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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安
全
为
天

清
洁
能
源

本报讯 通讯员胡岩

毅 樊洪波 京丰公司开展

了“安全生产月”主

题承诺签名活动，广

大职工郑重签名，签

下了对安全生产的

承诺。该公司“安全

生产月”活动分为四

周进行，将分别开展

安全大讲堂活动和

安全知识竞赛，提升

员工的安全素养，强

化安全观念；开展应

急演练观摩活动，提高工作人员应对

突发事件自救互救能力、提高企业整

体抵御风险的能力；组织观看警示教

育宣传片和科普宣传活动，利用公司

网络、公司内部微信群等方式，剖析典

型事故和灾害案例，提高员工的安全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结合春季安全

环保大检查、危化品安检查、防汛检

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清理整治活动，

此外该公司还将陆续开展“国际减轻

自然灾害日”、“安全生产大培训”、“典

型选树”等贯穿全年的主题活动，以识

别防范重大风险、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遏制各类生产事故为目标，时刻牢记

安全承诺，落实安全责任，加强安全管

控，推进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持续提升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上庄热电召开“安全生产月”暨

“应急宣传进万家”系列活动启动会。

宣布《上庄热电 2019年“安全生产月”

暨“应急宣传进万家”系列活动方

案》。该公司此次活动将结合年度安

全工作，开展安全文化建设活动，各级

安全生产责任人要按照要求开展安全

大讲堂活动。该公司还制定了安全月

考评办法，落实考核与奖励，提高员工

参与积极性，真正把安全活动转变成

安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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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正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大事多、喜事多的一年，是京能集团释放融合改革红利、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年，安全

保障工作任务艰巨，标准更高，要求更严，责任更大。6月份是全国第十八个“安全生产月”，此次“安全生产月”主题为“防风险、除隐患、遏事

故”，为了深入宣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国家能源局以及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月、应急管理、防灾减灾等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决策

部署和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能源局和北京市应急办相关通知的要求，京能集团所属企业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安全生

产月”暨“应急宣传进万家”系列活动，本期《京能报》特开设专版，对此进行报道，营造安全生产工作氛围。

本报讯 通讯员朱建浩 姜艳艳 京

煤集团总医院在安全生产月活动中为

就诊病患开展安全宣讲、发放安全材

料。利用员工午休时间开展内部安全

交流宣讲活动，普及安全常识、交流安

全心得。该院还围绕此次安全生产月

活动主题开展安全演练活动。

京煤化工公司所属各单位陆续

开展了“安全生产公众开放日”暨“安

全 生 产 宣 传 咨 询

日”活动。邀请职

工家属走进企业，

通过观看宣传片、

实地参观、集体座

谈等方式，近距离

了解和感受企业安全生产情况、家人

们的工作环境和企业发展现状，同时

还发放了安全学习宣传材料，解答日

常安全知识，开展了安全承诺

宣誓、灭火器使用方法培训等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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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耳熟能

