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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工作就要“小题大做”

在日常生活中，小题大做不可取，但在安全生产
工作中，则必须要做到小题大做，只有这样才能避免
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大漏洞。谈起这个话题要从一
名一线职工的亲身经历说起。

一次参加完同事婚礼返程途中，同车的一位年轻
员工小吴抱怨说：“井下工作太危险了，前阶段我差点
酿成大祸。”我们急忙问怎么了。他说：“一次在井下
当班期间，差点
被顶板落下的
煤块砸中头部，
多亏班长眼疾
手快推了我一
把，再加上煤块只有鸡蛋大小，我才躲过了一劫，现在
想想还感到后怕，煤矿工作真是危险啊。”这时身边的
一位 50 多岁员工老马问道：“上岗前你敲帮问顶了
吗？”小吴说：“那道手续太麻烦，每次上岗前都要敲帮
部、敲顶板，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老马说：“我在生
产一线工作多年，没有发生过一次安全事故，不是我
有多幸运，只是在工作中，我始终把小事当大事对
待。一到岗位上，我首先检查的就是身边有没有安全
隐患，开始工作后，每一道工序都按照规章制度要求，

一步一步来，不论是原来煤矿井下简陋的工作条件还
是现如今先进设备的使用，这个习惯一直没变，我始
终认一个理，没有安全，一切都无从谈起。”

安全生产工作没有小事，某些事故之所以会发
生，往往是因为忽视了某些细节，最终酿成了安全生
产大事故，使企业和职工付出了惨痛代价。因此在安
全管理中，领导要树立责任意识，安全措施执行到位，

要狠抓生产中
的各个细小环
节，要抓早、抓
小、抓好隐患
薄弱环节；再

就是要真正落实“安全的根基在一线职工、查找隐患
在一线职工、安全的力量在一线职工”的工作宗旨，将
职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全面地激发出来，有效地运用
到安全管理实践中，安全隐患才能无处循形，安全管
理才能防患于未然，事故才能消灭于无形；最后职工
要树立安全意识，工作要遵章守纪，严格生产程序，时
刻绷紧安全弦，狠抓安全生产的各个细小环节，做好
自保、互保、联保，筑牢安全根基，为矿井安全、稳定发
展夯实基础。 （关国凤）

问：作为陕煤集团的装备制造板块，2017年
重装集团在“三品”建设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

李德锁：重装集团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以创新为动力，以企业为主体，严格落实陕
煤集团“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三品建
设策略，不断提高产品的丰富度，品质的满
意度，着力加强品牌创建工作，提升市场的
竞争优势。

2017年，重装集团在 2015年“工艺提升
年”和 2016年“质量提升年”的基础上，开展
了“品质提升年”活动。经过一年的努力，主
要产品质量实现了大幅度提升。采煤机完
成了 6.3 米进口机组升级 7 米的设计制造，
设备在神华神东公司运行平稳可靠，月产量
均在 100万吨以上，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了
设计要求；陕建机新研发制造的 7528 塔机

一次性通过国家特种设备专家组的生产许
可现场评审，实现批量生产；液压支架设计
制造能力增强，产品使用的可靠性稳步提
升；刮板机、皮带机在工艺技术上的革新，大
大提升了设备的自制率和稳定性；由重装集
团完全自制的首套综采成套设备在铜川矿
业玉华矿运行平稳；2017年，陕建机摊铺机、
渭南橡胶整芯带两个产品获得了“陕西省名
牌产品”称号。

问：科技创新对于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很关键，请问2017年重装集团取得了哪些重
要科技成果，今年有哪些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李德锁：2017 年，重装集团开展新产品
新技术研发项目 16 项，西煤机成功申报国
家工信部《矿山采掘装备绿色设计平台建
设》项目，是煤机行业唯一的国家级绿色平
台建设项目，获补助资金 1400 万元；“中厚
煤层国产综采装备智能化无人开采技术研
究与应用”项目获得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

奖；“煤矿采掘装备智能在线健康诊断关键
技术研究与应用”和“环保炉具+洁净型煤大
气污染防治集成技术”两个项目通过陕西省
科技计划审核；陕建机自主研发的摊铺机和
高端智能塔机深受市场青睐，销量不断上
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煤机研制的国产首
台套高性能 8米大采高采煤机成功推出，标
志着我国进口采煤机本土化进程又一次取得
重大突破，对提升我国采煤机装备制造业核
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被评为 2017
年度中国煤机企业十大新闻之首。

