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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公司对工程总

承包项目的安全管理，有效防范和

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根

据北京华宇《关于开展工程总承包

项目安全检查的通知》要求和唐山

研究院“安全生产月”活动部署，

公司成立了由总经理程宏志任组长

的安全检查组，并于6月12日至15

日，先后赴山西高平科兴云泉煤业

选煤厂EPC工程总承包项目、山西神

州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选煤厂扩能改

造EPC工程总承包项目和山西长沁煤

焦有限公司新升煤业选煤厂EPC工程

总承包项目现场进行了安全督查。

根据工作安排，安全检查组组

长程宏志带领公司主管安全的副总

经理李山文以及安全生产管理部负

责同志对公司所有在建的工程总承

包项目进行了全覆盖安全检查，其

中重点检查了分包方的资质、人员

安全培训、职业资格、施工设备情

况、安全管理组织体系、安全检查

及隐患排查记录、应急救援组织、

现场应急预案、应急物资、应急演

练等情况；同时对项目部重点检查

了对分包方的安全检查情况、与分

包方签订的安全协议内容的情况、

《项目部安全管理制度》的上墙及

专职安全员持证上岗等执行情况。

检查组对现场检查出的问题提

出了整改要求，尤其对神州煤业项

目中主厂房内员工通道存在砸伤风

险、施工作业区存在（下转第3版）

生产中心开展气体泄露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为进一步加强生产安全管理，

增强员工安全意识，提高生产现场

事故处理能力，6月25日，生产中

心开展了气体泄露事故应急救援演

练，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安

委会主任李岿然出席演练并担任总

指挥，副总经理杨子海、部分职能

部门负责人以及生产中心全体员工

参加了本次演练。

演练结束后，李岿然作总结发

言，对实战演练效果予以肯定，并

对今后各类演练提出了新的要求和

建议。演练开始前，杨子海宣贯了

演练的目的和重要性。

演练过程中，生产中心副主任孙

玉涛担任现场指挥，生产中心副主任

赵超峰全程跟踪讲解，安全生产管理

部副主任胡声林进行了现场点评。

演练模拟了铆焊四车间二氧

化碳气瓶存储区发生气瓶泄漏事

故，造成一人中毒晕倒，周围同事

发现事故后立即组织现场人员实施

救援，并报告现场指挥，启动“现

场处置预案”，随即按预案程序报

告救援总指挥，启动“三级响应救

援预案”。在现场指挥的统一调度

下，现场处置组、疏散组、保卫组

迅速到位、各司其职。

现场处置组第一时间将受伤人

员转移至安全位置，为其进行心肺

复苏并拨打120请求医疗急救，同时

按照“漏气处置方案”依次检查泄

漏点、关闭二氧化碳气瓶主阀、打

开门窗通风；疏散组负责警戒、疏

散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靠近；

保卫组负责交通管制并引导120急救

车。各组临危不乱、有序配合，及

时有效地控制了险情。

本次气体泄漏事故应急演练对

公司相关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和实

用性进行了验证。广大干部职工对

意外事故的处置流程有了更清晰、

更明确的认识和把握，进一步增强

了安全意识，提高了防范事故及处

理突发事故的能力，达到了演练的

预期目的。■黄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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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明号：营销中心   

