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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从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
悉，西煤机公司被评选为西安市高技能人才机
床切削加工专业培训基地，西安市财政将补助

20 万元作为项目建设资金，着力培养更多实
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实用型
技能人才。 息惠丽 摄

率先完成合阳区域“三供一业”管理职能实质性移交

今年以来，韩城矿业公司下峪口矿
按照“五小”创新成果的创新性、实施效
果、推广价值和规范性等标准，从34个成
果项目中评选出在提高工作效率、降低
劳动强度、使用范围广泛具有推广价值
的“矿用隔膜泵注油壶”“胶带输送机压
带装置”等 7项推广项目，并批量制作成
实物推广给井下单位使用，目前累计创
效200余万元，实现了“一人创新大家用，
一个成果大家享”。

一个“螺栓”的价值

“更换一次过渡槽底拖需要三个小
时，换起来又费劲，自从小马用四个螺栓
代替设备原有的鱼尾螺栓后，刮板输送
机再也没坏过！”该矿采煤二队维修工感
叹地对笔者说。

目前，该队所采3号煤工作面使用的
溜子是 SGZ764/630 刮板输送机，其机
头、机尾过渡槽底托板与过渡槽连接主
要靠 2 个定位销轴与 4 个鱼尾螺栓固
定。在支架推移溜子或拉支架时，底拖
受力很大，推移的力量传递至鱼尾螺栓，
在反复的推移溜子与拉支架的过程中，
会频繁出现因刮板输送机的过渡槽底板
鱼尾孔磨圆，受力后断裂的情况。

每次只要听说过渡槽底板螺栓坏
了，队领导就“上火”，维修人员更是头
疼。因为设备的故障直接影响当月原煤
产量，而且更换一次需要四五个人配合，
几个小时下来腰酸背痛是常事。

技术员马红涛得知后，在井下与有
经验的职工进行探讨，他大胆采用高
强度螺栓代替鱼尾螺栓，将原来的鱼
尾孔打成通孔，使过渡槽底板和过渡
槽连接更加紧固。经地面试验，投入
到井下现场后，再未更换过渡槽底托
板，大大减少了设备的故障率，提高了
生产效率。

目前，该“五小”创新成果已在
21312、3号煤工作面推广使用。

泵工“下岗”了

“自从 2-2回风巷、北轨大巷等地推
广使用刘亚平“五小”发明成果《矿用局
部全自动排水系统》后，实现了全天无人
值守，我们这几个泵工从岗位上下来，这
不参加矿上的转岗培训，拿到证准备上
别的岗位。”原来在泵工岗位的小刘告诉
笔者。

随着矿井减人提效后，一线各岗位
职工减少，而井下巷道却在不断延伸，刘

亚平针对这一现状，从安全的角度出发，
思考如何可以为矿井的安全出力。当他
听到有职工抱怨这几天巷道某处积水，
给职工行走带来不便的情况后，他实地
调研，发挥特长，利用电磁传感器、矿用
潜水泵、开关等，制作完成了适合矿井局
部全自动全天候无人值守排水系统，安
装使用后彻底解决了北轨大巷等处的积
水。自安装使用矿用局部自动排水系统
后，减少了每班 1个泵工和清水沟人员 6
人，一个月下来节约用人成本20多万元，
而且这个自动排水系统可反复使用。

该矿电煤区书记说：“设计这套设备
500元，解决了大问题，目前已经在北轨
1900米、2-2回风巷推广使用，很多泵工
都得改行了，听说他因为此项成果还获
得了矿工会的奖励。”

给筛子“钉掌”

古代人给自己的战马钉掌，现在的
人给鞋钉掌，其实都是出于一个目的，
为了耐磨或者防止磨损，而他却为选煤
厂设备也“钉了掌”，不但省人力，而
且一年可节约材料费用34万多元。这个
给筛子“钉掌”的人就是选煤厂检修钳
工郑鹏佶。

在工作中，他发现每 2个月全厂 10
台机器弧形筛都会轮流出现故障，每换
一次弧形筛需要五六个人，几个小时配
合才能完成，工作量可想而知。细心的
他在巡视中发现来料点位于弧形筛的
上部，由于来料冲刷减少了弧形筛的使
用寿命。

