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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西矿业讯 为大力弘扬“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深入开展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活
动，10 月 11 日，应介休市宋安村求援，
由高阳煤矿党委书记带队，组织机电、
排水系统 10 余名精兵强将带着排水设
施赶往介休市宋安村进行排洪救援工
作。
连日来阴雨连绵，导致介休市汾河
湿地公园遭遇洪水倒灌，沿河部分村庄
特别是宋安村房屋、农田被淹，受灾面
积达 300 平方米，受灾群众成功疏散，当
地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社会公益组织纷
纷赶赴现场有序开展抗洪抢险工作。
经过 50 分钟路程，上午 10 点左右，
高阳煤矿干部职工到达介休市汾河湿
地公园岸堤，在当地居民的积极配合
下，经过简单整顿、分工后，立即投入抢
险排水战斗。大家齐心协力将两台
7.5KW 排水泵、两组 50 米消防管等设施
抬到指定地点，有序开展装泵、接线、铺
管等工作，施工现场紧张有序、忙而不
乱。经过将近一个多小时的前期准备，
两台排水泵安装就绪，顺利入河，成功
开始排水任务，预计每小时排水量可达
160m3./小时。据了解，在以后的一段时
间里，高阳煤矿将每天安排干部职工轮
流值班进行排水，直至圆满完成抗洪救
援任务。
此次救援行动展示了高阳煤矿干
部职工雷厉风行、精干高效的优良作
风，善举受到当地村民的高度赞誉，危
难时刻彰显了国有企业的责任和担当，
高阳人用满腔热情诠释了大爱无疆、无
私奉献的高尚情怀。
（赵广良 马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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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西矿业
汛 10 月 初 以
来 ，受 连 日 强
降雨和汾河水
位急速上升的
影响，
生活服务公司下属柳湾、
高阳、
水峪、
灵石管理
中心辖区内出现不同程度的低洼积水、
树木倒伏、
山
体滑坡等现象。生活服务公司党政第一时间组织各
管理中心党员干部职工摸排危房、
地质隐患，
转移受
灾群众，
全力做好汛期地面安全保障工作。
灵石管理中心辖区两渡矿毗邻灵石县两渡镇
汾河段，由于上游水库泄洪，导致河水倒灌入矿区，
两渡矿职工家属区低洼处最深水位达 1 米多，灾情
严重。从 10 月 3 日开始降雨，灵石管理中心启动了
汛期 24 小时值班制度，管理中心“四部一室”干部职
工分片包网，加大对地面巡查力度，对重点危险区
域进行严控。10 月 5 日晚，矿区内开始出现积水，他
们紧急启动应急预案，连夜将低洼处 33 户居民进行
转移。从 10 月 5 日晚到 10 月 9 日转移受灾职工家属
共 6000 余户上万人。灵石管理中心还积极与地方
政府联系，帮助 7 户困难职工住进了地方政府安置
点，并给 7 户居民送去了棉被、棉褥、雨衣、米、面、油
等物资，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其余人员也都得
到了妥善安置。10 月 9 日，随着降雨的减少，矿区内
积水水位开始逐步下降，所有干部职工进入灾后清
理工作中，包括调抽水泵抽放地下室淤积污水，清
理路面垃圾，消杀等工作。经过紧张的工作，10 月
10 日已经有部分小区恢复供电。经过全部消杀和
水质检测后，生活服务公司恢复矿区供水，在科学
有序的清理过后，尽快帮助职工家属恢复正常工作
生活。
同一时间，生活服务公司所属柳湾、高阳、水峪
管理中心因所辖区域地处吕梁山区，连续降雨，使
得地表层含水饱和，极易发生地面塌陷、山体滑坡、
树木倒伏等次生灾害。国庆期间，吕梁地区开始降
雨，三个管理中心的干部职工放弃休假，进入三班

生活服务公司汛期聚力保安全
倒、连轴转的工作状态。他们启动雨季“三防”巡查
机制，对矿区地面单位、家属区、防洪渠、周边山体
地质变化情况进行每日巡查，共处理石坝石块松
动、墙体脱落、树木倒伏、电杆地基裸露等险情上百
起。迅速有效的处置，避免了险情的进一步扩大。
随着降雨时间的延长，他们还帮助矿区山体周边房
屋上百户职工家属进行了安全转移，保障了职工群
众生命安全。
据了解，生活服务公司各管理中心能在这次汛
期步调一致、行动迅速、反应敏捷、调度有序，最大
限度地保障了企业和职工家属的安全，缘于他们每
年都抽调精兵强将进行雨季“三防”动态检查，督促
各管理中心有序开展防汛工作。进入雨季，生活服
务公司领导干部更是把“雷声当成信号、雨点当成
命令”，快速识别危险源、消除隐患，已成了他们的
一项常规性的工作，此次高效妥善应对灾情，就是
对他们日常细致周到工作的最大认可。
（王玮 邓巧棠 范艺 张金贵 吴晓龙 董建财
薛从容 任晓华 阴敏 杨建娥）



