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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换人心，暖心聚信心。
今年以来，在安全发展、追赶超越
的紧要时刻，彬长矿业公司心系
职工，力所能及地加大民生投入，
解决职工衣、食、住、行难题，滴水
润心，细致入微。

职工新餐厅 用餐新体验

“新餐厅暖胃又暖心，还真不
赖！”4月 26日，该公司孟村矿职
工餐厅开业当天，职工们高兴地
排着队，选择自己喜爱的食物。

随着职工队伍的持续壮大，
原胡家河矿、孟村矿合用的职工
餐厅已无法满足职工就餐需要。
经过数月的紧张施工和精心筹
备，新建好的孟村矿职工餐厅设
有 11 个档口，可容纳 1500 人就
餐。新餐厅简洁明快的装修风
格、舒适美观的餐桌座椅、清新雅

致的就餐环境，琳琅满目的美味菜肴，让广大职工连
连点赞。

集体生日会 快乐共分享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4月25日晚，该
公司文家坡矿综采队学习室传出欢乐的“生日歌”，
并不时发出阵阵掌声和欢笑声。原来，这是该矿工
会在为综采一线的职工们举办一场集体生日派对。

“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过集体生日，很温
馨，非常有意义，感谢公司的关怀，让我有了家的归
属感。”该矿综采队职工钟超兴奋地说道。为增进职
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增强职工队伍的凝聚力和荣誉
感，自今年起，该矿工会建立职工生日档案，定时为
职工送生日蛋糕。同时，在职工生日较集中的时候，
开展集体生日活动，让职工更深地体会到“企业就是
家、同事就是亲人”的浓厚氛围。

开通通勤车 出行无烦忧

“矿区至彬县通勤车开通喽！以后上下班，方便
多咧！”3月30日18时，在孟村矿通勤车开通仪式上，
30余名搭乘首趟免费“幸福列车”的职工，高兴地谈
论着这个喜讯。

近期，该矿针对矿区有许多职工在彬县县城居
住，且县城公交车开工晚收工早、上下班高峰期人多
车少的实际情况，为缓解职工“乘车难”的问题，该矿
积极与彬县公交公司沟通协调，采取租赁的形式，由
彬县公交公司承担职工通勤车运营服务，方便职工
安全出行。

小小血压仪 关注大健康

“大家一定要注意，测量血压时，身体坐直，手臂
平放于桌面，手心向上，不要握拳，确保臂带与心脏
保持同一水平高度且底部距离肘关节2～3cm。”这是
该公司生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在血压仪配发现场进
行使用方法培训的场景。

为进一步帮助、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及时关注和
准确掌握自身健康状况，有效预防相关疾病，确保安
全生产。5月 11日，该中心举行简短仪式，将新购置
的9台电子血压仪配发至各生产车间，并进行规范操
作现场演示，确保各车间能正确使用、标准测量。同
时，该中心要求各车间建立“血压测试登记台账”，跟
踪记录，更好地掌握职工身体健康动态，超前防控疾
病，享受健康人生。 （弯桂清）

连接电缆、支架缓慢前移、采煤机持续
转动……在兖矿集团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
限公司金鸡滩煤矿106工作面，西煤机公司
生产的 MG1000/2550-GWD 采煤机正在
运行中。

“打造重装集团的‘国之重器’。特别
是在主导产品采煤机上要狠下功夫，攻坚
克难，切实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
技术，从做品牌到做标准，成为引领市场的
产品。”该公司董事长李德锁如是说。

2550型交流电牵引采煤机是西煤机自
主研发、制造的国产化替代进口中的一款
较大功率的高端采煤机。机面高度3.4米，
最大采高7.2米，适合年产1000万吨以上的
高产高效工作面使用，可截割坚硬煤层并
可实现煤岩同采。

该公司“MG1000/2550-GWD型特大
采高采煤机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已
通过陕西省科技厅鉴定，被鉴定为国际先
进水平。5月 22日，此项目也荣获“2017年
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对于煤机企业来说，要想持续发展就

需要下定决心解决国产采煤机存在的问
题，攻克影响采煤机持续稳定运行的技术
难题，以质量求生存，以质量求发展。”该公
司总经理杨会武说。

在吸取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2017
年，该公司主要针对以前采煤机使用过程
中出现的共性问题和突出问题，成立了产
品技术、工艺和电气技术等攻关团队，从产
品设计、工艺、制造、质量控制、装配等各个
方面采取措施。

质量提升，标准先行。该公司制定并
实施了《质量管理体系质量手册（新版）》
《装配负责人质量责任制管理办法》《齿轮
高中频感应表面淬火操作规范》《采煤机摇
臂、牵引部、行走箱及电气装配工艺通用规
范》等一系列质量管理制度，形成了健全的
质量管理网络，大力提升关键工序的质量和
作业规范，解决影响采煤机持续稳定运行的
问题，全力打造先进可靠的煤机设备。