从那以后他一有时间就“猫”在库房
里琢磨，无意中发现了库房里的聚氨酯
板，想到聚氨酯板耐磨耐腐蚀、有弹
性、不生锈的特性，他大胆提出裁剪两
块聚氨酯板悬挂紧贴在弧形筛的上部，
以缓解煤对筛子的冲击。经过该厂科研
小组的论证和试验，效果良好，已在全厂
383A、383B、384B等地推广使用。

在推广使用了WHS-3400弧形筛缓
冲垫后，很多职工高兴地说：“夏天再也
不用汗流浃背地换弧形筛了。”

目前，该矿持续不断加大“五小”创
新成果推广应用力度，除了解决安全生
产中的实际问题，提高工作效率与工作
质量外，还通过不断推进创新成果应
用、强化过程管控、注重创新成效，确保

“五小”创新活动常态化开展，为职工立
足岗位创新实践、提升专业素质搭建了
平台。 （马麦丽）

党建
廉洁

今年后半年，澄合矿业百良公司
党委把党建工作同工作考核、安全管
理、工资公开及便捷服务紧密结合，
从细节入手，从实际出发，谱写了党
建四部曲。

考核落地 多了奖励
“8月 15日干部考核情况通报：综采

队党政负责人王军辉、张晗各加 5分，生
产计划超额完成……”这是百良公司调
度会通报干部考核时的一个场景。

今年以来，百良公司通过考核，使
干部队伍素质明显提升，从干部考核打
分情况看，加分奖励的越来越多了，主
动完成任务，干好工作的干部也越来越
多了。

百良公司干部考核找准管理人员工
作中的松懈点、存在的问题，直达痛处。
掘一队队长张巍说：“现在不仅要完成生
产工作任务，还要管理好内部人员，日常
扣分多了，月底很有可能就排名靠后被
处罚，不仅丢面子还会丢票子。”

强化过程管控让中层干部感到了
“严”。每天在早调度会召开之前，由公
司领导和职能部室负责人根据前一天工
作完成情况对照考核标准，进行量化考
核打分，绝不手软。月底组织部门汇总

考核得分，形成考核排名。对排名后三
位人员进行通报处罚的同时，进行谈心
帮教，对重点工作进行跟进，确保工作落
实到位，形成闭环。

及时奖惩兑现让中层干部感到了
“荣”。“7月干部考核情况通报，机关组第
一名南晶晶，95.85分，奖励 500元……”
这是 8月份安全办公会通报干部考核情
况的情形。今年以来，百良公司严格按
照考核管理办法，进行日常干部考核，截
止到12月奖励66人，奖励金额26400元，
处罚 66人，处罚金额 13200元，全部在当
月工资中予以兑现。连续三次排名前三
的人员优先评为年度先进个人，并作为
后备干部人选的参考。让想干事、能干
事的中层管理人员真正尝到了甜头，感
到了荣耀，鼓足了干劲。

每月抽查10% 看谁还敢打折扣
自 8月份起，百良公司由纪检牵头，

劳资、财务、安监、工会等部门配合，组成
自查小组，对各区队近三个月以来的工
资发放、分配、公开透明和职工满意度进
行自查自纠专项治理。

各区队工资表由职工签字确认后张
贴在公开栏，每月定期更换，让职工对收
入明明白白。每月定期召开工资分配
会，各职能部室监督工资分配，确保公平

合理。每月从各区队工资表中抽查 10%
的职工，核对工分、入井、出勤等，对存在
问题由纪检部门逐项调查，并要求限期
整改，确保职工收入不打折扣。在各区
队中随机与队干、职工进行谈话，了解所
在区队存在问题，诚心诚意征求他们的
意见建议，对反映出的共性问题彻查解
决，保证工资分配事不过月。

