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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激发党建工作活力，充分发
挥广大党员干部的模范先锋作用，围绕公
司4月份系统大检修工作，北元化工公司
党委组织开展了“党员亮身份，实干当
先锋”主题实践活动。各基层党组织积
极组织，精心策划，以党员先锋岗、党
员突击队、党员服务队等活动为载体，
激发了广大党员创先争优、先锋引领的
内动力，打通了联系服务职工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展现出公司新的精神风貌、新
的姿态、新的作为。

亮出身份 争做优秀党员

“戴党徽、亮身份、做表率、当先锋”是
本次主题实践活动主旨和要求，基层各
单位在检修期间为全体党员统一发放党
徽，要求全体党员正确佩戴党徽，实行
党员挂牌上岗制，亮出身份，亮出承诺，
作出表率。

“身边有了党员带头，干起活来劲头
十足。”化工分公司氯碱分厂一名员工感

叹道。走进检修现场，一个个佩戴鲜红党
徽的共产党员，带领职工群众奋战在一
线，力保检修任务的圆满完成。热电分公
司组织广大党员带头讲安全，成立安全
监督小组，小组成员上至经理下至工作
负责人，他们每天坚守在检修现场，查
违章、查隐患，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叫停
并进行引领纠偏，实现了检修期间 23家
检修单位400多人交叉作业情况下零事故
的安全目标。

深入基层 发挥表率作用

大检修期间，公司各级领导干部多次
深入生产一线，检查指导检修工作，为
一线检修员工和外委人员加油鼓劲。化
工分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划分责任区每天
深入检修现场，脚步遍及检修现场的每
一个角落，查看检修人员精神状态，详
细询问检修进度，叮嘱落实好安全措
施。公司各级领导干部带头作表率，员
工的热情也随着高涨，检修现场从上到

下一片积极向上的氛围，为打好检修攻坚
战注入了强大的动能。

模范带头 争当岗位先锋

“我是一名老员工，也是一名班长，更
是一名党员，这个时候我必须走在前面。”
热电分公司检修分厂综合检修班长段玉
飞在检查№2炉1#至4#原煤仓时说道。4
月 6日，热电分公司锅炉检修班按计划对
№2炉1#至4#原煤仓进行检查，面对深度
达17米的仓体，段玉飞主动请缨。

在检修期间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全
体党员充分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不怕苦、
不怕累、不怕脏，敢于担当，乐于奉献，在
工作中做到“党员行为”到位，在职工中起
到示范引领作用。

践行服务 彰显党员本色

为了全方位服务于本次大检修工作，
安全环保部党支部、生产技术部党支部、
规划发展部党支部将主题实践活动与公

司大检修充分结合，列出服务清单，作出
详细安排，组织党员干部深入检修作业现
场开展安全防护、技术支持服务，充分发
挥专业安全管理、技术服务优势，为现场
检修和项目建设提供针对性、专业性、持
续性服务，切实解决现场实际问题。

4月 14日、15日集团机关各部门 100
余名党员干部组成的义务劳动小分队，分
两批分别到化工分公司及锦源化工有限
公司参与义务劳动，清理现场淤泥。在清
理现场，大家穿戴好防护用品，无论是男
同志还是女同胞，无论是老员工还是新面
孔，面对漫过脚背的淤泥积水，面对墙体
长期遭受腐蚀散发的异味，没有人退缩，
全都义无反顾冲锋在清淤泥的最前线，展
现出了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

“党员亮身份，实干当先锋。”这不仅是
一句朴实的口号，更是一名共产党员骄傲
的宣言。公司全体党员正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为公司实现第三
次跨越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贺飞）

为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
用，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氛围，5 月 8 日上
午，黄陵矿业双龙煤业科技知识竞赛活动