产品的升级，技术就是支撑。该公司
主要解决了高强度钢板焊接、壳体加工和
齿轮加工等多项工艺技术难题，制定了

Q690高强度钢板焊接过程控制单，对定位
焊工艺参数和焊接工艺参数进行了详细的
规范和要求，并对N117J联接框架进行了
全程跟踪和记录。改进了内六方螺栓的加
工工艺，螺栓头内六方模锻成型，提高材料
利用率 37%，机械加工效率提高 14%，螺栓
头的强度也得到大幅提高。该公司主动邀
请德国专家来公司进行现场指导，针对德
国专家提出的齿轮齿根存在过渡不够光
滑，易产生应力集中的问题，根据产品结构
选取用量较大的M5、M7、M12三种磨前齿
轮滚刀进行优化设计改进试验，控制滚齿
齿根和磨齿齿面平缓过渡曲率，提升齿根加
工质量。还完成了《MG1130牵引部壳体铸
件改结构件的研发与试制》《机器人焊接耐
磨层工艺与程序设计》，制定了焊接规范并
申请了专利。2017年，该公司获授权专利19
项，其中实用新型17项，发明专利2项。

由于金鸡滩煤矿一直使用的是进口煤
机，为了确保西煤机公司生产的国产化替
代进口高端采煤机顺利安装、生产，该公司
成立了由研发、总装、售后、电气分公司技

术人员组成的服务小组。从设备安装到调
试，与金鸡滩煤矿工人一起三班倒同时下
井、升井，及时沟通解决问题，为矿方提供
定制化服务。

“2550采煤机全部都是咱自己自主研
发生产的，应该给咱们打call!”

“可不是，咱现在生产的已经是多品
种‘中国造’的高端采煤机了。要放到以
前想都不敢想啊！”西煤机公司技术人员
感慨地说。

从4月6日试采到5月29日，金鸡滩煤
矿 106工作面累计机头推进约 505.8米，机
尾推进 512米，采高平均 5.5米，月累计产
80.7万吨，总累计产量约116.7万吨。

“2550大采高采煤机结构设计合理，操
作、维护、维修比较方便。106工作面是我
矿的主采面，进入 5月份以后，2550采煤机
日均采煤 18刀左右，与我采区以前使用的
进口采煤机日产量接近。可以说，西煤机
生产的大功率、大采高采煤机是国内进口
大采高采煤机国产替代的首选机型。”金鸡
滩煤矿综采工区副队长佟朋说。（息惠丽）

“我们铁路物流集团作为专业板块公
司，要不断通过科技创新，提升自身管
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引领行业发展。”
近日，在铁路物流集团召开的首次科技
会议上主要领导如是说。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该公司重
点从人才培养、课题攻关、队伍建设等
方面着手，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先后制
定《科技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科技
工作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科技资金
管理办法（试行）》《科研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科研成果考核奖励办法（试
行）》《知识产权管理办法（试行）》和
《科研项目验收管理办法（试行）》等办
法，引导员工将日常工作与技术创新相
结合。所属各单位成立了科技工作委员

会，明确科技管理工作办公室，以及科
技工作人员配置。同时，该公司全面搭
建学习成长平台，采取“走出去”与

“请进来”的培训方式，与国内知名院校
合作，进一步提升员工队伍的专业素质。

车辆检查自动化研究系统是铁路物
流集团大力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重点攻
关项目之一。2017年以来，公司全面落实
陕煤集团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抓住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契机，以“科技兴
企”为创新发展目标，紧密围绕安全运营、
效率效益提升要求，进一步深化安全、运
输、经营、建设等重点领域科技攻关，涌现
出了一批科技创新成果，为集团现代化建
设提供了科技支撑和智力保障。紧密围
绕安全、运输中心工作，开展立项攻关，破

解安全运营难题。针对数字平调系统在
复杂区域信号网络拓扑结构的研究与应
用，红柠铁路研发了“数字化管理”，有效
提高车辆运行效率。

与此同时，集团大力开展科研攻
关，推广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所
属单位靖神铁路公司根据项目施工实际
踏勘情况，结合光资源条件和交通状
况，设计前期的光伏发电产生的绿色能
源应用于铁路的实施方案；针对小保当
隧道水资源的情况，对隧道出入口路基
边坡渗水集中储存，综合利用于隧道顶
部农光互补项目。目前已成立了项目研
究小组，根据小保当隧道设计图纸，正
在综合研究编制项目方案。

一年来，铁路物流集团成功获得专

利19项，2018年申报专利总计30项，为
确保安全生产，提高运输效率，助推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及陕北地区

