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快评

!回马枪" 意喻给对方以出

其不意的回击#这里指在安全检

查中对刚刚检查过的地方再重

新检查一遍#或是在平时不检查

的时间突击去检查$

笔者在井下工作#常常听到

工友们说%!检查的人刚走#这下

该放松了$ "殊不知煤矿安全生

产来不得一丝一毫的松懈#所以

检查人员不要认为检查过了#一

切正常#就万事大吉了$ 其实#刚

接受过检查的受检人员的思想

是最容易放松的#因为人的潜意

识会认为刚检查过的工作人员

一时半会儿不会再回来检查#这

时其实是职工安全意识&防范意

识最薄弱的时候#而煤矿事故总

是发生在一瞬间#职工!三违"总

在一念之间#笔者还听说 #有时

受检单位会在检查时#刻意安排

那些能说会道&各方面掌握比较

好的人在此时上岗#而安排各方

面素质&反应能力不强的人在检

查的日子里不上岗# 纪律松懈#

对于煤矿来说这就是隐患#因此

在检查后杀杀!回马枪 "是非常

有必要的$

笔者建议#安全检查不要总

是固定在某一天的某一个时间

段里#不要规定好路线 #把检查

由静态变为动态#工作人员在自

己刚转过的地方再故地重游一

次#偶尔杀杀!回马枪 "#才不至

于让受检单位容易以应付过关#

只有做到不定时 &不定期 #这样

才会让他们不会临时抱佛脚#检

查时与不检查时一个样#我们的

矿井才会时时有防范#时时都安

全$

!

李晓东 田秋燕
"

本报讯
!

月
!

日上午 !郑州市

政府召开了全市煤矿技术改造和雨

季"三防#工作会议$ 郑州市副市长

孙金献出席会议并作了讲话$ 各产

煤县 %市 & 分管煤炭工作的副县

%市 &长 '煤炭局局长及河南煤矿监

察局郑州分局 '市安监局 '环保局 '

国土资源局'工商局'郑州市供电公

司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郑州市煤炭管理局局长王玉枝

对全市煤矿技术改造和雨季"三防(

工作进行了部署! 要求全市技改煤

矿在
"##$

年
%"

月底前必须全面完

成煤矿技改工作! 并针对郑州市煤

矿水文地质条件复杂' 水害类型多

的实际提出雨季 )三防( 的具体要

求$

孙金献针对当前全市煤矿技术

改造和雨季 "三防( 工作作了再强

调'再部署$ 他强调说!一是要成立

组织!加强领导$ 二是要明确任务!

确保完成$

"##$

年底前所有矿井必

须全面完成技术改造任务 ! 进入

"#%#

年后 !各有关部门不再接收煤

矿技术改造竣工申请$ 三是要强化

责任 !落实到位 $ 各县 %市 &政府要

切实加大对技术改造矿井的监管执

法力度! 开展不间断的专项执法检

查!严厉打击边生产边技改'只生产

不技改的违法行为 $ 针对全市煤

矿雨季"三防(问题!孙金献指出!今

年煤矿防汛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立

足于 )防 (!着眼于 )疏 (!以人为本 !

突出重点!主动防范!确保汛期不淹

井!人员零伤亡$

!任二敏 孟晓强 韩海涛 何黎明 "

武汉市安监局长曝
#家丑$%

安监系统四缺乏

!

月
%#

日!在武汉市安监

系统半年工作总结会上!武汉

市安监局局长李上玉自曝)家

丑(! 直指少数单位和干部还

存在)四个缺乏(的问题*缺乏

求真务实!存在搞形式 '走过

场现象 + 缺乏有效的工作手

段!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

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

不顶用+缺乏创新精神 !对新

情况'新问题反应迟钝 !对上

面提出的新举措不理解'不执

行! 对别人的新经验不学习'

不借鉴+缺乏强烈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出现了厌战'悲观情

绪!对工作敷衍应付!得过且

过$ !据&长江商报'"

本报讯 !记者 穆黎明 特约记者

胡少飞"

!

月
&

日至
!