在四楼会议室拉开序幕，由机关部室和区
队组成的5支代表队展开了激烈角逐。

李俊芳 王涛 摄

■脱贫攻坚进行时■

精准扶贫见证山村蜕变
彬长矿业公司

企业蓝讯

本报讯 近日，陕钢集
团在龙钢公司召开 2018年
企业文化建设、文明单位暨

“美丽陕钢”创建现场推进
会，现场观摩并总结交流了
工作，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
点工作。

会议肯定了过去一年
集团公司各单位在企业文化
建设、文明单位创建等各项
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效。就下
一阶段集团公司企业文化建
设、文明单位和“美丽陕钢”
创建重点工作提出了新的

要求。会议要求，从企业改
革发展的战略高度，提高对
企业文化建设、文明单位暨

“美丽陕钢”创建重要性的认
识。要把握重点，激发全员
创新创造活力，不断开创企
业文化建设、文明单位暨

“美丽陕钢”创建新局面。
各单位还从不同的侧

重点介绍了各自在企业文
化建设、文明单位创建和

“美丽陕钢”创建工作中的
管理经验和工作感悟。

（郭尚斌）

陕钢集团陕钢集团 召开2018年企业文化建设等现场推进会
深化主题实践活动深化主题实践活动 激发党建工作活力激发党建工作活力

彬长矿业公司与汉阴县，这两个
看似相距遥远没有关联的地方，因为

“两联一包”扶贫工作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春夏秋冬、酷暑严寒，彬长矿业
五年扶贫路，一路走来，一座座昔日的
贫困山村，如今呈现出村民致富有途
径、公共服务有平台、乡村文明有进步
的全新面貌。

风景秀丽、民风淳朴的铜钱、龙泉和
观音河等彬长公司包联村庄，均属汉阴
县偏远村庄，信息闭塞，土地瘠薄，经济
发展缓慢，群众生活困难。仅铜钱村
2014年贫困户就达320户913人，是汉阴
著名的特困村。

2012年 5月，按照陕煤集团统一部
署，彬长公司帮扶工作队先后进驻汉阴
县上七镇龙泉村、观音河镇观音河村、铁
佛寺镇铜钱村定点结对、扶贫攻坚。

布局产业 增加村民收入

山村的穷根在哪里？如何在短短时
间里为村庄寻找出一条稳定长远的致富
之路？如何扶上马送一程，让贫困村脱
贫致富内在动力得到充分释放？从“两
联一包”工作一开始，这些就成为彬长矿
业着重考虑的问题。

作为彬长公司扶贫主战场的铜钱
村，过去主要依靠粮食种植，收入渠道单
一。在“两联一包”扶贫工作中，彬长帮
扶工作队本着“摸清、看准、干实”的工作
原则，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走访贫困
户，吃透民意、结合村情，积极推行

“以产业促发展、以项目助增收”的具
体措施。引导村民从贫困村地处深山、
环境优良、绿色无污染的特点出发，着
力形成“养殖业、种植业”为主的产业
发展道路，实施莲藕、魔芋、杜仲、黄
花菜等农作物种植，葛根、菊花、香菇
等农产品增值加工，牛羊畜牧养殖等帮
扶项目，充分调动了村民发展产业、自主
脱贫的积极性。

五年多来，彬长公司累计投入扶贫
资金 120余万元，帮助村民发展魔芋连
片种植 150余亩、杜仲种植 440亩、黄花
菜种植 200亩、莲藕种植 200亩，巩固养
殖牛羊大户 4户，养牛 72头，养羊 360余
只；引进烘烤设施，用于黄花菜、菊花、香
菇等农产品增值加工，找准发展致富新
路子，不断增加村民收入。

招商引资 借船乘风出海

作为承担扶贫攻坚重任的“第一书

记”，王宏宇进驻铜钱村后，总在思考一
个问题，自己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怎样
做才能让贫困村民脱贫致富？

