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分队发挥大作用
“张队长，你跟四点班？”
“是的，领导好。”
“煤质松软，空顶300，要

加强控顶。”
“好，请领导放心，我们

马上改。”
这是 1月 10日零点班 11

时 30 分，河南煤化鹤煤集团
三矿纪委安全小分队在井下
二水平南翼回风巷煤一队掘
进头检查时的场景。

今年以来，该矿以认真
学习贯彻集团公司安全“一
号文”精神为契机，加大年末
岁首的安全检查力度，成立
了由安质科、纪委、工会、团
委组成的四支安全小分队，
不定时间、不定班次、不定头
面、不定人员进行全方位、零
距离深入头面查隐患，抓“三
违”，保安全。1 月 10 日零点
班 10 时 30 分，由 5 人组成的
该矿纪委安全小分队换好衣
服深入井下。

11 时 30 分，他们首先来
到二水平南翼回风巷煤一队
掘进头，对该队跟班工长张
洪学说：“张队长，煤质有点
松软，顶板空顶 300，你们要
加强顶板维护。”“中，我们马
上进行整改。”看到风筒有点
落后，检查人员对四点班瓦
检员说：“风筒应该延长了，
还有漏风的地方。”“好，领导
放心吧，零点班我就延长风
筒，补风筒。”

11 时 45 分，检查小分队
来到3102上顺槽煤一队另外
一个掘进头进行检查，检查
人员对正在干活的四点班班
长张怀雷说：“张班长，清水
管有点漏水，注水管盘得有
点乱。”“中，我们零点班就更
换 闸 门 ，再 把 注 水 管 盘 一
盘。”“另外，张班长，你看联
网两处有隔扣现象。”“好，我
们马上查一查，整改整改。”

12 时 20 分，检查人员来
到二水平南翼瓦斯泵站和变
电所进行检查，提问当班人
员“岗位描述”和“手指口述”
及安全知识情况。检查过
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向其他
采掘头面“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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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全面开展烟花爆竹安全专项执法检查

本报讯（记者 段保华）近期,烟花爆竹生
产经营活动已进入旺季。为认真贯彻落实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认真做好烟花爆竹
生产经营旺季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精神，
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
省执法监察总队组织全省安全生产执法监
察机构积极行动，全面开展烟花爆竹安全专
项执法检查。

省安全监管局高度重视这次专项检查
活动，专题下发了通知。各市、县、区都迅速
转发通知，层层召开会议，全面部署。各地
结合实际，安排专项检查人员，逐级建立责
任制，签订责任书，尤其对非法违法行为高
发地区严防死守，保持高压态势。

专项检查行动突出了生产企业、经营
（批发）企业和零售点的检查重点，明确了检
查内容。生产企业中安全生产许可证、持证

上岗、平面布局、安全设施、安全评价情况，
是否存在“三超一改”。 改造提升企业设计
审查、竣工验收情况，是否存在违法生产。
已退出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已过期企业生产
工房、机械设备查封、关闭等监管措施是否
到位。批发经营企业经营许可、持证上岗、
平面布局、安全设施、安全管理规范情况，进
入库区机动车辆是否安装防火罩。零售经
营点是否存在“三合一”场所经营和存在储
存、销售非法产品现象等。

专项检查以“县级安全监管部门普查、省
市安全监管部门抽查”形式开展。县（市、区）
安全监管部门集中执法力量，加大检查力度。
对生产企业和批发经营企业每周检查不少于
一次，对零售经营点每周检查不少于两次。省
辖市安全监管部门和省安全生产执法监察总
队加大抽查频次，增强针对性。安监、公安、工

商、质监、交通等部门协调一致，对于传统生产
区、城乡接合部、地区交界处等烟花爆竹重点
生产销售区域，建立跨区域联合执法机制。

这次专项检查行动全面明确了政策法
律依据，就是按照《关于转发〈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关于依法加强对涉嫌犯罪的非法生产经营
烟花爆竹行为刑事责任追究的通知〉的通
知》精神，严格程序，严格标准，严查非法违
法行为。对于改变安全生产条件、构成重大
事故隐患的，依法暂扣安全许可证，实施停
产停业整顿；属非法生产经营行为的，立即
责令停止非法生产经营活动，加强现场监
管，认真调查取证，及时移交公安机关依法
查处。目前，全省各级安全监管执法部门正
依法依规，扎实深入地开展烟花爆竹安全专
项执法检查。

济源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市长王宇燕要求

以敬畏的态度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济源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王同朝）1

月10日，济源市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分析当前
该市安全生产形势，对该市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
强调、再安排、再部署，确保春节和“两会”期间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宇燕
要求，以敬畏的态度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广大
人民群众过一个安全、祥和的春节。