山西晋东南营销区域、选煤装备  

第二研究所技术部破碎组、选煤  

工程设计研究所新升项目部、选煤

装备第一研究所跳汰工程部技术组、

生产中心机加厂划钻钳组。

·青年岗位能手：刘爱辉、 

张博、董晓磊、王立臣、姜维、   

闫建成、孙闯、廖永波、赵俊达、吴斌。

·五四红旗团支部：选煤装备

第一研究所团支部、生产中心团支部、

选煤装备第二研究所团支部。

·优秀共青团干部：程宇、 

杨俭、高俊梅。

·优秀共青团员：郑庆宇、  

张洪超、高文秀、赵鼎新、谢羽白、

聂志恒、何华杰、刘芯彤、张婷婷、

才芃、高顺利、刘祜。

·“一团一品”先进集体：

一等奖：

营销中心团支部。

二等奖：

选煤装备第一研究所团支部、

矿山测量研究所团支部。

三等奖：

选煤装备第二研究所团支部、

机关团支部、采矿采掘国选团支部。

公司首届亲子游园会顺利举办
“五月五，是端午，粽叶青，

糯米香，挂菖蒲，带香包……”为

弘扬传统文化，丰富职工业余文化

生活，拉近职工工作与家庭生活间

的距离，增强职工的使命感和归属

感，6月5日，在选煤装备第一研究

所团支部和大方公司团支部的积极

支持下，公司工会联合团委开展了

“浓情端午”——职工亲子游园会

活动。整个活动包括亲子阅读、手

工制作、趣味运动等环节，来自不

同年龄段的30多个小朋友在父母的

陪伴下参加了本次活动。

亲子阅读环节中，来自大方公

司团支部的领读者以趣味横生的小

故事带领孩子们一起追溯端午节的

深厚文化内涵。活动中，孩子们一

个个都竖起耳朵听得津津有味，在

了解端午节文化内涵的同时增强了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领略了传

统文化独特的魅力和芬芳！

手工制作环节中，在选煤装备第

一研究所团支部书记的指导下，孩子

和家长们温情协作，亲手制作香囊。

你穿针，我引线，亲子合力效率高。

可别小看这小小香囊，圆鼓鼓的肚子

里，装的是我们满满的祝福。

趣味运动环节中，在精心设计

的贴鼻子、抓尾巴、托乒乓球跑、

套圈等小活动中，小朋友们个个奋

勇争先，使出浑身解数，父母们则

积极参与、默契配合。呐喊声、助

威声、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到处洋

溢着激情与欢乐。

本次亲子活动不仅提升了孩子

们对传统节日的认知，还让平常忙

于工作而无法照顾孩子的公司职工

与孩子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

进一步丰富了广大职工的精神文化

生活，有助于营造生动活泼、团结

和谐、积极向上、文明健康的企业

文化氛围。■白黎鹏

亲子阅读环节 手工制作环节

趣味运动-贴鼻子游戏

趣味运动-抓尾巴游戏

趣味运动-托乒乓球跑游戏

亲子大合影

公司领导赴总承包项目现场进行安全督查



第2版                                   煤研月报                                    6月30日 6月30日                                      煤研月报                                 第3版

选
煤
装
备
第
二
研
究
所
开
展
安
全
教
育
培
训

·6月28日，选煤装备第一研究所

党支部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集中学习。

会上，党支部书记汤凯首先带

领大家共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主

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他指出，全体党员一定要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的要求，守初心、担使命、找

差距、抓落实，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

立德修身的首选，做到对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虔诚而执着，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至信而深厚，不忘初

心，奋斗终身。

公司副总经理杨子海在总结讲

话中要求全体党员要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做

到不忘初心，勇于担当，廉洁自律，

牢固树立安全红线意识，扎实推进安

全生产工作。

会后，与会党员纷纷表示，今

后将在本职岗位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团结一致、永远奋斗。■程宇

·6月24日，选煤装备第二研究所

党支部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集中学习。

会上，党支部书记刘国军带领

大家共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

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他

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

阐述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深

刻阐明了主题教育的目标要求和重点

措施，是开展主题教育的根本指针，

研究所全体党员干部都要认真学习领

会，确保这次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党支部纪检委员向大家传达了

公司开展主题教育工作方案，并结合

研究所实际，重点传达了领导机构、

工作任务、工作计划等内容。

刘国军在总结讲话中要求全体

党员要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为契机，自觉主动地加强理论

学习、提高党性修养，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共

产党员。■赵艳平

·6月14日，营销中心党支部组

织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党课活动。

党支部宣传委员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为题为大家讲党课，解读了主题

教育的重大意义、总要求、根本任

务、具体目标等内容。

党课结束后，党支部书记温艳

辉带领大家共同学习了集团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胡善亭在集团公司主题

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并布置

了党支部下一步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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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公司年度考核工作目

标，严于律己，扎实工作，为公司的

改革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赵永刚

·6月14日，自动化研究所党

支部联合选煤装备第二研究所党支

部前往蓟县盘山烈士陵园开展了

“缅怀先烈，不忘初心跟党走”爱

国主义教育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大家首先来到了盘山烈士陵园

纪念馆，聆听讲解员讲述蓟州和冀

东地区抗日先烈的英勇事迹，观看

馆内陈列的史实图片和资料，详细

了解了盘山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开展的长达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

抗日斗争历史，深切体会了抗日英

雄的昂扬斗志和爱国情怀。

参观完纪念馆，大家列队步行

来到陵园内的烈士纪念碑前，向为

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先烈们敬献花

圈，并在纪念碑前庄严宣誓，重温

了入党誓词。

此次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有助于

全体党员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坚定

理想信念、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党

员们纷纷表示，如今的和平，是无数

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牺牲换来的，来之

不易，我们要倍加珍惜，倍感光荣，

继承先烈遗志，弘扬革命精神，永葆

共产党员先进性、纯洁性，为共产主

义事业奋斗终身。■高俊梅

选检中心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为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根