秦巴山区，山大沟深，贫穷的铜钱村
2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植被茂密、绿树参
天。这些铺天盖地的树树草草里面，难
道就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带着疑虑，
白天王宏宇奔波于田间地头、山林路
边，与村民唠嗑交谈，请教不知名的花
花草草的禀性特点。晚上，打开手机上
网浏览查看，寻找商机。功夫不负有心
人，葛根——这个铜钱村遍地皆是的绿
色植物，它那硕大的根须，竟有解肌退
热、透疹、生津止渴、升阳止泻之功，属常
用中草药。

守着“宝贝”没饭吃，王宏宇看在眼
里急在心头。他下决心开发葛根，建加
工厂，搞深加工。经过多方联系，请来了
汉阴县华晔植物公司和河北安国中药材
市场入村协作办厂，2015年 11月，在铁
佛寺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投资 40余
万元的铜钱村葛根加工厂开业。厂子优
先安置了该村10名贫困户就近务工，秋
冬两季生产期，人均月收入 3000元。两
年来，秋冬农闲时节，该
村 100余名村民采挖葛
根 800 余吨，增加收入

100余万元。

就业扶贫 增强“造血”功能

“能到陕煤集团工作，以前想都不敢
想，感谢党和政府把就业岗位送到了我
们家门口。”去年 8月 24日，通过面试的
汉阴县铁佛寺镇铜钱村贫困村民汪名宝
高兴地说。

此次在该村举办的招聘会，是彬长
公司今年在精准帮扶该村取得显著成效
的基础上，以产业扶贫为支撑实施“一人
就业，全家脱贫”工程，加快推进就业扶
贫项目落地的新举措。去年9月1日，经
过面试体检，铜钱村、合一村和四合村
45名村民正式融入彬长大家庭。

五年栉风沐雨，五年筚路蓝缕。经
过彬长公司与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
2016年末，经第三方评估验收，观音
河村 194户 594名贫困群众，实现整体
脱贫；截至今年 3月末，铜钱村又有 123
户 367人实现脱贫。五年多来，企地携
手累计使汉阴县 961名贫困户摘掉“贫
困帽”。 （弯桂清）

近日，物资集团团委举
办“放飞青春梦想”诗文朗
读会，用诗文描绘新气象，
用声音讴歌新时代，引导和

激励青年继往开来、开拓创
新 ， 为 实 现 公 司 “ 二 次 创
业，追赶超越”的目标汇聚
正能量。 解玲 摄

5 月 9 日晚上，西安重装
泾渭工业园的广场上灯光璀
璨、激情涌动，到处充满了
欢 歌 笑 语 ， 由 重 装 集 团 主

办，西煤机公司承办的重装
集团“五一”表彰文艺晚会
在这里隆重举行。

薛惠 张勇 摄

本报讯 4月份，
生态水泥公司共生产
各类产品 45.4 万吨，
销售水泥、矿粉及其
它产品 53.6 万吨，日
最高发运量 16000余
吨，实现营业收入
1.047亿元，当月实现
盈利2300万元，NOX
排放指标最低降至96
毫克/立方米。产量、
销量、营业收入、利
润、电耗、台产、日发
运量、排放浓度 8 项
指标创出公司成立以
来最好纪录，在追赶
超越攻坚战中取得了
实质性进展。

该公司对标行业
内先进企业，明确原
材料进厂、生产过
程、成品出厂等岗位
职责，定期召开质量
分析会议，为产品高
质量生产划下“硬指
标”。坚持“以产定销”，实施
产品质量指标专人管理机制，
严把每道生产关卡，确保出厂
产品合格率 100%。同时，改
变产品生产的固有思维模式，
全面开启“产销联动”，从过
去“生产什么就销售什么”转
变为“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
么”，鼓励生产者走出去。经
过对市场的细致调研，直观掌
握不同客户的产品和质量需
求，推动产品逐步向着优质
化、多样化发展，为提质增产