2018年，重装集团重点开展采煤机健康在
线智能诊断系统、自动化智能化快速掘进技术
研究、塔机安全智能型电控系统开发。

一是推进绿色设计平台建设。发挥“博
士后工作站”和省级技术研究中心的作用，集
中国际、国内人才，围绕绿色智能矿井需求，加
快国家级矿山采掘装备绿色设计平台项目建
设，提升煤矿装备全生命周期绿色制造系统集

成的综合设计、研发、生产能力，形成具有较强
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创业平台，在行业范围内起
到绿色制造的引领示范作用，带动煤炭绿色智
能开采。

二是加快一批关键技术的研究。引进
国内外煤矿机械、工程机械先进技术及创
新创业团队，重点突出关键共性技术研
究，攻克一批严重制约产品质量、性能的
设计，以及工艺技术难题，加快主导产品
智能化进程，重点做好“采煤机智能化技
术”“煤矿快速掘进技术”“传动系统在线健
康诊断关键技术”“ 新型环保节能沥青混
凝土摊铺机技术研究”“智能 STC7528P 塔
式起重机技术与研究”“节能环保技术引
进”“新型材料在橡胶输送带上的应用”和

“煤矿仪器仪表智能化技术升级”等项目的
研究，开展采煤机远程监控平台和售后服
务信息化动态管理平台的建设，推进产品
由中低端向高端的迈进步伐。（下转二版）

基层董事长访谈

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煤矿机械、工程机械一流装备制造企业
——访西安重工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李德锁

本报讯 近日，陕煤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杨照乾一行赴
重庆市调研指导陕煤入渝工
作，并考察重庆长寿中石化川
维公司煤炭码头，与万盛经开
区就煤化工项目合作进行了座
谈。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王增
强、物流事业部、战略规划委、
运销集团、澄合矿业及交易中
心负责人陪同调研。

杨照乾一行先是出席了重庆
市经信委组织的陕渝能源战略合
作2018年一季度联席会，与重庆
市经信委涂兴永副主任、国电投、
华能、国电等重庆重点发电企业
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座谈会上，涂兴永表示，对
2017 年陕渝能源战略合作落实
情况非常满意，发自内心感谢。
陕煤集团坚持“长远利益”和“诚
信红利”理念，讲诚信、负责任，
超额完成陕煤入渝发运计划，以
真诚、真干和真情，实现了重庆
煤电保供工作的数据好、成效好
和反响好的良好成效，双方能源
战略合作受到了国家能源局的
关注和表彰。

杨照乾表示，与重庆市合作
一年半以来，战略合作推进顺
利、成效显著，感谢重庆经信委
和重点用煤企业对陕煤的理解、
支持和帮助。市经信委牵头协

调供需双方，如此务实工作，如
此全力为双方企业着想，是重庆
用煤企业之幸、是陕煤之幸。目
前的合作模式取得的效果和产
生的“化学反应”比我们合作之
初预想得好，作用将能更长远，
合作领域将能更宽广，更坚定了
我们在海江联运、基地建设、精
细化工方面的合作信心。

随后，杨照乾一行先后考
察了重庆中石化川维公司煤炭
码头、长寿经开区、万盛经开
区，对铁水联运物流基地项目
建设、万盛经开区煤化工产业
项目合作等进行了调研。

（史阳）

本报讯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榆林市委书记戴征社，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雷正西以及榆林市发改
委、榆林市驻西安办事处等相关负责
人到陕煤集团调研座谈，陕煤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杨照乾，总经理严广
劳，集团机关相关部门和所属相关单
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戴征社指出，陕煤集团对榆
林市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并有着重要
的启示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是 2018
年在榆林市有很大规模的投资计划；
二是对煤炭转化以及向高端化工发展
的路径、思路做了充分的研究，紧抓
煤化工向高端发展的重要机遇；三是
创新发展模式，规划实施新能源电力

制氢项目；四是在扶贫工作和灾后重
建中给予榆林很大的支持。他表示，
支持陕煤集团在榆林的发展，榆林市
委市政府有充足的信心，双方要积极
开展合作，促进陕煤在榆林加快发展。

杨照乾在座谈中说，榆林是陕煤集
团过去发展的主战场，更是陕煤集团今
后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战场。陕煤集团
的煤炭、化工品的产量在榆林地区都占
到了一半，而且在今后几年里比重还会
有所提高。他表示，要进一步推动陕煤
集团在榆林地区的转型发展，做好以下
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做好已经布局的
煤炭转化项目，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来推
进集团产业结构的升级，将榆林的煤炭
优势真正变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二

