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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儿坪矿运输二队

绷紧安全弦 检查不松懈

10 月 12 日，东曲矿在全矿开展拉网式冬季
“三防”专项检查。

此次检查分六组，对矿区地面库房及变电
所，长峪沟、黄台峰、局家洼风机房、泵站及各进
风井热风炉、矸石山、单身楼公寓等矿区周边重
点场所、区域进行了全方位无死角检查。

检查组对查出的问题隐患进行现场“五定”
落实，做到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检查组要
求加强供电、供暖设备维护，发现问题及时处
理，杜绝安全隐患；加大重点防范部位和薄弱环
节检查力度，认真落实防冻保暖措施，防止管道
等设施因冻裂发生事故；定期组织防火检查，及
时消除火灾隐患。

●邢艳丽

太原市应急管理局来西山煤电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上接 1版）一年来，西山煤电
矸石山生态保护修复力度空前，按
照“平面造地、立面造绿、梯次种植”
的思路，实现生态园—绿色斑块—
绿色廊道—环保节点四位一体的绿
色发展布局，先后完成西曲矿南坪
山 等 8 座 矸 石 山 的 高 标 准 生 态 治
理，以岚岫公园为样板的生态公园
正在逐步建成，满足两季有花、三季
有果、四季有景、休闲娱乐功能，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愿景。

污水厂浊流变清波

曾经院内污水横流、杂草丛生、
无人问津的小水厂，如今变成一座
花园式现代污水处理厂，成为多个
兄弟单位纷纷学习效仿的榜样，这
就是西山煤电屯兰净化水厂，西山
煤电污水治理项目的一个缩影。

在 历 经 几 年 改 造 之 后 ，2022
年，屯兰净化水厂再上一个新台阶，
通过对设备层、控制层、监控层进行
全面升级，实现了生产运营自动化
控制和远程运行，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各类数据可以实时上传，并自动
生成各类生产运营管理报表，降低
了生产运行人员的劳动强度，减少
了运行系统的人为干扰，实现运行

设备全自动监测、控制、连锁、报警、
精准加药等功能。日处理能力达
17000 立方，达到地表三类水标准，
工艺、厂容厂貌、水质处理，目前处
于省内领先水平。

屯兰净化水厂通过自动化控制
改造，实现了由粗放管理向精益化
管理转变、由单一设施运维向组合
式运维转变、由经验思维向新型管
理模式转变，实现了水处理设施智
能化感知、精益化管理、智慧化决
策。在这一标杆引领下，目前已高
标准完成西曲矿和斜沟煤矿标杆示
范污水厂建设，前山矿区亮点示范
工程——官地矿污水厂正在打造，
预计 2022 年 12 月进入试运转阶段。
到 2022 年底，将完成 23 座污水厂标
准化创建工作，一幅“秋水清无底”
的生态画卷正在清晰绘就。

生态环保持续发力

2022 年，西山煤电环保工作体
现在“猛推一把”上，投资 6 个多亿，
重点完成 11 座矸石山治理，23 座污
水处理厂标准化建设，加上补短板
欠账创一流项目，共 100 多项，力度
空前。

国有企业注定是生态环保工作

的主力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尤其
在煤炭企业是不容回避的，也是必
须要做好的工作。面对山西焦煤加
速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战略调整要
求，生态环保工作也要紧紧围绕这
一部署加快各项工作节奏，确保与
世界一流企业要求合拍同步。

按照“一年见成效、三年上台阶、
五年树标杆”目标要求，西山煤电在
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同时，重
点抓好“一山一水”治理和“双碳”管
理，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环保型企业。

西山煤电环保健康部部长薛国
杰介绍说：“尽快在两年时间内完成
老旧矸石山的封场治理，日常管理
重点转向动态达标，明年完成剩余
50% 污水厂的标准化创建工作和两
个水泥厂的超低排放改造工作，尽
早进入环保企业白名单，迅速补齐
短板欠账的同时，体现‘猛推一把’
的效益效果。”

另外，西山煤电还积极主动探
索尝试通过环保产业化助力产业环
保化的管理新模式，让精益管理在环
保产业中完成价值实现的同时，确保
环保产业的高效、安全、平稳运行，为
新焦煤全方位高质量发展厚植绿色
生态底色。 ●王彦婷 曹建元 柴旸

百日安全生产无事故百日安全生产无事故

百日安全生产无事故活动启动以来，杜儿
坪矿运输二队结合自身实际，开展集中清理整
顿专项行动，以“五个抓手”“六个严格”自查违
禁品，确保全年安全生产无事故。 ●李煜

10 月 18 日，太原市应急管理局
党委书记、局长刘剑明到镇城底矿
进行督导检查。

在该矿安全生产指挥中心，督
导组听取矿井工作汇报，查看人员
定位系统、应急指挥调度平台和瓦
斯监控系统运行情况。

督导组要求推动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
任感，担当作为，狠抓安全生产；严
格按照煤矿安全规程规定，进一步

提高安全意识，决不能麻痹大意、掉
以轻心；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规
范职工行为，确保矿井安全生产。