提供了根本保障。
该公司将市场

营销作为一把手工
程，认真研判市场环
境、企业发展对产品
销 售 提 出 的 新 要
求。4 月份，随着公
司智能化系统逐步
进入正常运作阶段，
线上线下双平台销
售方式在客户中得
到有效推广和广泛
认可，通过使用手机
客户端可实现产品
快速下单、发运信息
查询、产品流向监控
等功能，能够随时随
地帮助客户了解日
常供应情况，最大限
度满足客户需求，营
销工作效率得到显
著提升。根据各生
产厂实际，实施“一
厂一策”，针对重点项
目、集团内部、农村市

场、一般工程等不同客户分类
施策，逐一回访，深入重点工程
现场近距离了解施工进度及产
品要求，以市场和客户为导向
制定价格、保供、服务方案，稳
固双方合作关系，进一步提升
核心市场产品占有率。

4月份取得的良好业绩极
大地鼓舞了生态水泥人的斗
志，坚定了生态水泥人奋力追
赶超越的信心和决心，为企业
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姜晓芹 白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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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科技创新活动
月在黄陵矿业发电公司拉开了序
幕。在活动中，一个个由职工自
己打造的科技项目创新成果进入
了人们的视野。

“科技引领，在于创新。”这是
生技部负责人的一句口头禅。这
个以煤矸石、中煤、煤泥为燃料的
资源综合利用发电厂，从诞生那
天起，就把创新写入了基因。“科
研项目管理办法”“科研成果验收
管理办法”“科技资金管理办
法”……透过一项项科技创新管
理体系，发电公司科技创新工作
的面貌逐渐清晰生动起来。

“CCS 系 统 优 化 技 术 在
300MW电厂中的研究与应用”通
过对机组运行数据统计分析，全
年增发电量 2000万度，年节约尿

素190吨，节约原水2660吨，共计
节约生产成本559.3万元，经济社
会效益显著。“防涡流技术在
300MW级循环流化床锅炉中的
应用”项目实施后，锅炉运行周
期大大延长。节省柴油、煤炭、
人工及维修费用等约 120万元，
共计节约 600万元，安全经济效
益非常显著。仅 2017年，该公司
共开展科技项目 9项，五小成果
245项，科技论文 145篇，申请专
利 41项，可以表明发电公司在科
技创先工作中的成绩与收获。

开展交流与合作是科技创新
工作的另一着力点。通过对标交
流，该公司打破墨守陈规的旧思
想，学习华电瑶池电厂、华能照金
电厂等优秀发电企业的先进经
验。“听过专家的讲授后，一些困在

心中很久的疑惑都被解开了。”这
是生产一线的职工在听完全国循
环流化床CFB协会专家、华南理工
大学教授对现场设备、系统存在的
技术瓶颈进行指导后的感悟。

完善人才培养管理机制、公
开选拔技术人才、提拔优秀骨
干、加强资金投入、加大奖励力
度……一项项举措推动着发电公
司的科技创新工作。宽松自由的
创新氛围，必须配备优良的企业
环境、宽松的科研空间、完善的培
养机制，让科技创新不局限在实
验室里，在生产一线、会议交流中
触动碰撞。

今后，该公司将继续以技术
创新为支撑，加大技术硬件、软件
的投入，推动企业在创新之路上
取得长足发展。 （杨伟）

黄陵矿业发电公司

科技创新驱动企业发展

本报讯 铭记伤痛，砥
砺前行。近日，在汶川特大
地震十周年到来之际，为进
一步弘扬抗震救灾精神，提
升抵御灾害综合防范能力，
韩城矿业公司开展了防震
减灾宣传活动。该公司保
卫部志愿者走进矿区，将
《地震的“灾”与“防”》《震灾
防护须知》等宣传册发送给
职工家属，引导他们增强灾
害风险防范意识，切实提高
防震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

自救互救能力。
据了解，这既是一次防

震减灾宣传活动，也是为了
纪念汶川地震十周年发起
的纪念活动。所散发的宣
传手册，简明扼要地介绍了
2008年以来，我国发生的
几次大型的地震灾害，特
别提到陕西作为一个有地
震活动的省份，在全民防
灾、减灾和灾后生产自救
中，应该如何处置次生灾害
等内容。 （陈凤鸣）

