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督促煤矿企业贯彻落实
《煤矿矿长保护矿工生命安全七条规
定》，深入开展煤矿“打非治违”专项行
动，巩固隐患排查整治成果，促进煤矿
企业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今年 4 月下旬，湖南煤监局在娄底和
常德监察分局之间开展交叉集中执
法。 这次集中执法由该局总工程师周
革忠和副局长贺德安分别带队， 集中
湖南局机关、娄底监察分局、常德监察
分局的监察人员，并聘请专家，对涟源
市和辰溪县各 8 对矿井进行了现场
监察。

现场查隐患
火眼金睛一针见血
800 米、900 米急斜井下山，

-100 米、-200 米巷道落底， 从井口
到工作面，来回通常步行三小时以上，
途中经常被不到 1.5 米高的逼仄处压
着， 猫腰缩身， 急上山更是要手脚并
用，30 多度高温大汗淋漓穿行在煤灰
萦绕的采区工作面……即便几乎都是

这样的“恶劣”环境，湖南煤监局的执
法人员在领导的亲自带领下， 逢井必
下。 用该局带队领导的话说：“不去现
场，看不到情况，没有发言权。 ”

于是乎，从井口充电房开始，查矿
灯与矿工对应牌号、急救器领用登记、
下井违禁物品检身制度、“一坡三档”
设置、绞车房系列规定；查通回风量与
系统，瓦斯探头位置与数量，是否使用
阻燃电缆防爆开关……一项一项逐项
严格检查。

一到现场，问题就暴露了：涟源市
新光煤矿、 柏树煤矿没有对突出煤层
开拓前和开拓后进行区域预测； 洪水
岭煤矿采掘工作面突出危险性预测预
报参数测定不规范；辰溪县枫栏、寺前
铺、 巴卡坳和古树溶四个煤矿机电设
备失爆现象严重；同时，部分突出矿井
井下作业人员没有携带自救器下井；
掘进巷道反向风门不能关闭严密，风
门墙体上的管线孔没有封堵严密，没
有反向水沟， 通过风门墙的风筒没有
安装防逆流设施；瓦斯超限作业，瓦斯
检查地点不全，峒室、密闭、栅栏等处

未检查瓦斯等现象普遍存在……四天
时间两地共查处隐患和违法行为 479
条，其中重大安全隐患 59 条。 对此，
该局总工程师周革忠严肃指出，“我们
执法人员和煤矿负责人都要认识到，
对于安全隐患，我们绝不能回避，要敢
于面对，坚决整改，这样才会整治好隐
患，确保安全。 ”

执法讲道理
深入浅出心服口服

针对湖南煤矿办矿水平低、 从业
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湖南煤监局局长
陈国新在该局推行“说理式”执法，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法律条款、 隐患
危害和技术问题，讲得清、听得懂，消
除执法对象的抵触心理， 主动维护煤
矿的生产安全。

“问题不讲透，整改措施就难以落
实，下次还会犯。 因此，每次执法就是
一次培训课，人员素质慢慢提高了，才
能自觉对照规定查改隐患。”该局事故
调查处处长袁运乾说。

在辰溪县寺前铺煤矿， 执法人员
检查地面主提升绞车时，发现“闸间隙

保护与松绳保护失效，上、下过卷保护
失灵，衬板螺栓松动，减速箱、盘形闸
漏油严重”， 该矿负责人闻言惭愧地
说：“要不是你们指出来， 真没意识到
绞车的维护保养会有这么多问题，也
不知道怎么维护呢。 ”

“矿灯要跟人对上号，而且要严格
登记、集中管理。 ”执法人员在辰溪县
刘家坳煤矿检查时提醒煤矿负责人，
可该矿负责人不以为然，“每次都有矿
领导带班，由他负责，一直都这样的，
没问题。 ”

“矿灯管理可以显示当班下井人
数。 要是有人没升井，严格登记了才能
第一时间找出来，而且要组织人员下井
去找。您得加强学习，与时俱进啊！ ”在
一旁的湖南煤监局副局长贺德安耐心
地向该负责人解释“人、灯、牌”三对口
的好处，讲得煤矿负责人直点头。