据公司2019年“安全生产月”活动要

求，6月27日，选检

中心开展了以“防

风险、除隐患、遏

事故”为主题的安

全教育培训。

选检中心内检

负责人从安全的重

要性、从业人员的

安全须知、影响安

全生产最常见的安全心理状态、员工

常见的八种不安全行为、起重和搬运

作业安全等方面对参会人员进行了安

全知识培训，并结合选检中心的检测

业务范围和检验检测的操作情况，强

调了工作过程中的

具体注意事项。

此 次 安 全 教

育培训有助于选检

中心进一步加强

安全生产管理工

作，减少安全事故

的发生。大家纷纷

表示，安全生产，

警钟长鸣，今后将不断提高安全意

识，把安全生产牢记在心，以实际

行动践行安全责任。■唐春丽

选煤工程设计研究所举办“防风险、
除隐患、遏事故”安全生产培训

根 据 公 司 开

展2019年“安全生

产月”活动的工作

要求，6月27日，

选煤工程设计研究

所举办了以“防风

险、除隐患、遏事

故”为主题的安全

生产培训会。研究

所领导和全体员工参加了会议。

会上，副所长谢登峰结合研究

所安全生产实际，通过阐述分析工

程总承包项目现场常见的各项安全

管理问题，尤其是风险辨识管控、

隐患排查治理、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与演练等方面的不足，要求各室要

结合年度安全工作计划，认真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制，

推动各项安全生产

制度落实落地，并

及时修订和完善，

强化安全隐患排

查，突出重点做好

整治。随后，参会

人员共同观看了安

全教育视频《责

任: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

此次安全生产培训有助于各位

干部职工进一步认识安全生产的重

要意义。大家纷纷表示，今后将不

断增强安全责任意识，立足本职，

积极工作，为提高选煤工程设计研

究所的安全管理水平共同努力，贡

献智慧和力量。■刘芯彤

6月20日，选煤装备

第二研究所按照公司《关

于开展2019年“安全生产

月”活动的通知》要求，

紧紧围绕“防风险、除隐

患、遏事故”主题，组织

研究所全体员工开展了

2019年安全教育培训。

参会人员共同观看了

安全教育视频《责任——防

风险、除隐患、遏事故》和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责任——防风险、除隐

患、遏事故》警示大家要增

强责任紧迫感，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提高主动性，

狠抓重大风险管控，防范遏

制较大以上事故，为新中国

成立70周年营造良好的安全

环境。同时要积极举办安全

生产讲座、基层宣讲、企业

演习等活动，号召企业职工

发挥个人积极作用，营造安

全生产的良好氛围。《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通过对各类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讲解，

帮助参会人员在法律制度层

面加深了对安全的理解。

此次培训进一步强化了全体员工

的安全意识。大家纷纷表示，今后将

牢记安全责任，落实安全工作，防控

风险，排除隐患，努力遏制生产安全

事故的发生。■张彬

（上接第1版）高空坠物风险、留存

电缆存在触电风险和矸石仓、事故

池及主厂房扩建基坑存在的安全风

险提出了具体管控建议，并要求立

即整改，排除隐患。

程宏志强调，安全生产关乎

员工的生命健康，关乎公司的经济

发展，抓好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

山。各位项目经理、项目安全员时

时刻刻都要毫不松懈地抓好现场施

工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要入脑入

心，要看得出问题、看得准问题，

对已发现问题的整改处置要到位，

要做好每一个细节管控，确保整个

项目施工安全。

检查组对各项目部的安全管

理工作提出要求：一要根据公司

有关制度和规定落实项目部员工

的安全生产责任，做到凡事有人

负责；二要加强“双控”管理，

做好风险全面辨识与管控，严格

执行隐患排查制度，及时发现隐

患并处理到位，坚决遏制事故发

生；三要加强分包方员工的入职

安全培训，让进入施工现场的每

位员工知悉岗位存在的风险，掌

握并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四要认

真组织员工进行应急演练，一旦

出现意外情况，能正确处置；五

是正值暑期施工，要注意高温、

暴雨、大风、雷电等对施工的影

响，做好预案，确保各类气候条

件下施工安全。■黄肖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