●张冬冬
又讯 10 月 20 日，太原市应急

管理局副局长张峰以“四不两直”方
式到马兰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

张峰前往该矿调度指挥中心，
详细了解矿井安全生产现状，询问
矿领导包联活动开展和值班带班情
况。

张峰强调，要强化现场管理，落
实规程标准，抓实安全生产标准化
和安全管理等工作，将现场管理这
一煤矿安全生产基础工作做实做
细；要保证班前会质量，将任务讲细
致、把安全说到位，筑牢矿井安全生
产第一道防线；要规范职工行为，加
强日常培训力度，提升职工安全生
产意识，杜绝违章作业，坚决防范事
故发生。

●杨仲全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召开西山煤电安全工作恳谈会
10 月 21 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

局山西局监察执法一处联合太原市
应急管理局在西曲矿召开西山煤电
煤矿安全工作恳谈会。国家矿山安
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一处处长
朱正亮、太原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张峰、西山煤电副总经理连晓阳及
相关煤矿矿长参加。

会上，官地矿、西曲矿、镇城底
矿、马兰矿、东曲矿、屯兰矿分别汇
报当前安全生产情况及四季度工作
打算。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
就各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进行了分
析，并就近期工作提出要求。

朱正亮指出，各矿井新任职干
部要尽快进入角色，抓安全，抓现
场，确保安全平稳有序；要根据全省
安全工作要求，结合矿井实际完善

视频监控系统，安全生产；要高度重
视“一优三减”工作，根据矿井自身
特点，科学制定方案，实现智能化开
采；要加强瓦斯治理，严格定员管
理，坚决杜绝超限、超员现象；要强
化小运输系统管理，做好运输设备
的升级改造和技术革新；要按要求
进行支架选型，不断对标改进，确保
全部合格；要优化底抽巷设计方案，
依法合规开展瓦斯治理工作，进一
步提升瓦斯治理水平；要加大典型
推进，认真总结分析，全面推广运
用。

张峰指出，煤矿安全工作任重
道远，要保持清醒头脑，认清当前煤
矿安全工作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压
实安全责任，加强安全管理，全力以
赴做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要做好

安全保供，牢固树立“保安全就是保
供应”的理念；要坚决贯彻落实国
家、省市关于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
具体要求，紧盯关键环节，压实安全
责任，落实防范措施，不断筑牢安全
防线，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抓细抓实各项安全工作，为太原
市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西山
力量。

连晓阳表示，坚决贯彻落实此
次会议精神，立足实际，制定科学方
案，持续抓好“一优三减”工作；强化
管理，采取措施，保证矿井安全稳
定；不断提高班前会质量，把好安全
第一道防线；进一步狠抓“三违”，规
范人员行为治理，严格风险防控；党
政工团要齐抓共管，多点发力，共同
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陈蕾

东曲矿

开展冬季“三防”专项检查

（上接 1版）建安分公司、房城建安公司有关工程建
设、经营管理以及存在问题情况汇报。

于建军要求各单位理清现存问题，压实主体责
任，有思路、有想法、有行动，力争在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上取得突破。领导干部要扛起转型发展的担子，
转变观念，打破常规，主动与市场接轨，学习先进管
理经验和运作模式，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建筑板
块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孟毅提出，要主动作为，想方设法完成年度经营
指标；要有危机意识，不等不靠，不断解放思想，推动
板块创新发展、健康发展；地面施工单位要立足内部
市场，大力开拓外部市场；矿建公司要加强精益化管
理，划小核算单元，提升技术装备，提高单进水平，实
现经营效益最大化。

●白金柱

近日，金信公司成功中标黑眼泉煤矿储煤场项
目，中标金额 2696.57万元。

该项目位于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博尔羌吉镇黑
眼泉煤矿，为一座长度 200m、跨度 80m、面积 16000㎡
储煤场，工期 75 天。该项目是新疆分公司本年度承
揽的第五个工程项目，也是与巴里坤银鑫矿业投资有
限公司黑眼泉煤矿合作的第一个项目，标志着分公司
在新疆地区市场开发又有了新突破。

●曾红霞

金信公司

中标新疆巴里坤黑眼泉煤矿储煤场项目

西山电力运营中心度电销售单价创历史新高
近日，西山电力运营中心传来

捷报，三季度，西山煤电各火电厂
度电平均单价首次突破 0.400 元大
关，成为各电厂历年来最高度电单
价，实现了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西 山 电 力 运 营 中 心 自 组 建 运
营以来，坚持以精益目标管理为落
脚点，精细分析研判为抓手，精准

交易策略为突破口，克服筹备期间
交 易 人 员 紧 张 ，电 力 交 易 工 作 量
大、强度高、工作繁复等困难，全体
员工凝心聚力，踔厉奋进，创下平
均度电单价 0.43226 元的历史最高
水平，较二季度各电厂平均度电单
价 0.39372 元提高了 0.03854 元，较
上 半 年 各 电 厂 平 均 度 电 单 价

0.36146 元提高了 0.07080 元，为企
业增收 24500 余万元。

四季度，电力运营中心将在火
电销售的寒冬季节破壳重生，继续
引深“三精”管理机制，强化服务职
能，为 2023 年电力运营工作打下扎
实的基础。

●赵宏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