执法即服务
真知灼见送上门来

在涟源市和辰溪县交叉集中执
法，20 余对煤矿的负责人对湖南煤监
局的执法行动非常支持和配合， 用他
们的话说，“湖南煤监局的执法组，是
代表国家来对我们进行执法监察，来
的都是行家里手和专家， 为煤矿安全
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我们想请都请不
来。 ”

而湖南煤监局对监察执法的要
求，除了依法履职、严格执法外，始终
人性化的将行政执法和技术服务高度
结合，毫不吝啬的输出技术与经验，帮
助煤矿安全发展。此次执法行动，查处
隐患和违法行为 479 条，执法组通过
现场指出纠正、通报会议研究解释，帮
助煤矿管理人员提高安全意识、 提升
个人素质、强化整治能力。正如该局局
长陈国新所指出， 着力发挥“科技强
安”和支撑体系的作用，加强示范引领
和技术服务， 完善示范工程建设的标
准和要求，做好经验推广工作。在瓦斯
灾害严重区域， 积极规划创建一批瓦
斯治理示范矿井； 要根据实际在采掘
机械化、水害防治、职业病防治、警示
教育等方面建设一批示范矿井。 加大
煤矿先进适用技术、 装备的推广、应
用， 引领煤矿提高采掘机械化和安全
技术水平， 支持和引导煤矿加强技术
管理，破解安全技术难题。

———湖南煤监局开展交叉集中执法行动纪实

3 月 1 日，湖南省宣传
贯彻《煤矿矿长保护矿工
生命安全七条规定》 会议
在长沙举行。 由国家安监
总局副局长孙华山为首的
督导团为长沙、常德、湘西
等七市州及省直煤矿的矿
长发放《七条规定》，并结
合统计数据和事故案例逐
条解读。

宣讲会上，所有参会矿
长还现场签署了承诺书，承
诺守规尽责严格执行《七条
规定》。此前（2 月 27 日、28

日），督导团已在衡阳、邵阳
举办专场宣讲会。 至此，湖
南全省近千家煤矿矿长已
全部接受《七条规定》宣讲，
并签署承诺书。

副省长盛茂林出席并
讲话，国家煤监局行业管理
司司长曹安雅解读《七条规
定》，省安监局局长刘尧臣、
省煤炭管理局局长李联山、
湖南煤监局局长陈国新等
出席。

中国有 550 万煤矿矿
工，尽管煤矿安全生产形势

逐年好转，但煤炭采掘仍属
高危行业。为有效改善煤矿
安全形势，1 月 24 日，国家
安监总局颁布实施《煤矿矿
长保护矿工生命安全七条
规定》， 将近年来煤矿重特
大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归
纳提炼为七个方面，就矿长
责任作出明确规定。中央政
治局常委张德江作出批示，
称要认真抓好《七条规定》
的落实，并开展“保护矿工
生命，矿长守规尽责”主题
活动。 (黄炜哲)

6 月 21 日，湖南煤监局组织召
开煤矿安全大检查工作部署会。 会
议全面解读了《湖南煤监局煤矿安
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并就近期
工作提出三点要求。

一是要高度重视。 认真学习国
务院、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
安监局、省政府领导批示精神，研读
上级各部门《安全大检查工作方案》
的详细内容， 明确领导要求和工作
任务。 各监察分局要结合实际，制定
具体实施方案， 明确领导小组和联
络员，做好信息的收集、统计、汇总
等工作。

二是要依法履职。 各单位、各部
门要认真对照《湖南煤监局煤矿安
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 确定的检
查内容，分区域、分层次、分步骤，有
序地组织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大检查
工作，对检查发现的隐患和问题，一
律按照有关文件规定给予处罚和处
理， 以严格的执法促进此次煤矿安
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取得实效。