气的安全渡汛。
（霍佳）
❋ 近 日 ，洗 煤 厂 党 政 领 导 前 往 两
渡选煤厂运营部检查其生产经营状况
及各类安全隐患和受灾职工生活状况
并进行现场办公，对两渡选煤厂运营
部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生产系统
工艺流程及设备运行状况、厂房内外
的安全隐患、受灾职工生活现状等进
行全面检查，了解厂点巡检系统及设
备电子二维码等工作。全面摸排职工
的受灾情况，做好慰问和善后处理工
作，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体现出组织
关 怀 和 企 业 
大家庭温暖。
（尚艳艳）



层跟进落实，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
积极主动、持续改进的工作态度推动各
项工作落实落地。 （陈燕 冯小青）
❋ 国庆假期，营运分公司科学制定
措施，组织有效资源，强化现场管理，党
政工团总动员，
打好雨季
“三防”
战，
第一
时间成立雨季“三防”总指挥部，以公司
调度为中心，
辐射各站、
段、
车间，
由专职
人员负责，每日从防洪、排水、用电等方
面开展拉网式大排查，确保各个环节可
防可控。安全小分队分赴各站点对雨季
交通、用电、防雷电、预防自救等雨季安
全知识专题进行讲解，做到人人都是安
全员，
处处都是标准岗，
牢牢把握好每个
阶段、
每个环节的防范工作，
保证极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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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详查。针对检查出来的问题，立即下
发整改通知书，
并将强化后续监管，
确保
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周毅）
❋ 南关煤业公司以精益化管理为抓
手，
推行
“一事一表”
，
将
“规划图”
变为
“施
工图”
，
将
“软指标”
变为
“硬杠杠”
。各部
门、队组充分应用 SMART 原则、5W2H
分析法、
5WHY 分析法等方法细化、
量化
指标，
定措施、
定节点形成
“一事一表”
，
将
工作清单整改措施落实和进展成效情况
进行一一汇报，并对安全生产过程中的
痛点、难点进行讨论交流，做到目标、事
项、责任人、工作进度、完成时限“五明
确”
，
形成
“不留缝隙、
不留死角，
不交叉、
不扯皮”的工作体系，层层传导压力、层



❋近日，贺西煤矿开展关键岗位违
纪违法警示教育培训，围绕国有企业职
工与公职人员、
盗窃的处罚及警示、
伤害
的处罚及警示、
职务犯罪的警示、
吸毒的
警示、
电信网络诈骗的预防六方面内容，
结合相关案例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以
案为鉴、以案明纪、以案促改，发人深
省。
（闫黎霞）
❋日前，水峪煤业信访维稳部牵头，
联合纪委监察部、
两办、
水峪管理中心等
单位人员，到职工餐厅、班中餐等地，对
该区域日常标准化管理、
食品卫生、
疫情
防控、
消防安全进行检查，
对涉及场所内
规范用火、
用电、
用气设施情况以及食堂
卫生、
生鲜来源、
存放等食品安全问题进



10 月 3 日-10 月 7 日，
两渡煤业公司
所在的灵石县地区迎来了史上罕见的大
范围、
长时间降雨，
降雨量达到了有气象
记录以来的历史同期极值。在全国煤炭
“保供”的紧要关头，有这样一群“煤亮
子”
，
在防汛排险、
恢复生产的特殊战斗中
始终坚守，用行动诠释煤炭人的执着与
奉献。
涉险：
汛情与危情交织
10月3日、
4日连续两天的强降雨，
给
两渡煤业安全生产造成极大威胁。强降
雨不仅带来矿区积水增多，
排洪困难，
甚
至出现局部山体滑坡的险情。新风井山
体发生滑坡滚落的泥石、树木将连接井
下与地面的静压水管、
排水管路、
注氮管
路、
集中供液管路破坏，
造成矿井静压水
系统、地面制氮供氮系统以及集中供液
系统中断，井下污水不能排至污水处理
站，
直接影响矿井生产。压风机房、
崔井
绞车房、地面 6KV 变电所和矿井监控系
统因雨势过大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矿区内移动通信网络中断，人员无法联
系、工作不能直接安排。因汾河流水量
加大、水流湍急，两渡
镇汾河桥实施封闭，
造成矿井煤矸石不能
正常拉运。更为严重
的是，10 月 7 日因汾
河上游泄洪，职工家
安全为天 属生活区及单身职工

