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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意义重大、责任重大、使命
重大，在日常工作中要把安全放在首要
位置，坚守安全红线，强化双重预防，以
管理创新体系为目标，结合自身实际，构
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有效模式，让隐患

“无处可逃”。
11月 16日，市安委会第十二检查组

对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同富新煤业有限公
司开展了督导检查。

“我们矿设计可采储量1528.86万吨，

井田地质构造总体属简单类，水文地质类
型为中等，为低瓦斯矿井，10#煤层煤尘具
有爆炸性，自燃倾向性为Ⅱ级自燃，矿井采
用斜井开拓方式，分别为主斜井、副斜井、
回风斜井三个井筒。”同富新煤业负责人
介绍。

在听取情况汇报后，检查组通过查
看资料，重点对人员管理、应急演练、隐
患台账、安全培训等情况进行了逐一检
查。在煤矿井下，检查组随行专家组一行

4人分别前往综采、掘进等工作面，实地
检查了机电设备、一通三防、防治水等方
面的具体情况。专家组边走边看，边查边
问，不放过任何安全隐患。

检查结束后，检查组随即将检查情
况向煤矿企业负责人进行了反馈，针对
发现的问题，要求企业高度重视，立即
行动，认真整改；要对标对表，严格执
行各项安全管理制度，扎实做好安全生
产工作。

检查组指出，安全就是煤矿企业的
最大效益，煤矿安全生产事关社会稳定
及企业员工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煤
矿的安全生产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企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
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进一步提高安全意
识，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切实加强
安全生产管理，时刻抓好安全生产工
作。要实施精细化管理，强化职工安全
培训和应急演练，加大安全投入力度，
人防、物防、技防多管齐下，全面夯实
安全基础，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
位。要全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隐
患排查治理，切实做到全覆盖、无死
角、无盲区，切实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
芽状态。

“绝对不能为了抢工期赶进度而违章
作业冒险施工，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
想，安全生产可没有下不为例。”11月 11
日，位于安泽县的中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黎霍高速公路项目三分部，市安委会
第四检查组负责人严肃地说。

日前，该检查组进驻安泽县，就安
全生产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进行了督导检查。在对该建设单位的检
查中，检查组通过听取汇报、查看资料、
现场询问的方式详细了解了项目进展
情况。

“快到年底了，作为建设单位，绝对不
能冒险开工，日常作业需要严格按照相关
规定进行。”检查人员要求，要加强安全培
训工作力度，尤其是强化新《安全生产法》
的宣传，务必做到人人懂法，深刻认识安
全生产的重要性。

在实地检查中，检查组先后检查了物
料堆放点、电控室、应急物资库房等地。在
物料堆放点，检查人员详细查看了各类物
料的堆放情况，对安全存放物料提出了要
求，“各类物料需要划区域存放，易挥发的
物料需要遮盖布料，最关键的是要在醒目
位置张贴物料堆放情况和需要注意的安
全标语。”

当天下午，检查组前往该县古阳镇石
滩护林防火检查站，就森林防火值班值
守、日常巡查等工作进行了检查。

检查组通过听取汇报的方式，详细
了解了该站的情况，并重点检查了值班
值守表。

“值班表上的这两个护林员现在在什
么地方？”检查人员在值班值守表上随机
指出两个人的名字，要求该站的负责人现
场说出他们的情况。

“正在山上巡护，我可以马上喊他们
回来！”该站负责人回答。

“不用回来，打电话让他们现场汇报
一下今天的巡护工作情况。”检查人员要
求。

不一会儿电话打通后，检查人员通过
电话询问，详细了解了两名护林员的工作
情况。

在随后的实地检查中，检查组详细查
看了应急物资库，并对照台账一一进行了
核对。“物资该修补就要修补，该保养的就
要保养。物资数量对得上，但是物资堆放
得毫无章法，如果真遇到火情，找物资就
要半天。”检查组强调。

在完成当天的检查后，检查组对当天
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汇总，并立即召开了情
况通报会，就相关问题下达了整改意见。

“当前我市的安全生产形势依然十分严
峻，尤其是汛期之后，“秋冬防”又拉开了
帷幕，建设单位要注意时间节点，不要盲
目赶工期、抢进度；森林防火工作方面，该
储备的应急物资要迅速到位，人员要抓紧
培训，各种检查工作也要密集进行。”检查
组负责人说。

“消防器材要分布均匀，不要堆放在
一块！”

