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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       YAN       YUE       BAO

率先垂范，共筑安全

2019年6月是全国第18个“安

全生产月”，根据上级关于安全生

产月活动的安排部署，公司已下发

相关通知，并将于6月1日至6月30

日在全公司范围内集中开展系列活

动，其中6月16日是安全生产宣传

咨询日。各单位要充分利用安全生

产月活动契机，不走过场，取得实

效，切实提高公司安全管理水平。

我在这里讲六点：

一、主要负责人要高度重视。

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率先垂范，马

上就干。围绕“防风险，除隐患，

遏事故”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结

合本单位安全生产实际，尤其是风

险辨识管控、隐患排查治理、事故

应急救援预案与演练等方面存在的

不足，利用适当的方式面向职工讲

安全、补短板，有针对性地开展本

单位安全生产月活动，促进安全管

理水平提高，并把此项内容传递到

下属单位，直至班组及每位员工。

二、落实责任，夯实基础。

责任是安全发展的基础和核心，各

单位领导作为管理主体，要责无旁

贷地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要深入

学习领悟党中央、国务院和集团公

司对安全工作的新精神、新要求，

坚持安全红线意识，坚决杜绝思想

上不重视、行动上不从严等现象，

将安全生产化被动为主动。要按照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

管”的原则，严格落实各层级安全

生产责任，把安全责任分解到下属

单位、落实到班组、压实到每位员

工，消除安全主体责任悬空、安全

管理挂空挡等现象。

三、抓住源头，标本兼治。要

继续深化建设安全风险辨识与管控

和事故隐患排查与治理双控体系，

实现纵深防御、关口前移和源头治

理，把安全风险辨识与管控挺在隐

患前面，把隐患排查治理挺在事故

前面。一是要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

法律法规，了解并执行相关国家和

行业标准。二是要加强源头控制，

每一件工作的初始一定要考虑到

安全问题，坚决杜绝因前期工程设

计、设备设计和加工工艺的缺陷而

导致不可逆转的安全问题。三是要

对工作范围内的设备、环境、人员

等所有的风险进行全面辨识，真正

的做到凡事有章可循、有据可查、

有人负责、有人监督。四是要加强

对员工的职业技能和安全培训，大

力普及安全防护、救援知识，增强

员工的安全意识，加强安全防护设

备设施的配备，从源头遏制各类安

全事故发生。

四、安全制度建设，常抓不

懈。各单位要把安全制度落实与完

善作为衡量正规化、精细化管理的

重要依据，加强制度落实检查力

度，制定详尽的制度落实考核办

法。要细化量化管理办法和奖惩办

法，制定详尽的管理办法，使各项

工作都能够明确到人、有序对接。

形成操作有规范、行为有准则、奖

惩有标尺的制度机制。

五、安全文化建设，持之以

恒。安全生产月活动是安全文化建

设的良好载体，要持之以恒地推动

本单位安全文化建设，使其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把安全文化转变为

干部职工的坚定信念和自觉行动。

要引导干部职工从制度遵守逐步转

变为习惯养成和行为自觉，真正让

安全文化无处不在。

六、追责问责，从严治理。

追责问责是保障主体责任落实的必

要手段，只有追责，才能负责。严

厉的安全生产考核制度，才能倒逼

主体责任落实，让安全工作由被动

变主动。随着国家对安全要求越来

越严、越来越细，管理追责、事故

问责已成必然。要强化安全生产目

标管理考核，着力强调安全业绩考

核，加大问责力度，严格落实失职

追责，为安全发展筑起牢固防线。

党的十九大以来，公司上下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公司的经济效益在不断提升，科技

力量在不断增强，员工的生活也越

来越富足，但我们依然不能忽视安

全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下转第4版）

（上接第1版）说过，“人命关天，发

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

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唐

山研究院作为一家有着科研实验、机

械制造、总包工程、选煤厂运营等诸

多业务板块的企业，更应将员工的生

命安全放在首位。

安全，对于家庭和单位，是

幸福、是责任；而对于每位干部职

工，则是健康、是生命。家中父母

的期盼、儿女绕膝的欢乐离不开安

全，安全也是对自己、对他人生命

的尊重，做好安全生产的每一个细

节，也是对家庭的爱。我相信，在

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唐山