详的话常常被人们挂在嘴边，它总是在生

死攸关的时刻用阿 Q 精神的思维方式给

人以慰藉，仿佛“人的命天注定”是从古至

今无法改变的一条铁律，以至于人们理所

当然地将一切交由命运，等待判决。作为

电力生产企业的一线员工，我曾不止一次

地听到身边有人提出类似的论调，好像一

切安全事故的发生最终都归于“命运”，人

的伤亡与否都取决于“天意”。但我要说，

安全之战，人定胜天!所有防患于未然的安

全行动，都会将“霉运”和“死神”拒之门

外，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作为生产一线的一员，长期的一线生

产工作逐渐让我明白了安全工作的本质，

那就是时刻保持警惕，不能有任何侥幸心

理。首先针对人的不安全因素来说，不论

是违章指挥还是强令冒险作业，亦或是违

章作业，都有着高度相似的特点，这类人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了“省时、省

事、省力”，不断在危险边缘试探。他们经

过长期的以身试法发现，在丰富的“工作

经验”面前，危险似乎是可控的，于是便更

加肆无忌惮，甚至会怀着“舍不得孩子套

不着狼的”想法开展工作，认为偶尔违章

一次没什么，同时又可以省事。殊不知还

有句话叫“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一

百次违章中，哪怕有九十九次都没有事，

但只要有一次失败，所有的一切努力将付

之一炬。因此，我认为在安全生产工作

中，只有严格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开展工

作，才能将人的侥幸心理消灭在萌芽状

态，也是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

除了人的不安全因素，控制好物的不

安全状态也是打赢安全之战的重要一

环。众所周知，生产一线的日常工作中有

很多定期工作，比如对设备定期切换备

用，定期巡点检，定期维护检修，对工作器

具仪表开展定期试验校验等。其实开展

这些工作是为了在保障稳定运行的同时，

也为安全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针

对这些工作，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只要按

照相关制度认真完成此类定期工作，会很

大程度上避免物的不安全状态出现。因

此我建议将安全管理也纳入此类定期工

作中去，在开展定期工作的过程中，对其

安全状态进行全方位评价。

对于身处生产一线的我来说，安全工

作已经是本身职责不可或缺的部分，没有

它，就没有开展生产的条件，只有本着“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工作思路，才能在安

全这场战争中赢得胜利。

安全之战 人定胜天
宁东发电梁嘉辉

“安全第一，生产第二”是安全生产的

基本原则，也是安全生产不可逾越的红

线，没有安全所有的一切就是废墟。

众所周知，化工是一个安全事故多

发的高危行业，归结安全事故原因，不

外乎就是安全意识淡薄、安全责任落实

不到位、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违反

操作规程。那么如何避免事故的发生，

如何从事故的探究和经验中得到启示，

使化工安全得到更高的保障和提升？我

认为保障安全生产要做好以下几点：一

是要强化培训，做好三基工作。培训工

作要真抓实干，不能流于表面，要切实

提升全员的业务技能和安全意识；二是

应急演练做到常态化。应急演练要符合

实际、注重实效，力争做到人人都懂得

应急状况下的处置原则；三是隐患排查

不留死角。以“横到边、竖到底”为隐患

排查的原则，学会举一反三，做到全方

位、不留死角地排查和整改；四是应急

救援器材培训常态化，确保每位员工都

能熟练掌握应急装备的正确佩戴和使

用；五是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操作，杜绝

三违现象。

我们每一个化工人都肩负着沉甸甸

的责任与使命，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是

我们的职责。一次未戴安全帽、一次未系

安全带、一个小小的烟头，都能带来不可

弥补的损失与遗憾；一次错误的判断、一

个偶尔的违章、一次小小的疏忽，也许会

引发事故，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因此无

论我们是操作人员还是管理人员，都要做

到从我做起，从点滴小事抓起，自觉履行

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把安全工作落实到

实处。

关注安全就是关注生命，多一份责

任，就多一份安全的筹码；多一份警惕，就

会多一把安全的保护伞。“安全可控、事在

人为；安全可靠，创优争零”，事故是可以

避免的，也是可防可控的，只要我们每一

个人都恪守规章制度，杜绝违章，事故就

会远离我们。

生命至上
国泰化工冯庆林

工作生活安全为天
电力后勤董宏伟

本报讯 通讯员乔艳芳 6月 16日，

昊华能源公司所属单位开展安全生产

宣传咨询日系列活动。组织员工观看

了事故警示教育片，开展了安全生产

事故警示教育培训，全体员工

集体宣誓签字。此外，通过发

放宣传资料、安全知识有奖问

答、文艺节目演出、领导现场

解答问题等多种手段，进一步

普及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

全救援知识，提升了全矿职工

安全生产法制意识、责任意

识、事故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

意识。

红庆梁煤矿组织了现场

急救知识的宣传演练活动。救护队员

在现场演示了在井下发生事故时如何

正确地给伤员止血、包扎、固定骨折部

位及正确搬运伤员，保护伤员不受其

它伤害。

鑫达商贸公司召开交通安全警示

教育专题会，详细分析了风险点和隐

患点并提出整改意见。

长沟峪煤矿开展“防风

险、除隐患、遏事故”2019 年

安全生产月签约活动。

木城涧煤矿通过矿微信

工作群、OA办公网及各支部

党员微信群等平台开设专题

专栏，开展安全文化宣传。

鑫通物资公司充分利用

施、收工会，安全例会和教育

培训活动，加大对安全文化的教育和

宣传工作，同时坚持在部门微信群转

发有关安全文化知识，提高全体生产

员工对安全生产重要性的认识。

昊华能源

本报讯通讯员娄家曦 京能电力安

全生产月活动分为四个时段进行，平台

公司本部共组织开展包括消防安全培

训，应急疏散演练等六项主要活动。

在京能电力所属发电企业，共安

排布置了 7 个类型的主要活动，中包

括，举办专题讲座、宣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思想、制作安全

文化走廊和安全展板、开展心肺复苏

急救和应急演练、组织员工观看安全

警示教育片、组织“安康杯”安全生产

知识竞赛等。各项活动感染力强，充

分调动员工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效果

显著，营造出了“生命至上、平安京能”