“消防沙需要更换！”
“加气作业要严格按照标准化进

行！”
11月 16日，霍州市国新液化天然气

有限公司许村 LNG加气站内，来自市安
委会第九检查组的检查人员正在进行检
查。日前，该检查组来到霍州市，就安全
生产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在对该加气站的检查中，检查人员详
细查看了相关资料，重点对特种人员持证
上岗情况进行了检查。“作业人员的培训
还需要加强，尤其是新《安全生产法》的培
训工作一定要落实到位，务必让每一个参
加培训人员切实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
性。”检查人员要求。

“在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中，我们持续开展打通‘生命通道’防
控工作，在消防车通道出入口和路面及
两侧划设醒目标志标识，设置警示标识
牌，并定期对标线、标牌进行维护，确
保其完好、齐全、清晰。此外，每日对消
防系统及消防控制柜等进行检查，每月
对消防设备设施进行专项检查。”该站
负责人在汇报工作时表示，针对检查人
员提出的培训要求，他们下一步将健全
落实教育培训制度，做好人员培训、人
才培养工作。

在实地检查中，检查人员对报警系统
进行了重点检查。“我们加强了密封管理，
规范气体检测报警装置布置，每年对可燃

气体探测器进行年度检验，确保可燃气体
检测报警装置运行正常，完好有效。”检查
中，该站负责人介绍。

检查中，检查人员还通过现场抽查的
方式，检查加气员是否会使用消防器材。

“站上的消防器材什么时候更换一
次？”

“你们最近一次接受消防安全知识培
训是什么时候？”

检查人员对一位加气员进行了现场
询问。

“一年换一次，一般都是六月更换。最
近的一次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是在上周，站
上结合‘119消防宣传月’活动进行了专题
培训。”该作业人员回答。

在检查过程中，一辆满载气体的特种
运输车正好前来输送气体，检查人员上前
进行检查。“司机要说明当前的情况，卸气
前，要和站上的工作人员交接。更重要的
是，卸气现场的保护设施也不够齐全，负责
现场安全的人员也没有到位。”检查人员边
说边记录。

在完成当天的检查工作后，检查组
立即召开情况通报会，就相关问题下达
了整改通知，要求企业进一步落实好安
全生产责任，适时安排相关专家前来“助
阵”，用实际行动助力企业扫除隐患。“眼
下已经入冬，企业的安全管理要根据气
候变化而变化。要注意日常值班值守工
作，进一步加大日常自查自检力度，对发
现的隐患，要及时排除，确保企业安全稳
定！”检查组负责人说。

“万丈高楼平地起，
安全是基础。在安全生产
中，构筑严密的安全责任
链条，要以安全责任制为

‘表’，厘清各专业、各层
级安全生产责任。以安全
责任清单为‘里’，做到机
构、岗位、人员全覆盖，实
施‘照单领责、照单履责、
照单追责’工作机制。”日
前，在山西闽光新材料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召开的
安全会议上，安全副总经
理武学再次同与会的各
部门负责人强调。

今 年 41 岁 的 武 学 ，
虽然年龄不大，但在安全
管理工作中却有着丰富
的经验，他是安全工程领
域硕士、焦化高级工程
师。在 2003 年参加工作
后，在福建三钢焦化厂担
任技术员，之后在山西闽
光（原曲沃闽光）生产技
术与装备部担任过副部
长、部长、总经理助理，目
前担任安全副总经理一
职。

在日常工作中，他最
注重的就是现场安全管
理，每天他都要到各个作
业现场排查处理各类隐
患，纠正职工不安全作业
行为，尤其是对特殊地
段、特殊时间段的隐患排
查与管理。在企业自查
中，他要求作业现场的职
工，把可能发生、曾经发
生、经常发生的安全隐患
都留意到，做到安全隐患早发现、早
汇报、早处理，坚决把安全隐患消灭
在萌芽状态，切实做到不安全不生
产。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做好自保
互保，做到“四不伤害”，在保障职工
安全中，他始终恪守宁为安全“吵
翻”，不为事故“流泪”的原则，守护
着一线工人的安全。

职工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
危险化学品这一特殊行业的安全基
础，只有提升综合素质，才能使职工

在实际工作中有着好的操
作行为习惯，确保安全生
产。针对一线职工和基层
安全管理人员整体素质参
差不齐的实际状况，武学
因人施教，组织开展“事故
警示教育”专题培训，并将
典型事故案例通过全面复
盘还原事故过程，深入剖
析了事故原因和暴露的问
题，以案说法、举一反三，
使职工牢固树立安全生产
红线意识。