研究院2019年安全生产月各项活动

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上接第2版）发生的各类安全事故

教训，深入查找各类问题并及时整

改，尤其是要加强对危化品的管理和

事故应急处置；四是要持续改进和完

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不断提高安全

生产管理水平，进一步增强广大员工

的安全生产意识。

最后，刘旌代表公司分别对两

座选煤厂的各位职工表示慰问，并

希望大家继续发扬中国煤科人不怕

苦、不怕累的精神，解放思想，勇

于创新，真抓实干，马上就办，进

一步加强托管运营选煤厂的安全生

产管理工作，为企业的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保驾护航。■黄肖然

（上接第3版）深刻内涵的阐述，就

如何围绕公司中心工作做好“四讲四

有”“四合格四诠释”等内容同参会

党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沟通，并号

召大家要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弘

扬时代精神、做合格共产党员，为公

司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党支部书记郭学亮在总结讲话

时强调，“四讲四有”“四合格四诠

释”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对党

员的新要求、全面从严治党的新举

措，是全体党员在新常态下思想、

工作和生活的坐标，大家要认真学

习、深入领会，努力践行“四讲四

有”“四合格四诠释”要求，争做合

格共产党员，为大方公司的改革发展

贡献智慧和力量。■王燕

唐
山
研
究
院
水
泵
厂
与
大
方
公
司
开
展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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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交
流
会

5月6日，唐山研究院水

泵厂与大方公司共同组织开

展了产品技术交流会。水泵

厂副总经理王红生、大方公

司副总经理王晓坤、总经理

助理郭学亮及双方销售、技

术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上，王红生首先介

绍了水泵厂的整体情况和目

前的业务范围，并希望双方

今后能加强合作，实现互帮

互助。王晓坤表示，大方公

司和水泵厂是兄弟单位，双

方可以配套销售相关产品，

拓宽业务范围，希望今后进

一步加强技术交流，共同提

高。郭学亮表示，水泵与流

量计两类产品在应用上是相

互关联的，在销售途径上也

是可以实现对接的，希望

双方的销售人员能够加强沟

通，共享信息，为彼此的业

务拓展形成促进作用。

随后，双方技术代表分

别对水泵和流量计的工作原

理、种类、特点、选型等内

容进行了详细介绍，并针对

彼此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

的交流和讨论。

会后，在水泵厂相关人

员的带领下，大方公司参会

人员到水泵厂的加工车间进

行了现场参观学习。■王燕

自动化研究所举办财务知识专题培训会
5月13日，自动化研究所组织召

开了财务知识专题培训会，自动化研

究所的20余位员工参加了本次培训，

所长张卫军主持会议。

本次培训会邀请了公司资产财

务部会计高级主管，为大家详细讲解

了财务管理的相关制度，财务报表分

析，以及取得发票、报销、往来账等

业务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参会人员认

真听讲、积极互动，并就个人借款、

业务招待费以及资金余额表填写等内

容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讨论。

通过此次培训，有助于自动化研

究所的各位员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财

务管理制度和财务报表等专业知识，

为今后更好地开展相关工作奠定了良

好基础。■李康伟

综合服务中心党支部开展
主题党日暨党员讲党课活动

5月10日，综合服务中心党支部

组织开展了主题党日暨党员讲党课活

动。党支部书记王龙首先传达了陈超

英同志在集团公司2018年度党员领导

干部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求

大家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摆在首位，做到真

学、真懂、真信、真用，经常对照党

章检查自己的言行，守规矩、明底

线、知敬畏、做表率，一切以企业利

益为重，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随后，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党支