煤炭产能释放等国家战略规划政策正为
企业改革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
战。铁路物流集团将大力实施“科技兴
企”战略，紧紧围绕“4791”物流服务网
络体系，依托“四二一”通江达海连运河体
系，探索关键技术、铁路运输、物流产业等
方面的研究，大力发展跨线、铁水铁公等
多式联运，提高集装箱、驼背等绿色环
保载运工具的比例，加快铁路运输物流
服务转型升级步伐，为铁路物流集团改
革发展贡献科技力量。

（岳睿 邓浩江 贺芳）

把创新发展主动权握在手中
——西煤机大功率采煤机大受欢迎

企业蓝讯

本报讯 点检是提高
设备故障预知预判预检修
能力和水平的“推进器”。
为进一步掌握好、使用好这
把“利器”，促进生产实现

“安稳长满环优”运行目标，
近日，蒲洁能化公司烯烃中
心按照点检制度不健全“不

放过”、点检人员不到位“不
放过”、点检质量不过关“不
放过”、问题整改不彻底“不
放过”的“四不放过”原则，
让该中心平均月度点检问
题整改率达到了 80％以
上，点检工作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和成果。 （曹亚婷）

蒲洁能化公司蒲洁能化公司 设备点检设备点检““四不放过四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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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东鑫垣公司
2017年生产金属镁 1.56万
吨，镁含量达 99.9%，属
行业优质产品，主要在全
国最大的金属镁交易市场
闻喜县销售，出口国外做
合金。为提高金属镁产
量，该公司实施新增回转
窑技改。

土建工程用时两个月
完工，截至 5月 25日，新增
回转窑一档、二挡、三档拖
轮全部安装到位，5节蓝色

的新回转窑筒体前 2节拼
接完成，现正在将第三节和
第四节进行拼接，5月底进
行回转窑吊装。

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预热器主体制作完成，同样
于 5月底进行吊装安装作
业。根据计划节点安排，该
公司新增回转窑于 6月底
达到投用条件，提高产能的
同时增加回转窑备机，保障
生产的连续性。

（马佳亮 苏瑞雄）

东鑫垣公司东鑫垣公司 新增回转窑月底投用新增回转窑月底投用

铁路物流集团

科技创新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科技创新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

“我喜欢读这本
书，从习总书记的每
个故事中都能学到
大学问。”近日，《梁
家河》一书在黄陵二
号煤矿受到了矿工
们的欢迎。图为该
矿井下防爆车司机
许玉明在等待矿工
乘车的间隙，在驾驶
室内认真阅读《梁家
河》。

刘青 摄

“各位诵读爱好者，如果你想
朗读《梁家河》可以提前@我，第
一部分前三小节已经有约。”“运
销集团孙梓芯报名。”“韩城矿业
李洋报名。”“陕北矿业报两
名。”……5月29日，陕煤宣传人微
信群发出的《梁家河》诵读“征集
令”一时间让微信群里迅速刷屏，
大家在平台上你一言我一语报
名，群里沸腾得炸开了锅。

《梁家河》一书讲述了习近
平总书记在梁家河村插队时的工
作生活，再现了总书记由一名知
青成长为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历
程，真实记录了几十年来梁家河
村发生的巨大变化。该书语言朴
实，情感真挚，情节生动，具有
浓厚的陕北乡土气息，有很强的

可读性、思想性、教育性。该书
发行以来，受到了陕煤集团党
员、团员和职工群众的喜爱，各
单位纷纷大量订购，满足干部职
工学习的需要，截至目前，全集
团已经订购 《梁家河》 51321
册，基本实现了在职党员、团员
和离退休党员，以及区队、工段
级以上干部人手一册。

陕煤集团在做好征订的同
时，扎实开展学习宣传 《梁家
河》活动。各单位开展了中心组
学习会、学习讨论会、座谈会、
授书仪式、党员读书日等活动学
习 《梁家河》。集团公司网站、
微信和《陕煤专刊》开辟专栏及
时报道相关活动，积极营造全集
团学习宣传《梁家河》的浓厚氛

围。在微信上开展《梁家河》诵
读接力，就是该集团推出的学习
宣传《梁家河》的新举措。这种
新颖的学习宣传方式很受职工们
欢迎。目前，集团公司诵读爱好
者 36人踊跃报名参加这一活动，
集团微信已播发《梁家河》诵读
7篇，听众7000余人。

韩城矿业公司诵读爱好者刘
伟说：“边诵读、边学习《梁家
河》书中内容，使我学习到了习
近平总书记的坚定理想信念和埋
头苦干的实干作风，让我从小故
事中读出大道理，从真情中感受
大担当，从奋斗中汲取大智慧，
让我以新的精神风貌为公司安全
高效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王利青 徐宝平 何武宏）

