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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淮北市岱河矿业公司紧密联系当前矿井生产的工

作实际，坚持“三个结合”，把各项工作的出发点、立足点、落脚

点放在职工群众上，放在为一线生产服务上，以实际行动唱出

教育实践活动“好声音”，取得一定的成效。据了解，该矿现在

干部扑下身子，贴近头面，扎扎实实干工作的越来越多，也为

矿井的安全持续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程伟）

坚守安全不放松
皖煤速递

岱河矿业党的群众路线“三结合”取得新成效

为进一步加强“四超”车辆提升运输管理，从源头消除提

升运输的安全隐患，日前，皖北煤电集团卧龙湖矿专门制定下

发了“四超”车辆管理暂行规定，确保运输设备安全运转，为矿

井安全生产提供坚实保障。该矿对“四超”车辆与一般料车做

了明确界定，对各类沙石、电机、锚杆、火工品等物品的装车和

运输管理进行了明确规定，要求各生产单位在“四超”车辆运

输前必须制定专项运输安全措施，并明确专人负责，严格执行

措施，无措施的严禁运输。 （尹圳 谢超）

皖北煤电卧龙湖矿强化“四超”车辆管理

日前，皖北煤电集团恒源矿面对井下开采深度延伸，安全生

产管理难度持续加大，生产任务艰巨等不利因素，始终牢固树立

“安全第一”的理念，扎实组织每周一隐患排查，确保排查出矿井

存在的相对静态的较大隐患，及时整改，消除安全管理盲点与死

角。截至 9月 23日，该矿已实现安全生产 1566天，增强了矿井
应对危机的根本生存能力。 （吴小平郝玲）

皖北煤电恒源矿加强排查消除安全死角

日前，淮北矿业青东煤业紧紧围绕安全生产中心工作，结

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五项活动，为完善安全管

理工作落实机制，解决现场实际问题，推进安全管理制度创

新，构建安全管理长效运行机制夯实基础。一是积极开展好集

中学习活动；二是扎实开展纪律大整顿活动；三是深入开展安

全隐患排查活动；四是广泛开展安全承诺活动；五是开展素质

提升大培训活动。 （单勇）

青东煤业五项举措建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上周，掘进系统平均分 98.59分，系统最高分是综掘三区
副区长韦志国，99.50分……”这是日前许疃矿周一安全办公
会上，对上一周生产辅助单位干部跟带班综合质量考核情况

通报的一幕。近期，淮北矿业许疃矿从井上井下严管干部入

手，出台惩罚激励政策，领导干部以身践行，建立起安全管理

长效运行机制，促使安全管理水平上台阶，实现安全形势基本

平稳。 （王伟）

8月份以来，杨柳矿强化了职工浴池管理，重点对更衣箱
进行整治，由物业科、保卫科联合对责任人不明确的更衣箱进

行了清理整顿，并重新进行了整合，将更衣箱按单位集中摆

放，方便了日后管理。为确保职工饮用水供应，针对下井高峰

期井口茶水站供水能力不足的问题，积极采取措施，分早中夜

三个班次在茶水站熬制绿豆茶供职工饮用，有效缓解了饮用

水紧张问题。 （黄伟）

日前，记者从淮北矿业集团杨庄矿获悉，该矿近年来人员

减少了，产量却增加了。2009年以来，作为开采 47年的老矿
井———淮北矿业杨庄煤矿通过多种途径，深挖内潜，科学合理

整合、调配人力资源，矿井用工总数由 2009年的 6228 人减员
到如今的 4624 人，共减少用工 1604 人；全员工效由 2009 年
的每人每年 381吨增加到现在的 535吨，提高了 41%；职工收
入由 2009年的每人每年 4.2万元增加到 6.5万元，增幅 62%，
矿井整体工作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郑洪光 郝玲）