“三会一课”开设安全专场
“以前队上开展‘三会一课’无非就

是看视频、念文件，而最近的‘三会一课’
却叫人眼前一亮。”刚参加完三季度党员
大会的掘二队党员吕勇说。

会议还针对近期重点工作，分析掘
二队现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进行
调整和安排，全体党员发挥聪明才智，
畅谈自己在工作中的体会和想法，让普
通党员融入管理，为企业安全生产献计
献策。

为了把矿井安全生产与党建工作结
合起来，掘二队党支部还通过推行“互联
网+”党员学习平台，针对党员班次不同，
建立党员学习微信群、党员QQ群，搭建
网络学习互动平台，将党员学习教育内
容发到微信群，实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学习教育模式。采用党员喜闻乐见的形
式，把“三会一课”打造成党员提素质、长

知识、比学赶超的综合平台。
组织关系转接 一个短信就办妥
“11月3日，我给公司组织部打电话，

想把党组织关系转到社区，工作人员告
诉我，只要把社区信息通过短信发给他
就可以了。要知道原来办理党员关系转
接需要拿着介绍信来回跑好几趟，费事、
费力还费心，现在方便多了，打个电话，
发个短信，足不出户即可办理，对于我们
腿脚不好的退休党员来说真是件好事。”
百良公司退休党员张春雨说。

百良公司组织相关部门按照“党委
与支部”“支部与党员”的方式进行归类
划分，把全体党员的基础信息和资料进
行归纳整理，并将纸质信息转化为电子
档案，准确录入到了全国党员信息管理
系统中。党委组织部建立了工作交流
群，采取专题培训、分类指导等方式，
确保每个支部管理员能操作、会运用党
务信息系统管理。

依托该信息管理系统，百良公司实
现了党员组织关系网上转接，规范了党
员组织关系转接程序。党员“发个短信、
打个电话”，足不出户即可申请转接组织
关系，而且路径流程可视可查，实现了转
接快捷方便，党员省心省力。

（李晓会 白超）

党建四部曲 事事接地气
百良公司

企业蓝讯

本报讯 近日，由冶金
工业规划研究院举办的

“2019中国和全球钢铁需求
预测研究成果、钢铁企业竞
争力评级发布会”在北京召
开。陕钢集团由中国钢铁
企业综合竞争力B+（优强）
上升至A（特强）行列。

据悉，本次参与竞争力
评级的对象，包括大多数的
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吸纳了
部分其他钢铁企业，排除信
息缺失严重的钢铁企业后，

共有108家钢铁企业进入本
次竞争力评级范围，合计粗
钢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88%，进入评级A+、A、B+的
钢铁企业共有83家，占评估
钢铁企业总数的77%。2018
年度钢铁企业综合竞争力
评级分 3大板块（分别是企
业基础竞争力、企业发展
竞争力和企业经营绩效竞
争力）、14 项要素和 23 个
指标，构建了标准指标体
系框架。 （陈蝶）

陕钢集团陕钢集团 进入中国钢铁企业综合竞争力进入中国钢铁企业综合竞争力AA级级（（特强特强））行列行列

小成果汇聚大收益小成果汇聚大收益小成果汇聚大收益
——下峪口矿“五小”创新成果推广显效剪影

本报讯 近日，澄合矿业公司
与合阳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举行“三供一业”管理服务职
能交接仪式。至此，合阳县城市建
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全面进驻澄
合矿业公司所属合阳区域职工家
属区，服务职工住户，标志着该公
司已实质性完成合阳区域“三供一
业”分离移交任务。

今年以来，澄合矿业公司严
格按照集团公司《关于进一步做
好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
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的通知》文件
要求，坚决贯彻落实相关会议精
神，成立“三供一业”工作机构，抽
调专业精干人员，持续加强与集团
公司、渭南市、澄城县及合阳县
多方的沟通协调，不断增强主动

性和责任感，坚持依法依规操
作，确保实现“三供一业”业务
顺利移交。

年初，该公司制订了《2018 年
度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
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安排》，统筹
部署全年工作。制定了《剥离国有
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
问题工作专项考核办法》，通过考
核导向、动态跟进、阶段评估、定期
报告等手段确保每一项具体任务
都能落到实处。建立了工作进度
汇报制度，通过“周汇报、周总结”
对工作进行全程跟踪，切实做到任
务明确、责任落实，多种措施加快
推进分离移交工作步伐。截至目
前，签订“三供一业”分离移交补充
协议10份，资金共管账户协议6份，