日!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先后召开党组会议和

局长办公会议! 学习传达温家宝总理

近日在山西大同煤矿考察时的指示精

神! 特别是温家宝总理在谈到安全生

产工作时所强调的,,,)必须正确处

理保增长与安全生产的关系! 任何时

候安全生产都是第一位的! 在安全生

产中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党组

要求全国安全生产监管监察系统!要

认真学习领会' 坚决贯彻落实温家宝

总理的指示精神! 结合总结上半年的

工作情况! 分析安全生产面临的形势

任务!研究安排下半年的重点工作!进

一步振奋精神'坚定信心!明确责任'

强化措施!通过坚持不懈地努力!促进

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定好转$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党组

书记'局长骆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

通过扎扎实实地做好安全生产监管监

察工作!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

和张德江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

安全生产工作的指示和要求落到实

处$ 安监总局近日部署了在全国集中

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和督促检查工作!

在安全生产工作的关键时期和主要时

段! 再次动员全国安全监管监察系统

和安全生产战线的全体同志! 进一步

统一思想'认清形势!坚定信心'狠抓

落实!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更加有针

对性地推动)三项行动('加强)三项建

设(!有效防范'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努力促进全国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

定好转! 进而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

庆祝新中国成立
&#

周年!创造一个良

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集中组织开展安

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和督促检查工

作!既是我们坚定执行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决策

部署!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

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体现+ 同时也是我

们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行职责'承

担使命的现实要求$

骆琳指出!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

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 中央应对国际

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正确方针和 )一揽

子计划(正在发挥作用$但经济发展的

外部环境仍然很严峻! 经济回升的基

础还不够稳固! 各类不确定性因素和

各方面困难问题还较多$ 在这样一个

关键时期!必须更加认真负责'扎实有

效地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要按照温家

宝总理在山西大同考察时提出的要

求! 正确处理保增长与安全生产的关

系!强化安全发展的意识!时刻绷紧安

全生产这根弦!努力为)保增长'保民

生'保稳定(的工作大局!提供强有力

的安全生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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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教育理念
创建安全和谐家园

本报讯 近日! 根据睢县

教育局精神!睢县尚屯镇二中

在学校会议室举行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法律'礼仪'安全知

识(竞赛$ 比赛共分笔试'现场

问答'个案分析三个部分$ 这

次活动!使学生增强了法律意

识!懂得了礼仪谦让!自我保

护意识也得到了加强!进而树

立了正确的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 !岳永"

郑州市中原区
开展安全生产培训

本报讯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郑州市中原区安监局

连续举办了
(

期安全生产培

训班!对辖区内各生产经营单

位厂长%经理&'安全管理人员

和学校及幼儿园的主要负责

人进行了安全培训$

据中原区安监局负责人

介绍!此次安全生产大培训共

有
(##

人参加$ 培训课上!专

家们结合身边发生的一些安

全生产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

了 -安全生产法.'-河南省安

全生产条例 . 等有关法律法

规!使前来参加培训的各位厂

长%经理&和学校负责人受到

了一次良好的安全教育$

!赵钦 王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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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电钳工安全常识

%)

照明&信号&电话和手持

式电气设备的供电额定电压#

不超过
%"!*

$

")

在进行倒闸操作时#应

由操作人填写操作票$

()

矿井电力系统中#用户

和用电设备按其重要性的不

同进行分级 # 可分为一级负

荷&三级负荷&二级负荷$

+)

年产
&

万吨以下的矿井

采用单回路供电时#必须有备

用电源
,

备用电源的容量必须

满足通风&排水&提升的要求$

-)

不可以带电检修和移动

电气设备$

&)

煤矿井下远距离控制线

路的额定电压不超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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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学习落实温家宝总理考察山西时的指示精神(((

郑州市副市长孙金献在全市煤矿技术改造和雨季)三防$工作会议上要求(((

安全检查
不妨杀个*回马枪$

安全经验

!

月
%"

日
%"

时!贵州省晴隆县新桥煤矿)

&

/

%!

(透水事故中被困的矿工王圈杰'王矿委'赵卫星奇迹般生

还!生还的
(

名矿工均系河南汝阳人$ )

&

/

%!

(透水事故被困矿工共
%&

人!于
&

月
"-

日曾找到一名遇难矿工遗

体$ 截至
!

月
%"

日中午!仍有
%"

名矿工下落不明$ 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终于在事故发生
"-

天后!成

功救出
(

名被困矿工$

(

人被救出时仍能说话!目前医务人员正在全力以赴抢救他们$目前!

(

名矿工生命体征

平稳!但由于身体过于虚弱!需要继续观察$ 据了解!

(

名矿工在井下依靠矿井渗水维持生命$ '本报综合报道(

=>5?@A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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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过程中+几位矿工在运送抢险救援设备!图片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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