部纪检委员谢满温以《转变观念，统

一思想，进一步深化后勤内部改革》

为题为大家讲党课，并要求大家立足

本职工作，转变观念，认清形势，顺

应形势，提高政治站位，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确保后勤内部改革工作

顺利开展，圆满完成。■张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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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研究院举办2019年中层干部安全生产培训

5月5日，唐山研究院举办2019年

中层干部安全生产培训会，46位中层

干部参加了本次培训，总经理、党委

副书记程宏志对此次培训高度重视，

也参加了本次培训。培训会由安全生

产管理部主任许建军主持。

本次培训会邀请了有着丰富安

全培训经验的高级工程师赵鸣放进行

授课，他结合当前安全生产形势，通

过对一些重大安全事故的分析，剖析

了安全事故发生的原因和影响，强调

了安全管理在生产经营中的重要性，

并围绕安全生产风险辨识管控和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等内容，介绍了生产生

活中的主要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阐

述了中层干部开展安全管理工作的重

点，其间与参会人员多次互动，现场

气氛活泼热烈。

通过此次培训，参会干部进一步

增强了安全生产意识，有助于大家在

今后的工作中更加重视安全生产管理

工作，为今后加强安全管理、保障安

全生产打下了良好基础。■黄肖然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关

于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文件精

神，根据唐山研究院《全面开展安

全生产实施方案》安排，5月6日至7

日，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李岿然在副

总经理李山文等一行人的陪同下赴山

西高平科兴云泉煤业选煤厂EPC总承

包项目现场进行了安全督查。

李岿然一行深入项目施工现场，

仔细检查了施工场地的安全防护设施

设置、特种设备和特种作业人员的管

理、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安全隐患的

排查治理、应急预案编制及演练等内

容，并分别听取了项目部负责人和施

工承包单位负责人关于工程建设及安

全生产等情况的汇报。

李岿然对项目实施的总体情

况予以肯定，并要求项目部相关负

责人要时刻不放松地抓好施工质量

与安全管理工作。一是要牢牢抓住

安全工作不放松，充分认识当前安

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和重要性，层

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做到凡事有

人负责、有章可循、有据可查、有

人监督、奖惩分明。二是要加强管

控，按照“事前严控、事中严管、

事后严查”的安全生产管理思路，

不断夯实基础，强化现场安全风险

和危险源双控管理机制，深入开展

隐患排查治理，确保安全生产形势

保持稳定。三是要持续改进，及时

分析总结，对存在的不足及时加以

改进，不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最

后他强调，汛期即将来临，要高度

重视防汛工作，认真做好预案，确

保汛期施工安全。

安全生产管理部、安委会工程总

承包及四技服务专业委员会相关负责

人一同参加了安全督查。■胡声林

刘旌一行赴公司托管运营选煤厂进行安全督查

为进一步加强对托管运营选煤

厂的安全生产管理，按照唐山研究院

2019年安全生产工作计划，5月6日至

9日，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刘旌一

行赴陕西延安禾草沟二号煤矿有限公

司选煤厂和山西陆海工贸有限公司选

煤厂进行了安全督查。

刘旌一行先后深入两座选煤厂

的生产现场，对选煤厂的消防、用

电、职业健康、安全防护等内容进

行了全面检查，并对库房和危化品

管理进行了重点检查，同时还分别

听取了两座选煤厂负责人对厂内安

全隐患的排查和管控、应急预案的

制定和实施等情况的汇报。

刘旌对两座托管运营选煤厂的

整体安全生产情况予以肯定，同时要

求两座选煤厂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认真

分析整理，尽快加以解决。刘旌强

调，安全之堤，不容有失，安全生产

工作必须狠抓不放、常抓不懈。一是

要根据公司相关制度和规定落实各岗

员工的安全生产责任，做到凡事有章

可循、有据可查、有人负责、有人监

督；二是要加强“双控”机制的管

理，将安全隐患扼杀在源头之中；

三是要吸取近期国内（下转第4版）

选煤装备第一研究所党支部与营销中心党支部
联合开展党员学习教育交流互动活动

5月22日，选煤装备第一研究

所党支部与营销中心党支部联合开

展了党员学习教育交流互动活动。

公司纪委书记何建新、副总经理杨

子海参加了本次活动。

会上，选煤装备第一研究所党

支部书记汤凯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为题为大家讲党课，分别从共产

党人的初心是什么、为什么要不忘

初心、如何才能不忘初心三个方面，

层层深入，围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讲解。