是积极参与榆林市煤炭转化基金的设
立，配合做好相关工作；三是做好在榆
林地区的扶贫工作，认真履行榆林合力
团团长的职责；四是做好合作成立具有
覆盖煤炭全产业链、修复生态环境等功
能的煤矿服务企业的前期调研工作，及
时同榆林市相关部门进行对接沟通。

严广劳介绍了集团公司 2017 年的
生产经营情况，对 2018 年集团在榆林
地区的重点工作和项目进行了简要
说明，并希望榆林市委市政府能够在
煤炭分质利用制化工新材料、新能源
电力制氢等项目建设上给予大力支
持。双方与会人员还就陕煤集团在榆
林地区相关项目的规划建设问题进行
了深入交流。 （钱锴）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榆林市委书记戴征社
一行到陕煤集团调研座谈

陕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照乾
赴重庆调研指导陕煤入渝工作

本报讯 3月 28日，由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
究所、陕煤集团主办，长安电力华中发电有限公司、长
安石门发电有限公司承办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超低
挥发分碳基燃料清洁燃烧关键技术”2018年度项目
进展交流及工程化实验工作推进会在湖南石门召开。

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能源处处长陈硕
翼、专项总体专家组组长姚强教授、张忠孝教授、
赵毅正高级工程师和吕清刚研究员出席了会议，
陕煤集团副总经理尚建选、常德市副市长汤祚国、
石门县县长郭碧勋等领导和专家受邀出席了会
议。项目承担单位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及项目参加单位的代表，陕煤集团下属各单位负
责人等共计百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陕西
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院长闵小建主持。

会上有关单位介绍了项目执行情况，汇报了工程
化试验工作开展情况和配套煤转化技术。与会专家
听取了项目五个课题负责人就各自课题研究进展的
详细汇报，指出了当前工作存在的问题，希望研究团
队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聚焦研究目标，实现有机联合。

据了解，煤炭梯级利用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
要途径之一，本项目旨在实现煤热解和气化副产
品半焦和残炭的清洁高效燃烧，打通制约我国煤
炭清洁高效梯级利用产业化应用的关键技术瓶
颈。本次项目推进会促进了项目各科研单位间
的衔接，有力地助推科研任务完成，为实现将科技
转化为生产力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火电
行业转型升级、区域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具
有重大意义。 （陶海娜 王向丽 黄明广）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超低挥发分碳基燃料清洁燃烧关键技术”
年度项目进展交流及工程化试验工作推进会召开

 
















陕西煤炭价格指数 157.6
2018年3月30日陕西煤炭综合价格

指数为157.6点，较上期下跌1.1点，同比
上涨5.5点；对应陕西煤炭综合价格413
元/吨，较上期下跌3元/吨，同比上涨15
元/吨。其中分品种：动力煤指数155.4点，
较上期下跌0.9点；块煤指数132.6点，较
上期下跌1.6点；配焦精煤指数192.3点、
喷吹煤指数106.5点，较上期均持平。分
区域：榆林指数149.2点，较上期下跌1.0
点；延安指数178.4点，较上期下跌0.7点；
咸阳指数179.2点，较上期下跌3.6点；关
中指数160.9点，较上期下跌0.1点。

本报讯 3 月 28 至 29 日，国
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任育之、
煤炭司瓦斯办主任纪庆磊一行，
在陕西省发改委、榆林市发改委
有关领导的陪同下到陕煤集团
及所属单位调研指导工作。陕
煤集团副总经理孙喜民，集团战
略规划委、安全生产协调部、技
术研究院（科技发展部）以及陕
西省煤层气公司、彬长矿业公司
相关负责人参加了座谈。

28 日，任育之一行参观了国
家能源煤炭分质清洁转化重点实
验室。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孙喜民从总体情况，煤炭、煤化
工、电力、煤层气等主要产业情
况，发展规划和转型升级措施等
四个方面汇报了集团近年来的发
展情况。任育之听取汇报后，对
做好科技创新工作提出了宝贵意
见和建议。

29 日，纪庆磊一行来到陕西
省煤层气新泰能源公司，就煤层
气开发利用工作进行调研。在
座谈中，纪庆磊肯定了陕煤集团
煤层气开发利用工作，希望煤层
气公司在技术研发方面加大投
入，做到梯级利用，争取再提高
一倍的利用率。（寇佳楠 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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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遇火灾就出手 陕化职工被点赞
近日，陕化公司电仪分厂尿素装置区员