三是要整体推进。 各单位、各部
门要密切配合，加强沟通，根据领导
小组分工和工作职责做好当前各项
工作任务， 扎实推进全省煤矿安全
生产大检查工作。 （彭培根）

认真贯彻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湖南煤监局部署七项工作

根据《中央宣传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等七部门关于开展 2013 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3〕37 号）要求和
湘煤监执监函[2013]91 号文件部署，湖南煤监局于 6 月初在该局机关大院内营造“安全生产月”宣传氛围，重点宣传“强化安全基础、推动
安全发展”的活动主题。

涟源市煤矿安全监察情况通报会现场。

安监总局来湘为矿长宣讲七条铁律
《煤矿矿长保护矿工生命安全七条规定》
一、必须证照齐全，严禁无证照或者证照失效非法生产；
二、必须在批准区域正规开采，严禁超层越界或者巷道式

采煤、空顶作业；
三、必须确保通风系统可靠，严禁无风、微风、循环风冒险

作业；
四、必须做到瓦斯抽采达标，防突措施到位，监控系统有

效，瓦斯超限立即撤人，严禁违规作业；
五、必须落实井下探放水规定，严禁开采防隔水煤柱；
六、 必须保证井下机电和所有提升设备完好， 严禁非阻

燃、非防爆设备违规入井；
七、必须坚持矿领导下井带班，确保员工培训合格、持证

上岗，严禁违章指挥。

链
接

辰溪县全县煤矿专栏宣传《七条规定》

涟源市全市煤矿
专栏宣传《七条规定》

涟源市煤矿落实《七条规定》

6 月 8 日， 湖南煤监局党组书
记、 局长陈国新主持召开局长办公
会。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批示，传达了副总理马凯、国家总
局局长杨栋梁在全国安全生产电视
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以及国家
总局副局长、 国家煤监局局长付建
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
守盛，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副
省长盛茂林就邵阳市邵东县司马冲
煤矿“6·2”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下简
称 6·2 事故）所作的重要指示批示、
湖南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部署七项重点工作。

一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指示和全国、 全省安全生
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以及国家煤监
局、 省委省政府领导就 6·2 事故所
作的重要批示精神。 由办公室将党
中央、国务院、国家总局、国家煤监
局、省委、省政府领导的讲话内容和
指示整理成册，发至各单位各部门，
认真组织学习， 狠抓各项措施的落
实。 二是积极配合，乘势而上，认真
搞好煤矿安全生产大检查。 制定方

案、组织摸底、及时提交煤矿“黑名
单”；分类指导，及时督促。三是认真
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围绕邵东
县 6·2 事故暴露的问题， 发出事故
警示通报，扎实推进 6 月“警示教育
月”系列活动，保证活动成效。 四是
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
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
依法依规认真调查邵东县 6·2 事
故。调查期间要严明纪律，不得喝酒，
严肃认真落实国务院、总局和省政府
关于事故调查的有关要求。五是认真
落实 6 月 3 日局务会议确定的七项
工作，由办公室负责督促落实。 六是
从 6月 8日起，局领导全部下基层进
行督查，传达全国、全省安全生产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实施暗访、开展宣
讲、督办重点工作落实、安排当前工
作。 七是统筹抓好几项具体工作。 切
实抓好应急值守、 机电设备检测检
验、国家煤矿安监局异地交叉执法后
续相关工作、安全培训、纪检监督等
工作，把当前事故反弹的苗头坚决压
下来，促进湖南煤矿安全生产形势进
一步好转。 （黄文清）

湖南煤监局部署
煤矿安全生产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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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煤矿安全监察局交叉集中执法纪律要求
1、 严格遵守国家安监总局《九条纪律》和湖南局《七条禁令》

以及湖南省委《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规定》。
2、 除中午工作餐外，食宿费原则上自理。
3、 任何人不得为煤矿说情。
4、 交叉执法期间禁止喝酒。
5、 不准接受监察对象的宴请及由监察对象支付费用的娱乐、

健身等活动。
6、 严格遵守有关保密工作规定，不得向外泄露集中执法有关

情况和煤矿图纸等技术资料。
7、 严格执行行政处罚集体讨论决定制度。
湖南煤矿安全监察局举报电话：0731-85692872

袁仲贤

(本版图片由湖南煤监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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