管理服务职能移交协议 1份，已完
成资产（固定资产和维修改造资
金）划转和管理服务职能移交工
作。维修改造方案已基本和接收
单位达成一致意见并启动实施。
在市政职能移交方面，已全面完成
涉及的 7 项市政设施移交收尾工
作，公司不再履行市政服务职能。
在教育机构深化改革方面，完成了
机关幼儿园和阳光幼儿园的移交
工作。

在下一步工作中，该公司将进
一步加快管理服务职能实质性移
交，尽快完成 《劳务输出协议》
和 《遗留问题解决协议》 的签
订，以确保移交业务交得出、接得
稳、管得好，平稳过渡、无缝对接、
有序运行。 （杨秦钊 赵妮娜）

本报讯 近日，中国施
工企业管理协会 2017年度
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结果
公示。由建设集团完成的
《深厚富水基岩立井井筒
冻结及快速施工关键技
术研究》 科研项目获评
一等奖。

该项目为陕西省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科技创新专
项资金项目，由建设集团与
西安科技大学、中煤邯郸特
殊凿井有限公司联合开

发。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总结出了超深冻结孔泥浆
置换技术、厚基岩千米冻
结井筒施工综合机械化配
套模式、冻结基岩爆破作
业实施方案、千米超深冻
结孔防纠偏技术、冻结孔
灌浆技术等多项关键技
术。经专家组鉴定，项目研
究成果对西部地区的矿井
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经
济社会效益明显，具有推广应
用价值。（宋阳丽 张雪晶）

建设集团建设集团 获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获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本报讯 近日，由神木
煤化工东鑫垣公司自主研
发的“煤焦油加氢废气回
收利用技术和工业化应
用”和“气固两相燃料掺
烧技术在循环流化床锅炉
的工业化应用”两项技术
在西安通过了陕西省石油
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的
科技成果鉴定。鉴定委员
会认为：两项技术经济、
社会、环境效益显著，在
国内同行业处于领先水平。

截至目前，东鑫垣公
司已有废水处理、含氧制
氢、加氢废气回收及流化
床锅炉掺烧四项技术成果
通过了科技成果鉴定。下
一步，东鑫垣公司将继续
发扬技术创新精神，做好
技术保护和认定，依靠

“科学管理加科学技术就是
第一生产力”的先进化工管
理理念，打造国内一流煤化
工企业。

（高宏寅）

东鑫垣公司东鑫垣公司 两项科技成果通过省石化联合会鉴定两项科技成果通过省石化联合会鉴定

进入深冬，天亮渐晚。近期，黄陵二号煤矿为保洁
人员配发了随身微型爆闪灯，使往来车辆能够尽早发现
路上的养护作业人员，提前主动避让，有效地减少夜间
作业期间发生意外伤害的危险，为作业人员又提供了一
道安全保障。 史灏 摄

本报讯 近日，北元化工集团锦源化工热
电分厂集控室一片欢欣，热电机组提前 24天
完成全年 3.95亿度的发电任务，较去年同期
多发 1300万度。至此，锦源化工自 2012年以
来已实现年度发电任务七连超。

今年以来，锦源化工坚持以工艺管控保
安全的理念强化机组工艺管理，细化机组工
艺操作及调整，严控机组工艺指标。始终把
工艺指标超标当作事故来对待。通过严控工
艺参数，对机组运行中出现的负荷、压力、温
度偏离或指标异常等现象，及时组织分析、判
断、纠偏，并一一予以解决，确保机组在最佳
工况下运行。另外，公司加强与地调的联系
沟通，对电量计划完成情况进行动态跟踪，紧
盯每时每刻负荷变化，在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的前提下确保发电任务分秒必争。