“ 干 一 行 ，就 要 爱 一
行，专一行。”在 2021年初，
武学结合公司实际，以《珍
爱生命·安全永恒》为题，
从“安全是什么”“安全为
什么”“安全干什么”“2021
年安全工作重点”四个方
面对安全工作做了全面、
深入、系统的解读和要求。
按照国家关于建立安全风
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
重预防机制的工作要求，
组织各级管理人员对公司
各项业务活动过程中存在
的危险源进行全方位、全
过程排查和辨识，并制定
预防控制措施，通过人防、
技防、物防落实安全风险
管控措施，化解公司安全
风险。

在新《安全生产法》实
施后，武学又组织人员进
行专题培训，并结合公司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实施方案”“零事故单
位创建”“反三违”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积极落实公司的主体
责任。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
寒来”，武学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
着闽光“闻鸡起舞、闻风而动、闻过
则喜”的企业精神和“为人至诚、为
业至精”的价值观，用爱岗敬业和无
私奉献诠释一个焦化人的赤子之
心。山西闽光这艘巨轮，在武学严格
的安全管理和实践中不断乘风破
浪、砥砺前行。

“线路排查得怎么样了？”
“放心吧，脱落的线路已经全部

接好，确保万无一失！”
11 月 5 日，山西通才工贸有限

公司一处车间内，车间负责人利用
休息时间，带着安全专家对整个车
间进行自查自检。而这样的自查自
检活动，其他车间也同步进行中。

今年以来，该公司加强了安全
培训工作，组织专家进行专题讲座，
提高安全风险辨识能力，完善双重
预防管控机制，逐步提高员工的安
全意识及安全管理人员的业务能
力。

“安全管理能力的提升，主要体
现在我们的日常检查工作中，以前看
待安全，认为这只是安全主管部门负
责的工作，我们一线生产人员，只要
生产就好。但是根据新《安全生产法》
的要求，现在的安全责任，上到老总，
下到一线员工，一旦出了事，谁也跑
不了。”该车间负责人说，这一年来，
他们利用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的契机，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从源
头上预防治理安全生产，提高事故防
范能力。

据了解，该公司结合实际，在今
年年初，编写并实施了《山西通才工
贸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以及冶金制造、
特种设备、危险废物、工业园区、道
路运输、消防安全和危险化学品 7个
专项整治方案。同时细化工作目标、
时间节点和责任单位，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
检查大整治活动，从细节入手，取得
了显著成效。

“按照要求，我们对重大区域、
重点领域开展专项安全隐患排查治
理，其他区域开展综合安全隐患排
查治理。截至目前，重大区域、重点
领域安全专项检查煤气检查落实整
改 224项；水系统落实整改 60项；电
气检查落实整改 302项；特种设备落
实整改 261项；液压系统落实整改 70
项；氧气危化落实整改 41项；消防检
查落实整改 62项，全部落实整改，整
改率 100%。综合安全隐患排查落实
1350项，整改率 100%。”该公司的工
作人员表示，看着一个个隐患全部
消除，大家日常生产作业充满了“安
全感”。

“安全生产涉及到方方面面，应急管
理牵动着千家万户。乡宁县高度重视安
全生产工作，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安全发
展观，树牢红线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压
实责任链条，严查事故隐患，靶向发力，
狠抓落实，确保产煤大县安全生产形势
的持续稳定向好。”乡宁县委副书记、县
长王林波说。

王林波认为，抓安全，必须筑牢思想
根基。把公共安全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精
神文明建设体系，积极推动安全教育“五进
活动”；在推进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上下功
夫，举办知识竞赛、开展专题讲座、警示教
育等活动，以配套的激励机制，推动企业安
全文化良性循环；在强化企业安全培训上
下功夫，从业人员集中教育培训和自主教
育培训，参培率、合格率必须达到100%，从
根本上实现“减少三违”到“杜绝三违”的过
渡和扭转。

保安全，必须压实责任链条。坚决树
立责任不落实是最大隐患的思维和理
念，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
管、失职追责”原则，层层签订年度安全

