立即汇报总指挥（厂长），总
指挥决定启动应急预案，副总指挥、防汛办主任及应
急分队迅速按要求赶赴现场进行抢险。抢险组、清淤
组、清运组、排水组、接线组、治安警戒组、医护组、物
资保障供应组等各应急救援小组有序开展工作。

演练结束后，该厂对演练中存在的问题及应急
预 案 完 善 进 行 了 现 场 整 改 、点 评 ，达 到 了 演 练 目
的。 ●周永胜

杜儿坪矿

全面清查资产 提高配置使用

（上接 1版）机构健全、职责清晰、上下联动、相互协
调、全员参与的运行机制。要坚持建管结合，加强硬
件建设和日常维护，提高基地建设与管理水平。要充
分利用建成阵地互学互鉴，在实践中找缺点、在交流
中同进步，发挥示范窗口和辐射作用，进一步擦亮西
山名片，大幅提升山西焦煤的社会影响力。 ●张勋

9 月 23 日，山西焦煤西山煤电
召开安监处长例会暨“百日安全无
事故”活动动员会，副总经理连晓阳
出席会议并讲话。公司相关部室、
中心、各矿井单位有关人员参加。

连晓阳提出，要提高政治站位，
抓实抓细各项安全工作，以山西焦
煤安全大检查为契机，清醒认识问
题和不足，找到问题根源，彻底进行

整改；要结合矿井实际，制定针对性
措施，明确责任、对标对表、刚性考
核，确保安全检查工作取得实效。
要增强风险意识，全面梳理工作，紧
盯关键环节，强化管控措施，领导干
部要亲自抓、亲自管，一级带着一级
干、一级做给一级看，确保“水流到
头”。要把“百日安全无事故”活动
作为重要抓手，加大宣传力度，营造

浓厚氛围，引导职工主动参与，提高
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确保全年
安全“零”目标的实现。

会上，各单位汇报了国庆、党的
二十大期间、“百日安全无事故”活
动主要措施及山西焦煤安全生产大
检查隐患问题整改情况。安全管理
部、安全监督检查中心相关人员发
言。 ●张衢 刘竞

西山煤电召开安监处长例会暨“百日安全无事故”活动动员会

西曲选煤厂

开展防秋汛应急演练

（上接 1版）2002 年的时候，听说煤
矿招收农民合同工，卫旭生动了心思，想
去，亲戚朋友都轮番劝他，煤矿可危险
了。卫旭生正拿不定主意，村里一户养
羊的大哥跟人吹牛：“我这 100只羊，少了
说也能卖一万块钱。”那时，一万块钱可是
个大数目，卫旭生羡慕得不行。心想：到
煤矿咱也挣上一万块钱，要是真的危险，
实在干不了，咱就揣上一万块钱回来。

带着这个“小九九”，卫旭生到西曲
矿掘进三队当了农民合同工。那时，他
是新工人，又年轻有力气，工作面拉大铁
锹、抬溜槽、拖大链、打眼放炮，什么活儿
都干。为了早日挣到那心心念念的一万
块钱，他不管多累，也不论春夏秋冬，每
月都是全队出勤最多的。有时，连着上
七八个夜班，真的熬人嘞。特别是大冬
天上夜班，别人睡觉，自己却要离开温暖
的被窝，顶着凛冽的北风，到千米井下上
班，很多时候要和自己斗争，晚上 10 点
的闹钟响了，推后一分钟，再推后一分
钟，他在自己腿上狠狠捏一把，出发。

卫旭生在井下生产一线 20 年，有 19
个春节是在岗位上过的。唯一的一次在
老家过年，还是新工人时期，也只在家待

三天，除夕回去，初二来矿，初三上班。
他还记得，2021 年 8 月 8 日回老家看望
老父亲，住一晚，9 日来矿。往返上千公
里，只休息一个班。

2003 年端午节后第二天，卫旭生接
了个电话，在老家的妻子说，3 岁的小女
儿病了，高烧 39 度多，急的没办法。他
那时心里好烦，特别不想上班。可转念
一想，不上班又能怎么样？想到老家交
通不便，担心妻子一个人抱着孩子去七
八里外的镇医院，耽误孩子看病。他赶
紧给老家的朋友打电话，请朋友骑摩托
车送送。打完电话，他洗把脸平静一下
心情，又匆匆忙忙上班了。

“班里一个萝卜一个坑，咱不上班，班
长还得找人替，多麻烦。”卫旭生这样说。

“咱是干活儿的，干不好活儿对不住良心”