公司始终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当作一
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严格按照环保规范要求，
加强内部管理，增加资金投入，采用先进的生
产工艺和治理技术，确保达标排放。今年 4
月份，公司湿法脱硫项目顺利投运，采用电
石渣-石膏湿法脱硫工艺，有效解决了因烟
气内 SO2排放超标而引起锅炉降负荷的问
题，保证锅炉在环保各项指标达标排放的前
提下，带满锅炉负荷，为机组提供充足的汽
源。同时，脱硫装置的投运，也解决了因
SO2排放制约煤泥系统投运的问题，锅炉顺利
实现煤气、煤泥、矸石的配比掺烧，确保机组

“吃得饱、发得出”。
按照设计规范，锅炉满负荷的情况下完

全可以带满发电机负荷，但在实际运行过程
中，每台发电机发电负荷最高维持在 28MW
左右，不能达到设计产能。针对这一问题，公
司组织专人进行研究分析和调整，经过不断
试验、分析，通过与锅炉厂家共同试验，以及
与同行业机组调研对比后，制定并落实了相
关措施，使机组真空提高，从而使汽耗下降、
排汽温度降低，提高了机组效率。

此前，公司煤气管线未全面贯通，煤气资
源利用率不高。公司通过多方考察、反复论证，对电石
炉、焦化炉产生的煤气进行收集存储，对煤气产出统一
进行调度，使各装置间实现煤气大联通。随着尾气锅炉
喷燃口的成功技改，在生产系统煤气充足的前提下，尾
气锅炉可实现满负荷运行，进而为机组提供更多的做功
蒸汽，提高发电负荷。

据悉，按照锦源化工目前的机组运行工况，预计全
年可发电4.27亿度，届时将再次刷新投产以来的发电量
历史纪录。 （丁增荣）

本报讯 截止到12月10日，运销黄陵分公司年度煤炭
网上交易量达738万吨，首次突破700万大关，本年度实现
增收4370余万元，网上交易量和竞价增收均创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运销黄陵分公司严格执行陕煤集团煤炭
网上交易相关规定，积极转变销售模式，以黄陵矿区资
源为依托，以陕西煤炭交易中心为平台，充分发挥“互联
网+”对煤炭销售的促进作用和价格发现功能，积极开展
煤炭挂牌、竞价等网上交易模式。通过与陕西煤炭交易
中心的通力合作，进一步细化煤炭网上交易流程，提高
网上竞拍率。不断加大“黄陵煤”网上交易量，推进了黄
陵矿区煤炭销售由传统交易模式向信息化、网络化的现
代电子交易新模式的快速转变，同时有效促进了“黄陵
煤”溢价创收与营销效能的同步提升。 （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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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截至 12月 12
日，运销集团彬长分公司煤
炭销量达 2100.53 万吨，其
中，铁运运量 1624.19万吨，
同比多运 424.99万吨，增幅
27%，超额完成集团下达的
1350万吨全年铁运量任务，
再创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彬长分公司
以运销集团“两会”精神为

指导，以提升铁运总量为目
标，以协调服务为主线，紧
盯目标不放松，优化调运流
程，提高发运效率，积极配
合集团协调路局，保障日装
车不低于13列，充分发挥彬
长分公司的区域优势、运输
优势、资源优势，使运能饱
和达到常态化，全面满足矿
区产能释放需要。 （卢妮）

运销彬长分公司运销彬长分公司 煤炭铁运量破煤炭铁运量破16001600万吨创历年新高万吨创历年新高

本报讯 面对电力市场
供大于求，电量指标、售电
价格“双降”的严峻形
势，今年以来，黄陵矿业
煤矸石发电公司在积极争
取基础电量指标的同时，
努力拓宽市场，积极响应
党和政府的决策部署，推
进全省清洁供暖工作，努
力减少散烧煤取暖带来

的环境污染，促进全省空气
质量持续向好。近日，该公
司与 16家售电公司签订了
2018-2019年电采暖电量协
议，签约电采暖电量 5.9亿
度。推进了企业从“单一发
电型”向“电力综合服务型”
的转变，为企业打开更广阔
的市场发展空间奠定良好
基础。 （李涛）

黄陵煤矸石发电公司黄陵煤矸石发电公司 首次签订电采暖电量首次签订电采暖电量55..99亿度亿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