目标责任书，落实党政主要领导“双主
任”制和安全生产定期分析研判制，健全
完善县领导包乡镇、包部门、包企业“三
包”工作机制；确立安全生产“162”工作
思路，分解细化《十大体系》目标，为安全
生产工作明大局、定方向；按照“三管三
必须”要求，制定《安全生产“三管三必
须”实施细则》，厘清和细化各部门监管
职责及责任边界；编制印发《乡镇权责清
单目录》，全面落实乡镇网格化管理机
制，重点行业企业落实驻矿包保责任制，
生产经营单位全部落实挂牌责任制；企
业按照“五落实五到位”的要求，重点压
实责任主体，以责任促安全。

管安全，必须健全管理体系。坚决落
实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制、安全生产形势
分析和安全生产目标进展情况月例会制，
实行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制、隐患排查
治理督办制、安全生产履职报告制、企业
第一责任人承诺制、企业诚信制等制度。
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做大做强体系保
障。

促安全，必须严查风险隐患。积极构

建“等级评定、红线管理、专家治患”为总
则的隐患排查治理新机制，实行等级评
定标准化、隐患排查常态化、隐患治理规
范化、打非治违法制化。

强安全，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作为产
煤大县，要同步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和
先进技术的运用，加快工业互联网加监
管、新一代通信技术、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信息技术在煤
炭工业领域的推广应用。按照省市要求，
乡宁县要完成 6座矿井 9处智能化开采

工作面，目前正在有序推进中。同时，在
全县生产和建设矿井，有序推进防治水
人工智能技术的煤矿钻场管理系统建
设。台头前湾煤矿推行“充填”开采方法，
燕家河煤业推行“沿空留巷”技术。推进
企业实现煤矿智能化和大数据的深度融
合与应用。 本报记者 文/图

近日，市安委办有关负责人就修改
后的新《安全生产法》，详细解释了其中
法律条文条款。

加大对安全生产的投入保障力度，
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安全生产投入是生产
经营单位实现安全发展的前提，是做好安
全生产工作的基础，安全生产投入总体上
包括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等方面的投
入。安全生产条件，是指生产经营单位在
安全生产中的设施、设备、场所、环境等

“硬件”方面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与安全生
产责任制度相配套的。生产经营单位必须
加大投入保障力度，保障安全生产的各项
物质技术条件，其作业场所和各项生产经
营的设施、设备、器材和从业人员防护用
品等方面，都必须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要
求。为了实现安全生产，生产经营单位要
做出一切努力，包括硬件设施，如为工人
配备安全帽等劳动防护用品，还包括软件
方面，如安全生产教育、岗位培训等。

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有关行业的
安全规程、规范和有关国家标准中，针对不
同行业的生产经营特点及潜在的危险因
素，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应当达到的基本
安全生产条件，对国家的这些规定，生产经
营单位必须严格执行，达不到规定的安全
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相关的生产经营活
动。同时，要求生产经营单位在符合安全生
产条件的基础上，还要不断改善安全生产

条件，从根本上促进安全生产水平的提升。
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安全生产标准化体
现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
方针，强调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
规范化、科学化、系统化和法制化，强化风
险管控和过程控制，注重绩效管理和持续
改进，符合安全管理的基本规律，代表了
现代安全管理的发展方向，是现代安全管
理思想与我国传统安全管理方法、生产经
营单位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能有效提高
企业安全生产水平，从而推动我国安全生
产状况的持续稳定好转。

2014年安全生产法修改时，提出推
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经过多年推动
实施，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已成为规范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提升生产
经营单位安全管理水平和保障能力的重
要抓手，应当把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作
为生产经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的重要手
段之一进行全面推广。

安全生产标准化包含安全目标、组

织机构和人员、安全责任体系、安全生产
投入、法律法规与安全管理制度、队伍建
设、生产设备设施、科技创新与信息化、
作业管理、隐患排查和治理、危险源辨识
与风险控制、安全文化、应急救援、事故
的报告和调查处理、绩效评定和持续改
进等方面，目的是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
保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加强信息化
建设是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的重要手
段，是增强安全生产各项管理工作时效
性的重要保障。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是
安全生产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为各项安
全管理提供技术保障。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和科技进步，生产经营管理模式多样
化，安全设施设备日益复杂，相关数据信
息急剧增加，在这些因素作用下，安全管
理工作任务变得日益繁重。

让隐患让隐患““无处可逃无处可逃””
本报记者 孙哲峰

安全生产没有下不为例
本报记者 杨 全

防范胜于救灾
本报记者 杨 全

压实责任 保障安全
——市安委办有关负责人释义新《安全生产法》（之十八）

本报记者 孙哲峰

乡宁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林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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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 严查死守
本报记者 杨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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