王宇燕要求，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切实做
到“四个到位”。

思想认识要到位。2012 年，全市安全生产
形势总体稳定，但切不可放松警惕、盲目乐观，
必须时刻保持清醒。

工作措施要到位。各镇（街道）、各部门、各
单位要坚持“行业管理、各负其责，分级监管、属
地负责”的原则，针对各自监管辖区、监管行业
和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特点，认真开展各种形
式的整治行动和专项治理，彻查安全隐患，并及

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整改，严防各类事故发生。
责任落实要到位。各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

部门监管责任，从严强化行业管理，全力提升人
民群众的安全感；各镇（街道）要严格落实属地
监管责任，加强对辖区内各类生产经营单位的
监管；企业要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通过加强
安全管理、加大安全投入、强化技术装备、严格
安全监管，切实提高企业的安全生产保障能力，
切实提高安全生产水平。

问责追究要到位。严格实施过程追究，对
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工作推诿扯皮、失职渎职
等行为，督察、监察、检察等有关部门要联合实
施严格的责任追究。

王宇燕强调，全市上下一定要以创新的理念、敬
畏的态度、科学的标准、严谨的作风、饱满的干劲，凝
神聚力、攻坚克难、扎实工作，狠抓各项任务和措施的
落实，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过一个安全、祥和的春节。

郑煤大平矿
让小改革得大实惠

本报讯“咦，没想到咱们设计
的便携式多功能液压安装校直机中
奖了，得了 3000 元奖金，以后咱们
要多研究一些小改小革项目，争取
多中大奖。”近日，郑煤大平矿生产
技术科工程技术人员何宗权高兴地
对同伴说。

为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参与
科技创新、小改小革的积极性，进一
步提高矿井科技含金量，日前，该矿
出台了《小改小革验收评比办法》，
并成立了以矿总工程师为组长的小
改小革评审领导小组，每月对各科
队上报的小改小革项目进行评比验
收。根据项目产生经济效益、降低
职工劳动强度、改善职工作业环境
不同级别，对获奖项目人员分别给
予 500 至 5000 元不等的奖励，并在
矿月度执行力通报会上进行隆重表
彰。这一新举措着实让小改小革创
新者得了大实惠。

（任二敏 李国东）

常村矿
推行安全“红线”管理制

本报讯 近日，河南大有能源常
村矿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坚
持“安全生产零事故”目标不动摇，
在全矿制定推行安全“红线”管理
制，全面夯实安全基础，推动 2013
年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该矿安全“红线”管理是结合
《煤矿安全规程》各项规定及本矿实
际制定出台的一项制度，主要针对
井下安全生产推出的安全红线“五
十条安全管理新规”，即采掘工程11
条、机电运输 6 条、“一通三防”10
条、防治水10条、安全管理13条，并
制定出具体的实施细则。同时强调
各单位在抓好职工安全教育的同
时，特别教育广大干部职工要明白

“五十条红线”内容，扎实做好各项
工作，凡触犯红线的，一律按规定进
行处理，并注重严格管理考核，在落
实上狠下功夫。安全“红线”管理制
的推行，将进一步加大各基层单位
搞好安全生产的重视力度，增强广
大职工按章作业的主动性和责任意
识，安全要求更加严格，安全确认更
精细、精准，为该矿实现人身安全事
故为零、机电设备运转事故为零、工
程质量事故为零、顶板事故为零、瓦
斯超限为零、自然发火事故为零、水
害事故为零“七零”奋斗目标打下了
坚实基础。 （吴美莲）

安全和谐村
创建工作受好评

本报讯 1 月 11 日，郑州市安全
生产年终考核组来到二七区马寨
镇检查考核，对该镇的安全和谐村
创建工作表示了肯定。

考核组听取了马寨镇和娄河村
关于安全和谐村建设情况汇报，详
细查看了娄河村安全和谐村创建档
案资料。在娄河村消防体验室，各
种消防器材摆放整齐，村里义务消
防队员向考核组介绍了使用功能
后，并熟练演示处置突发火灾的方
法。考核组对马寨镇安全和谐村建
设情况表示了充分肯定，并希望马
寨镇继续创新工作方法，着力构建
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为保护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保驾护航。（张玉强）

1月9日，中石化河南油田井下作业处特种作业
工程一部利用外闯市场项目部返回休整期间，举办
各类技术培训班，对70名外闯市场员工进行了集中
脱产教育培训和理论考试，变“冬闲”为冬忙，为职工

“充电”，提高技术业务素质，增强了外闯市场干部员
工的安全意识和技能，为更好地开拓外部市场打下
良好的基础。图为该部对70名外闯市场员工进行
井控安全、HSE知识考试。

张明海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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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高压态势 严查非法违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