韩城矿业公司韩城矿业公司 开展防震减灾宣传活动

本报讯 5月8日上午，
实业集团召开 2018年第一
季度追赶超越考核点评
会。对物业板块和森林旅
游板块各单位一季度追赶
超越工作进行考核点评，安
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据统计，实业集团一季
度同比增收 37.20%，同比
减亏 8.93%，其中黎坪景区
公司和西安实业公司被评
为第一梯队公司。榆彬实
业、硒谷产业、渭南实业、黎

坪景区、西安实业等 5家单
位负责人分别就一季度经
营指标完成、重点工作进
展、党建工作、主要措施等
情况进行了现场汇报。

会议还要求下一步要
冲破传统思维的束缚，加大
思路创新、机制创新、方法
创新力度，让“做大规模、做
强品牌”的战略落地生根，
让“果敢创新、深化改革”的
思路开花结果。

（门亚静）

实业集团实业集团 召开一季度追赶超越考核点评会

本报讯 日前，陕北矿
业张家峁公司科技创新实
验室正式揭牌成立。

据了解，该实验室是继
科技创新工作室、劳模创新
工作室、技能大师工作室之
后，该公司搭建的又一创新
平台，目的就是为了贯彻

“全员创客、万众创新”的指
导思想，提高公司员工创新
和技能训练的积极性，增强
公司科技创新能力。该实

验室主要由实操单元和培
训单元组成，实操单元包括
胶带运输系统、供排水系统
及电机拖动系统，其附属单
元包括实验室环网、数据库
及视频监测等内容，满足上
述系统的离线与在线监测、
测试与调试。培训单元包
括公司智能化架构、两化融
合规划、采煤类仿真实验、
地质一张图操作、矿井子系
统流程工艺等。（李潇洋）

张家峁公司张家峁公司 科技创新实验室正式揭牌成立

本报讯 陕西东鑫垣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2×25兆
瓦发电分厂有2台160吨级
的循环硫化床锅炉。今年
4月份，该发电分厂日均发
电量 140万度，每天掺烧煤
泥约 370吨，面煤消耗控制
在 600吨以内，该发电分厂
度电原料经济成本控制200
克标准煤/千瓦时以内。

循环硫化床锅炉的特
点就是可以混合掺烧，该公
司用生产兰炭副产的面煤
替代外购煤炭作为主燃料，

荒煤气提氢后的解析气为
辅燃料，大量拉运周边洗煤
厂的废料中煤、煤泥。

自 2017年 7月份开始
混烧面煤、解析气、中煤、煤
泥，每天煤泥掺烧量由 80
吨升至 370吨以上，发一度
电的原料经济成本由 370
克标准煤降至现在的 200
克以内。将煤泥的热量换
算为标准煤市场价，该公司
仅掺烧煤泥这一举措年可
降本约2000万元。

（马佳亮）

东鑫垣公司东鑫垣公司 掺烧煤泥年可节约2000万元

——北元化工公司“党员亮身份实干当先锋”主题实践活动纪实

本报讯 截至 4 月底，运
销集团彬长分公司煤炭累计
完成销量 648.04万吨，铁运量
500.4 万吨，同比增幅 20.7%；
重庆储煤运量 131.01万吨，同
比 增 加 83.84 万 吨 ，增 幅
177.7%，创同比新高。

2018年以来，彬长分公司
在新形势、新体制下，调结构、
强管理、提效能，持续深化运

销集团“阵地前移、业务前移、
人员前移、服务前移、责任前
移”的工作要求，明确任务目
标，真抓实干、精准发力，充分
发挥产地专业化优势，高效组
织资源、协调矿区产品结构优
化，强化产销协同，做大铁运
增量，坚持优化存量与做大增
量并重，做实供需两端，提升
了营销效能。 （卢妮）

重庆煤炭储运同比增长177.7%
运销彬长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