工吕俊龙下班回家走到陕化 BDO 厂区西
侧，突然发现马路旁边有火苗窜上来，他心
中一惊，火苗上方是6千伏的高压电缆，如果
烧着电缆后果将不堪设想。

吕俊龙赶紧跑到路边的麦地里，只见 2
米多高的火苗正在迅速蔓延着，路边斜坡上
堆放苞谷杆、枯草和落叶猛烈地燃烧着，他
立刻把附近还没有燃烧的苞谷杆移走，避免
火势继续蔓延，然后迅速给装置区负责人杨
永红汇报险情。

待杨永红和郭力、宓茹赶到现场，看到
吕俊龙在烈火与浓烟中孤军奋战，他们也
迅速加入战斗，但火势依然难以控制，斜坡
上很快连成一片火海。危急时刻郭力灵机
一动，拿出自己的车载灭火器，对着火舌一
阵喷射，暂时缓解了危机。浓浓的烟雾刺
激得大家又是咳嗽又是流泪，他们顾不上
停歇，就地取材拿着树枝、擦车布、土块等
将余下的火苗一一扑灭，大家这才松了一口
气，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灰头土脸”
地相视而笑。

几位“救火英雄”的事迹被陕化人和周
围村民频频称好点赞，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保护了麦田，也保护了电缆安全，避免了
一次重大安全事故，展现陕化人爱企业、爱
社会、勇担当的精神风貌。 （马永婷 丁菲）

本报讯 3 月 28 日，陕钢集团
邀请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迟
京东，副会长、冶金工业规划研究
院院长李新创，副秘书长杨尊庆、
王颖生、石洪卫等行业协会、钢铁
贸易以及研究咨询机构的领导和
专家，就陕钢集团转型升级思路、产
品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座谈研讨、
建言献策。陕钢集团有关领导及
机关相关部门、龙钢公司、汉钢公
司有关负责人等参加座谈。

迟京东在讲话中对陕西钢铁
发展历程和在全行业的地位给予
了肯定。就行业转型升级工作，迟
京东指出，一是要坚定钢铁产业发
展的信心，二是钢铁企业已进入到

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期和挑战期，
三是积极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大干
快干。他认为，钢铁材料未来还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有条件也有基础
做到绿色发展。

与会领导和专家从市场定位、
产品走向，产业链衔接、行业准入政
策、绿色发展、深化改革、提升效率
等方面谈了意见建议。陕钢集团投
资管理部从产品结构基本情况、调
整目标及贸易产业转型设想等方
面介绍了陕钢集团转型发展思路，
与会其他专家也就各自关心的问
题进行了详细询问，并从专业角度
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建议。

（郭尚斌）

共商发展路 推动转型升级
——陕钢集团邀请全国钢铁行业专家开展转型升级座谈研讨

本报讯 近日，陕煤集团与华润
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在惠州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能源投资、
开发领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运营管理、技术服务、资本投资、
售电业务、煤炭供需、设备采购、物
流产业、海外项目等方面展开全面
合作。

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总裁胡
敏，副总裁王林、后永杰，相关部门
负责人；陕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照乾，副总经理王增强，董事付战
超，相关部门和所属相关单位负责
人出席此次签约仪式。

华润电力是华润（集团）有限公
司的旗舰香港上市公司，业务涉及
煤炭、火电、风电、光伏、水电等能源
领域，投资区域覆盖中国 30个省、自
治区和直辖市，管理和拥有 120余家

电厂（场），是中国效率最高、效益最
好的综合能源公司之一。

华润电力与陕煤集团一直保持
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从九十年代各矿
务 局 建 立 的 供 销 关 系 ，到 2013
年至 2017年分别开通的黄陵、湖北、
徐州、菏泽等地的直达列车，2018年
双方中长期煤炭合同签约量已达500
万吨，今后将达到千万吨以上。

今后，双方将进一步拓宽在煤电
领域的合作范围和深度，稳定并强化
煤炭供需机制；充分发挥各自运营
管理优势和行业技术优势，分享先
进管理经验，为彼此的煤矿、电厂运
营管理提供技术支持和管理服务；
在清洁能源、分布式能源、多能互
补、配售电业务等方面开展多层次
全方位合作；在物流、设备供需、海外
项目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 （郝静）

陕煤集团与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