卫旭生踏实肯干，又喜欢鼓捣电器，
2004 年队里选他当了电钳工。那时年
轻，他上班跟着师傅学，回家抱着书本琢
磨 ，很 快 成 了 班 里 、队 里 的 技 术 骨 干 。
2008 年，他参加西山煤电技术比武，通
过理论考试、实操比武预赛、复赛、决赛，
获得电钳工第五名，被授予“优秀选手”

称号，由农民合同工转为长期合同工。
“老卫虽说是电工，但在班里什么活

儿都干。看皮带、清浮煤、抬设备，哪里
有活儿哪里就有他。”班里工友们说。

每天下井后，卫旭生首先对设备注
油、维护、巡检。设备正常运转时，他看
人手不够，就上手看皮带。皮带停了，他
又马不停蹄清浮煤、搬运锚杆、背板、金
属网等，一个班人没停过，汗也没停过。
时间长了，许多零活儿就成了卫旭生的

“本职工作”。其他人需要帮手时，自然
而然想到“老卫”。于是，工作面老卫、老
卫的喊声，不绝于耳。

队长也常对大伙儿说：“你们都要向
老卫学，为啥有活儿总找老卫干？他干
了才放心。”

今年 3 月份，金属网运到井下后，因
为运输过程中挤压变形而不能使用的金
属网堆了一大卷，等待以废品回收。卫
旭生看了可惜，在工作间隙，一个人蹲在
一边鼓捣，一连几天，整理修复金属网
200 多平方米，当时就用上了。大伙儿
说起这事，卫旭生还有些腼腆：“咱是干
活儿的，干不好活儿对不住良心。”
“咱是干活儿的，苦点累点不算啥”

“别看老卫一大把年纪，干起活儿来
不让年轻人。”

“我们老卫呀，还是个硬骨头嘞。”工
友们七嘴八舌说着老卫的事情。

那天是 2021 年 10 月 15 日二班。卫
旭生在搬运设备时，被撬棍磕了一下胸
部，感觉很疼，怕影响大伙儿干活儿，他
咬咬牙忍住了。下班以后，卫旭生跟队
长打个招呼，一个人到职工医院拍了胸
片，报告上说，未见异常。第二天到队
里，队长问检查的怎么样。他说，不要
紧。于是，照常上班，照常干很多活儿。
但胸部总是疼，半个月后还疼，晚上觉也
睡不好。妻子说，你到医院再查查。

11 月 2 日，卫旭生在妻子的陪同下，
到医院做了 CT，诊断报告书显示：左侧
第 5—9 肋 骨 骨 折 。 医 生 当 时 就 说 了 ：

“煤矿工人骨头这么硬了，5 根肋骨断了
还上班！”于是建议，骨折这么长时间了，
开点药，在家静养吧。

第二天到队里，卫旭生本想跟队长
请假，但看到班里电工没人，又上了班。
工人们说他“干活儿不要命。”

他一笑说：“咱是干活儿的，吃点苦
受点累不算啥。”

“咱是工人，多上班干好活儿是本分”

东曲选煤厂：
近日，东曲选煤厂组织开展

2022年全员安全生产大培训工作。
培训过程中，授课人员以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普及安全生产
知识、提升安全操作技能为重点，
围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双重预

防机制建设、杜邦安全管理、行为
治理及事故警示教育、职业健康、
应急救援创伤急救、消防安全等
知识点按岗施教。培训结束后进
行了随堂考试。

此次全员大培训检验了全体

职工对安全生产知识、法律法规常
识、基本操作技能、安全会议及文
件精神的掌握程度，在全厂形成了
全员学技术、查隐患、抓落实的良
好氛围，为实现全年安全生产“零”
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高德振

开展全员安全大培训

为进一步优化资产质量、夯实资产管理基础，确
保资产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近日，杜儿坪矿在全矿
开展资产全面清查工作。

此次清查项目包括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往来款
项、存货（含材料、配件、低值易耗品等）、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在清查过程中，清查组认
真核实账面数量、金额与实存数量、金额是否相符，
是否做到账账、账实、账卡物相符，确保工作细致到
位。

该矿要求，各部门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充分认
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加强各工作环节过程管控，理
顺家当、摸清底数，做到心中有数，确保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要持续推进“三清、五个一”活动，强化现场
管理，规范回收复用，进一步细化日常考核。要积极
做好与上级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工作，进一步解决
资产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高资产配置使用效
率，促进矿井高质量发展。 ●张和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