来自选煤装备第一研究所党支部的

入党积极分子代表和大家共同分享了

题为《魂牵梦绕井冈山，大爱无我真

英雄》暨赴井冈山参加集团公司党校

第33期（发展对象）培训班的心得体

会，以真情实感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

崇高敬意和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

何建新结合集团公司党委纪委

近两年典型案例及巡视中发现的共性

问题，进行了警示教育，并结合公司

实际，就各党支部今后进一步做好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要

求全体党员要做到一身正气、严于律

己、警钟长鸣。

在交流互动环节，营销中心总经

理、党支部书记温艳辉通报了公司当

前的经营状况，宣贯了经营方面的政

策措施，同与会人员探讨了生产经营

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建议，并表

示选煤装备第一研究所与营销中心在

日常工作中联系密切，希望大家能在

信任的基础上合作共赢，为公司创造

更大的价值。

最后，杨子海针对当前公司产品

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大家进行了

沟通交流，并指出公司各单位员工要

进一步学习领会精益管理思想，在工

作中用精益理念逐步解决产品工期、

质量、设计标准化和绩效考核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

此次选煤装备第一研究所和营销

中心两个基层党支部联合开展党员学

习教育交流互动活动，是党建工作围

绕中心、密切联系生产经营工作的具

体体现，是公司基层党建的一个有益

探索。与会领导和党员都表示支持此

类活动，并希望今后各党支部可以加

强合作，丰富学习教育活动的形式和

内容，为生产、经营活动搭建新的交

流互动平台。■程宇

李岿然一行赴山西高平科兴云泉煤业选煤厂
EPC工程总承包项目现场进行安全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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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营销中心党

支部组织开展了支部书记讲

党课活动。党支部书记温艳

辉以《党的光辉历程-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为题为参

会党员和积极分子讲党课，

从五四运动开始，以中国共

产党创立、大革命、土地革

命、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

争等5个历史时期为主线，重

点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反对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

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最

终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历程。

党课结束后，参会人

员纷纷表示，今后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不断加强党

性意识和责任意识，充分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围绕

唐山研究院年度考核目标，

严于律己、扎实工作，为唐

山研究院的改革发展贡献智

慧和力量。■赵永刚

大方公司党支部开展主题微党课活动
5月28日，大方公司党支部组织开

展了“微党课人人讲”暨主题微党课活

动。青年党员代表以《践行“四讲四

有”，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推动“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为题

为参会党员讲党课，结合对“四讲四

有”“四合格四诠释”（下转第4版）

自动化研究所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5月31日，自动化研究所党支部

组织全体党员开展了主题党日暨集中

理论学习活动。

党支部书记蔡先锋带领全体党员

共同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

理工作条例》的具体内容，并要求大

家要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与工作实践相结合，立足

本职，切实做好各项工作，为自动化

研究所的持续发展多做贡献。

支部宣传委员带领大家共同学

习了《党章》第一章“党员”部分，

纪检委员以《增强中国人的自信》为

题，结合对“四个自信”的解读，阐

述分析了“什么是自信、为什么会不

自信、如何变得自信”等内容。

学习过程中，各位党员认真听

讲、做笔记，活动结束后还针对学习

内容进行了充分讨论，交流了心得体

会。大家纷纷表示，今后将继续加强

理论学习，切实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深悟透、入脑入

心，学以致用、指导工作，努力为自

动化研究所和公司的改革发展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高俊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