今年以来，袁店一矿掘进一区突出超前支护管理，采取有

力措施，确保掘进施工安全。连日来，该区制定特殊地段超前

支护管理措施，重点加强迎头支护质量动态监控工作，要求每

班有跟班管理干部和工人同上同下，时刻紧盯迎头超前支护

管理，严防片帮掉顶伤人事故发生。严格执行掘进施工措施，

对工程质量不符合要求的坚决推倒重来，决不允许带着隐患

作业。 （王爱林）

日前，朱仙庄煤矿针对大量家住外地的职工，出台相关

规定，让职工常回家看看。规定内容为：参加工作 1 年至 10
年的享受每年 5 天年休假，参工 11年至 20 年享受每年 10
天年休假，20年以上享受每年 15 天年休假，职工也可根据
个人需要，分段请假。所谓分段请假，就是职工将原本一次

请完 10 天或 15 天的年休假分成 2—3 次请假，每次 5 天，
年休假期间工资享受同岗位标准执行。同时，该矿家住外地

的职工还可享受探亲假和探母假，而探母假和探亲假也同

样属于有薪假期。 （王道玉）

许疃矿严管干部强化安全管理

杨柳矿党委真心诚意为职工办实事

杨庄矿五年减少用工 1600多人

袁店一矿掘一区强化超前支护管理

朱仙庄矿职工常回家看看不犯愁

市场不相信眼泪，面对煤炭市场低

迷带来的挑战，皖北煤电祁东矿将应对

危机作为提升矿井管理水平的机遇，在

安全生产、煤质管理、提高双效等方面

找方法、想对策，确保顺利完成全年各

项目标任务。

面对危机，他们广泛开展查漏补

缺活动，认真查找自身在应对危机中

是否存在畏难情绪，在安全技术创新

中是否思想不够解放，在现场管理中

是否存在问题排查还不够细致等问

题。针对暴露的问题，他们将提效点

落实在班组，实施到岗位，确保岗位

增效。

该矿以提升煤质为主抓手，全力降

低各项成本开支，加强预算管理，深化

修旧利费，确保把吨煤成本降下来，把

煤质提上去。

该矿通过开展 EAP 员工帮助计
划、每周一走访调研等形式，广泛了解

员工所思所想，稳大局、解民忧，切实解

决困难员工实际问题，全力构建稳定和

谐的矿区环境。在工资分配上，向一线

苦、累、险倾斜，力保一线工资。同时，该

矿结合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公司应对危

机的举措，对今年各项政策进行总结反

思，着手制定明年的政策。

连日来，童亭矿组织全矿班队

长以上管理干部认真学习淮北矿

业党委下发的《关于加强中秋、国

庆节期间党风廉政建设的通知》精

神，进一步强化“两节”期间领导干

部廉洁从业意识，积极营造风清气

正、健康祥和的节日氛围。

该矿要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

牢固树立“风清气正才会出政绩”、

“廉洁从业才能成就事业”的理

念，切实增强风险意识、法纪意

识、自律意识，克服小节无害思

想，严格执行《淮北矿业进一步改

进工作作风的二十条规定》，珍视

组织的信任和自身形象，集中精

力抓好安全生产、经营管理等各

项任务的落实工作。严格执行“禁

酒令”、奖金审批发放、公开的有

关规定。领导班子成员严格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对分

管范围人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

既管好自己，也管好配偶、子女和

身边的工作人员，做风清气正的

践行者、引领者和推动者。严禁各

级党员干部以任何理由违规收受

现金、购物卡、会员卡和各种形式

的礼品馈赠。因各种原因未能拒

收的必须按规定登记上交。

该矿纪委还设立了公开举报

电话，对顶风违纪的，一经核实，从

严处理。利用多种宣传形式，加大

对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制度的宣贯

力度，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

业氛围。

近年来，石台矿业坚持为职工

办实事、办好事，通过实施民生工

程 ,改善职工居住条件、美化绿化
环境。 2011 年以来公司建设了
882 套廉租房，基本解决了职工住
房难问题。投资 600 余万元完成
工人村线路改造工程，解决了用