安全因素。信息中心负责监测监控，确
保井下各项数据指标保持正常传输。从
停产到复产的近四天时间里，两渡煤业
公司井下系统时刻保持
“精神状态”
。
---两渡煤业公司防汛避灾工作纪实
复产：
担当与奉献同在
曹全胜
汛情虽险，
大爱无疆。党组织
“亮身
做表率、
比贡献”
的旗帜与引领作用在
公寓被淹，
致使职工无法正常出勤，
直接 公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投入防汛抢险 份、
防汛抢险中充分发挥。党员冲锋在前
影响复工复产。
工作。
用行动诠释初心，
骨干战斗在一线，
以
停产：
排查与保护并重
地面系统，
公司领导靠前指挥，
职能 面，
为保障矿井安全，保护矿工生命不 部门协同作战。由调度指挥中心全面指 表率激发斗志。支部就是堡垒，与险情
受威胁，
两渡煤业公司做出停产决定，
自 挥，以新风井工业广场和崔家沟工业广 抗衡，矿山人用执着彰显担当。党徽就
与时间赛跑，
“煤亮子”用奉献回
10 月 5 日零点班开始停止一切采掘作 场为主战场，兵分数路进行防汛抢险。 是名片，
业。停产并不代表对矿井安全监管可以 安全管理部负责现场警戒与观察，随时 报企业。不知是雨水淋湿了脸庞，还是
最后我们看到的，
是胜
松懈。两渡煤业公司采取排查与保护并 为抢险队伍发出安全警报。物资供应中 汗水浸透了衣衫，
重的策略，
安全、
供电、
通风、
排水、
瓦斯检 心负责抢险物资配给，保证及时足额到 利的微笑无比灿烂。10 月 8 日下午四点
查等部门全面做好井下各生产系统必要 位。机运区负责受损设施、管路更换与 班，两渡煤业公司实现全面复工复产。
的安全检查工作，保证井下各系统时刻 维修，为早日复产争取时间。汽运车间 自 9 月 29 日煤炭“保供”战役打响，到 10
两渡
处于
“健康”状态，
为复工复产创造条件。 负责车辆、
机具随时调配，
最大限度满足 月 9 日夜间复产后第一列精煤运出，
同时，
调度指挥中心、
安全管理部、
探放地 抢险需要。各工业广场干部职工与应急 煤业公司在克服汛情影响和停产近四天
质部、
生产技术部等部门协同联动，
采取 抢险队伍分组作业，
密切配合，
能用机具 的双重压力，实现原煤生产 24850 吨，精
为煤炭
“保供”
做出了卓
雨前、
雨中、
雨后实地勘察与井上下信息 的用机具进行清理，不能用机具的地方 煤外运 17144 吨，
实时互动的形式，
对地表降雨情况、
地面 就用人工清淤，成功抢出了复工复产的 越贡献。
期间，两渡煤业还全力参与两渡居
设施安全情况、
周边煤矿安全状况、
废弃 关键时间点。
井筒安全状况与井下涌水量进行全方位
井下系统，
值班干部紧盯一线，
把脉 民区防汛避灾工作单管干部分片包干，
监控，在保证矿井在停产期间安全的同 系统正常运转。通风区负责矿井通风、 疏导 1529 户居民共计 5000 多人撤离受
时，为复工复产提供第一手详实资料和 瓦斯检测，
实现
“一通三防”时刻保持
“绿 水害影响区域；成立 50 余人的党员志愿
数据。
灯”。机运区负责各作业地点供电、
排水 者队伍进行夜间值班值守，守护百姓平
抢险：
灾害与毅力较量
正常进行，为复工复产创造有利条件。 安；投入水泵、线缆等价值 6 万余的设施
10 月 6 日凌晨，由于降雨持续增大， 生产技术部和探放地质部负责作业地点 设备进行居民区排水自救，以实际行动
矿井地面局部系统发生险情。两渡煤业 技术保障和涌水量监测，不放过任何不 彰显国企担当与奉献。

汛情中，
“煤亮子”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