的安全文化氛围。 京能电力

北京热力
本报讯 通讯员陈龙 6月 16日，2019年

北京热力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科利源公

司举行，此次活动以“冬病夏治、温暖随行”

为主题，大力宣传北京热力安全稳定供热，

优质高效服务，着力解决用户的用热问题，

赢得用户的理解和支持，树立良好社会形

象。

在社区居民聚集区通过设置服务区

域、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途

径，宣传北京热力的供热服务工作。

在现场设立散热器专区、96069 专区，

主动做好供热相关政策常识的咨询工

作，帮助和指导用户及时解决用热难

题。针对低温及报修用户，详细讲解

演示故障报修操作流程，培养用户使

用掌上热力App自助服务的习惯。

京能置业
本报讯 通讯员马士敖 蔚

宪凯 6月 16日，京能房地产平

台“安全生产咨询日”主场活

动在京能建设集团景山项目

工地隆重举行。京能建设位

于天津、内蒙、河北、江西等地

的十几个项目同步举行“安全

生产咨询日”活动。金泰丽富

公司与所在东坝乡政府联合

举行了“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京能

置业（天津）公司在雍清丽苑项目工

地、津浦伟业公司在东丽项目工地也

相继举行安全生产咨询活动，营造了

浓厚的安全生产文化氛围。

在活动现场，京能房地产平台以

及驻项目工地领导分别向参建员工代

表发放了防暑降温药品，给全体务工

人员送上了清凉饮料，就员工们共同

关心的安全生产相关的劳动保护、相

关法律问题等进行一一解答，与员工

进行面对面座谈，向员工普及安全生

产知识，播放安全事故警示教育片，并

与员工一起在“防风险、除隐患、遏事

故”活动主题条幅上签字承诺。

进入六月，酷热难耐，可是当我们进

入煤场，走过1.21煤场事故事发地心情格

外沉重。

事故发生在 7 号仓。时近下午 5 点，

装载机正在6号仓攉煤，负责煤篦子疏通

的员工看见7号仓卸煤沟煤篦子有几个孔

堵住了就去疏通。但装载机攉完6号仓的

煤，又回到7号仓来攉煤。装载机司机没

有发现疏通煤篦子的员工，疏通煤篦子的

员工也未察觉装载机来7号仓攉煤，随即

事故发生。通煤篦子员工幸运地保住了

性命，但落下了终身残疾。

导致这起事故原因很多，但就伤者

个人而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伤者

安全意识淡薄、自保意识差。旁边有一

个庞然大物在距自己不足两米的 6 号仓

来回移动、轰轰作响，在没有人监护也

没有安全警戒的情况下自己进入卸煤沟

弓腰疏通煤篦子，这种行为只有两种原

因可以解释，其一，操作人员毫无安全

意识，想当然地以为装载机不会进入 7

号仓攉煤，思想开了小差想着别的事，

以迷迷糊糊的状态来工作。另一个原因

就是操作的随意性强、习惯性违章。规

程明文规定，通煤篦子需要接到值班人

员指令，一人监护一人作业。伤者没有

接到指令，自己一人进入卸煤沟疏通煤

篦子，没有工作监护人，表面看是主动

工作、对工作尽心尽力，实则说明了无

视作业规程、无视企业制度。如果伤者

执行了规程中的任意一条，这起事故根

本就不会发生，可惜的是他没有。海因

西里法则告诉我们，这起事故的发生决

不是一件偶然事件，而是多次的这种随

意性违章操作导致的必然结果。

对事故隐患的忌惮，也是安全责任的

警示。针对日常管理松懈、教育培训不到

位、不利的工作环境、劳动组织不合理等

等带来的风险，都需要举一反三、彻头彻

尾地整改，扎紧安全管理的笼子，但归根

结底，提升安全意识，员工自己有一个认

真端正的态度才是关键。

生活工作安全为天，不仅仅是对社

会、对企业而言，对家庭、对个人来讲尤

为如此。个人于社会只是汪洋中的一点

水，但于家庭却是擎天支柱，至关重要，

所以，当我们走上工作岗位，就必须将家

庭琐事、日常纠纷统统抛开，提高安全意

识、排查隐患、按规程作业，工作一分钟，

安全60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