陕煤职工接力诵读《梁家河》 有声连载受欢迎

本报讯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了《商品煤质量 煤粉工业
锅炉用煤》等390项国家标准。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
涉及公共安全、社会民生、提升产品质量等多个方
面，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紧密相关。

其中，由新型能源公司与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等
单位主导修订的GB/T26126-2018《商品煤质量 煤
粉工业锅炉用煤》国家标准将于 2018年 12月 1日起
正式实施。新修订的《商品煤质量 煤粉工业锅炉用
煤》等 4项系列国家标准，相比GB/T26126-2010《中
小型煤粉工业锅炉用煤技术条件》，将原来的基础标
准修订为产品标准，增加了煤粉含量，规定了磷、砷、
汞的限值，提出了更加严格的灰分含量要求，对于规
范煤粉工业锅炉的行业发展，从源头上减少劣质煤
在我国境内的贸易和使用，提高煤炭利用效率、降低
燃煤排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推动新
型能源公司煤粉产品标准化制备具有积极影响。

据悉，围绕落实新修订的标准化法，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将与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通力协作，加强标准化工作，提高标准供给质量，保
证标准的科学性、规范性、时效性，为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更有力的标准支撑。 （杨刚 庞青涛 王哲）

新型能源公司

《商品煤质量 煤粉工业锅炉用煤》标准发布

（上接一版）
记者：2018年，贵公司提出了“四零”目标，请问“四零”

目标的含义是什么？
王蓬：2018年，我们将在全公司推行安全、稳定、环保、

廉洁“四零”目标管理，即杜绝重伤以上及重大涉险事故的
安全“零”目标；杜绝越级上访、群体上访的稳定“零”目标；
杜绝一般及以上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环保“零”目标；坚持
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杜绝各类侵害
企业及职工群众利益的腐败案件发生的廉洁“零”目标。提
出“四零”目标，并不是我们一时心血来潮，突发奇想，而是
经过慎重考虑，既符合新时代国企改革发展的现实要求和
十九大精神，也是对安全与稳定“双零”目标理念的进一步
拓展和深化，更是对当前改革发展实践经验的深刻反思和
高度总结。我们提出安全、稳定、环保和廉洁“四零”理念，
目的就是要向这个目标努力，向这个高标准看齐，为实现公
司追赶超越、高质量发展不懈努力。

记者：请问为了实现2018年的目标任务，贵公司采取
哪些措施来保障目标的顺利实现？

王蓬：为实现 2018年目标任务，铜川矿业公司已经展
开并重点抓好十个方面的工作来保障集团公司下达的各项
指标和年初“三会”确定的方针政策顺利实施。一是牢固树
立安全环保底线红线意识，坚决实现“零”目标。二是科学
组织生产，加快矿井升级改造步伐。三是大力推进“三项改
革”，释放体制机制红利。即：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扎实推进
非煤企业改革，加大人力资源改革力度。着力建设一支素
质优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专业技术人员队
伍。同时，进一步完善人才吸引、培养、储备和使用机制，营
造人尽其才、人人成才的浓厚氛围。四是全力推进四个转
型，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即：专业化服务转型要有新突
破，新能源、新产业转型要有新进展，旅游产业转型要有新
思路，现代生态绿色农业转型要开创新局面。五是强化经
营管理，实现追赶超越目标，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六是坚持
创新驱动科技兴企，引领企业转型升级发展。七是稳妥推
进社会职能移交，实现企业“瘦体强身”。八是严格工作绩
效考核，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九是关注和保障民生，切
实维护矿区稳定。十是加强作风建设，领航新征程实现新
作为。坚持从小事做起、从细节着手，深入基层，深入一线，
着力解决制约公司改革发展的难点、焦点，解决职工群众关
心的热点、痛点，不断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满足职
工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记者：请问，贵公司对未来的发展有什么长远规划？
王蓬：铜川矿业公司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
陕煤集团和陕煤股份整体部署，坚持“转型、升级、创新、发
展”工作主线，持续抓好矿井升级改造，持续深化“三项改
革”，持续推进“四个转型”，做精做优煤炭主业，做活做实非
煤产业，深化党建工作创新，切实抓好作风建设，深入实施

“四大战略”，即深化改革战略、创新驱动战略、走出去发展
战略、党建领航战略；稳步推进“三大转变”，即稳步推进经
营管理从数量、存量向质量、效益转变，生产要素驱动发展
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传统产业布局向新型产业布局转变；
逐步实现“三大目标”，即逐步实现惠民生目标、持续利润经
营目标和传统老局变强局目标。总体目标是，到“十三五”
末，力争煤炭产量稳中提升，资产总额达 100亿元，营业收
入 50亿元，利润总额突破 6亿元。全面打好转型发展攻坚
战，提升发展质量，不断开创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矿区建设新
局面。 （鲁静 杨春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