电高峰期电压不足的问题；投资

500 余万元完善 1200 米的道路配
套工程，改善职工家属出行环境；

对井口茶水站进行改造并投入使

用，职工可以喝上健康的直饮式

纯净水；对西大院排水系统进行

改造，解决了职工家属出行难的

问题，受到职工家属的一致好评；

工人村职工家属浴池建成并投入

使用，方便了职工家属和离退休

老同志洗浴；加强“两堂一舍”管

理，职工餐厅实行“福利化”经营，

并为所有单身宿舍安装了空调；

对工人村损毁路面进行维修，改

善了职工生产、生活条件；完成了

工业广场 1.46 万平方米的沥青路
面改造工程。还积极实施绿化工

程，2011 年至今新增绿化面积 2.6
万平方米，实现全公司绿地面积

34 万平方米，覆盖率达到 42.6%，
人均绿地面积 12.68平方米。

该公司把文明创建工作与“清

洁矿山、美化家园”活动结合起来，

严格监督检查，不断健全完善各项

管理制度，巩固提高文明创建成

果，多次被淮北市授予“园林式单

位”和“文明标杆单位”荣誉称号。

祁东矿承压奋进

梁勇 谢正义汪根

石台矿业让职工群众得实惠

高加林

童亭矿“两节”劲吹“廉洁风”

一线

———安徽煤炭企业现场工作扫描

进入九月份，淮北矿业芦岭矿大力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活动，

在全矿掀起安全质量标准化创建高潮，严格现场工程质量管理，做到动态达

标，夯实安全根基，确保实现安全年。图为芦岭矿职工代表在基建二区施工地

点检查工程质量。 王盟 本报记者 郝玲 / 摄影报道

淮北矿业芦岭矿严格标准保安全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皖北煤电集团刘桥一矿坚持把安全生产

效果作为检验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各级管理人员切实转变作风，围绕现场定

措施，深入井下抓落实，有效促进了矿井的安全生产。到 2013年 9月 26日，矿井

将迎来安全生产五周年。图为皖北煤电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葛家德（右一）、

刘桥一矿矿长尹纯刚（左二）等在刘桥一矿井下检查指导工作。吴辉 /摄影报道

刘桥一矿以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促安全生产

在皖北煤电钱营孜矿活跃着这样一支队伍，他们不但平时在各自岗位上带

头履行安全规章制度，还利用业余时间开展安全监督检查活动，被称为矿山“啄

木鸟”。他们用锐利的眼光，能搜索煤矿生产的每一个角落；有厉害的利器，能敲

击坚硬的岩石深处；有敏捷的头脑，能准确捕食每一条隐患“蛀虫”。图为钱营孜

煤矿安监员陈义（中）在 3225风巷迎头排查“隐患”锚杆。 李继峰 /摄影报道

钱营孜煤矿的矿山“啄木鸟”

为加强井下电气设备防爆管理，淮北矿业集团孙疃矿积极开展电气设备防

爆专项检查，对查出的问题，标准是什么、应该如何处理，有针对性地向施工人

员面对面交流，进行现场电气设备防失爆技能培训，改变了以往“走马观花”查

问题开罚单的方式，对做好机电设备防失爆工作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图为

孙疃矿一名电气防爆工对施工人员进行现场培训指导。 周仁鲁 / 摄影报道

孙疃矿现场培训效果好

面对当前严峻的煤炭市场形势，皖北煤电集团任楼矿始终紧抓安全不放

松，该矿各级管理人员紧盯生产现场，严把施工过程安全关，确保矿区安全生

产。图为任楼矿坑代科转运队队长年前红在大件转运现场排查安全隐患。

董志红 本报记者 郝玲 /摄影报道

皖北煤电任楼矿干部紧盯现场保安全

中秋、国庆接连放假，职工容易出现麻痹思想，成为安全生产隐患点。为紧

绷中秋、国庆节日期间职工安全弦，淮北矿业涡北矿积极开展“查隐患人、反

‘三违’人、扬安全人”的专项“安全隐患人”排查、帮扶活动，进一步增强职工安

全意识和自主保安能力。图为涡北煤矿安监人员在井口检查当班入井人员的

入井证。 陈彪 /摄影报道

涡北煤矿紧绷节日安全弦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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