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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龙刘少龙 摄摄

截至 2018年 9月，陕北矿业公司资产规
模达465亿元，累计生产煤炭5.46亿吨，2015
年、2016 年、2017 年人均年产原煤 1.10 万
吨，这些成绩的取得始于 13年前的一场“北
移”之旅。

肩负使命，前方就是光明

坐了一夜的火车，迎接小王和老李的不
是清晨第一缕阳光，而是冰冷刺骨的寒风。
下了火车，他们又坐上了前来接他们的汽
车，走了半个小时的山路，这才抵达了他们
此次的目的地——柠条塔煤矿建设现场。
刚一下车，小王望着远处光秃秃的荒山和近
处低矮的简易工棚，面露苦涩地问老李：“师
傅，我们真能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建设一座
现代化大型煤矿？”“能，肯定能！”

小王和老李正是那场始于 13年前“北
移”之旅中无数建设者的一员。

2004年陕煤集团组建成立，面对关中地
区煤炭资源枯竭，开采难度不断加大，企业
负担急剧增加等诸多不利因素，求变成为摆
在陕煤集团面前的唯一选择。他们经过深
思熟虑的谋划，抓住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建设
机遇，将目光瞄准了素有“中国科威特”之称
的榆林，2005年即作出了“稳定渭北、壮大彬
黄、做强陕北”战略北移号召，同年 7月，陕
北矿业公司改制挂牌，并将办公场所由西
安迁至榆林市开发区。一大批胸怀大局的
陕北矿业人放弃关中地区优越舒适的工作
环境和生活条件，背井离乡，克服重重困难
奔赴陕北，他们在广袤无垠的毛乌素沙漠
腹地，抗严寒、斗酷暑、战风沙……

2005年，柠条塔矿业公司开工建设；
2006年，红柳林矿业公司、张家峁矿业

公司相继开工建设；
2007 年，韩家湾煤炭公司实施矿井技

改，涌鑫矿业公司开工建设；
2008年，产业发展公司成立；

……
肩负使命，前方就是光明。13年后，他们

用放眼全局、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创业精
神，铸就了一艘拥有7000万吨优质煤炭产能，
2亿吨煤炭生产服务能力的西部能源巨舰。

从实际出发，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怎么干？如何建？建成什么样？一直
是困扰这群建设者们的一大难题。他们中
有的人认为，关中老矿已经有一套极为成
熟的建设方案，应该直接拿来使用。也有
的人认为，陕北地区煤炭赋存条件和地质
条件与关中地区完全不同，应该从实际出
发，重新制定方案。经过认真勘探和研究，
他们决定一切从实际出发，对标世界一流
煤矿，打造独具特色的现代化矿井。

在煤炭开采技术方面，他们积极与中
国矿业科学协同创新联盟何满潮院士团队
合作共同完成的“厚煤层 110 工法技术研
究”，于 2016年 5月通过了由中国煤炭工业
协会组织的 13 位专家鉴定。“110 工法”成
功实施后，2016年 9月又试验实施“N00 工
法”，实现了无煤柱精准开采，是我国第三
次矿业技术变革的重大实践。

在智能化方面，他们坚持走“三型四
化”道路，充分运用煤炭行业最为顶尖前沿
的技术成果，先后实施了全国首个 6.3米大
采高智能化开采、地质可视化开采、智能化
选煤厂、井下 100多个岗位实现了“无人值
守有人巡检”、井下巡检机器人等一系列重
大成果，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推进了
企业转型升级。

在绿色矿业建设方面，他们深入推进绿
色开采管理体系，从源头上实现煤炭绿色
高效开采；积极探索矸石综合利用技术，实
现了井下矸石不升井，地面矸石再利用；在
井下设置矿井水处理系统，在地面建成污
水处理站，实现矿井水综合利用；划分运煤

专线，实现“产煤不见煤”；建成了黄土沟壑
采煤深陷微生物复垦科研示范基地，实现
采煤深陷区综合治理。如今，一座座春季
有花，夏季有荫，秋季有果，冬季有景的花
园式矿区巍然屹立于毛乌素沙漠之中。

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他们一方面充分
发挥自身在煤炭领域的专业优势、技术优
势、地域优势和市场优势，以煤炭科技成果
孵化转化和煤炭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扶持为
目标，注册成立“煤炭科技孵化公司”，成为
全国首个煤炭“双创”基地。另一方面积极
应用“互联网+”，建成了以煤炭生产运营服
务、专业技术服务、设备物资服务、人力资
源服务和金融服务“4＋1”服务模式为主线
的全国首个“煤亮子”O2O平台。

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他们用敢为人先、创新发展、励精图治的创
新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北移”传奇，
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守业维艰，负重前行

在经历了煤炭黄金十年的发展机遇，建
设者们遇到了“北移”进程中的又一道难
关：煤炭产能过剩，价格断崖式下跌，全行
业陷入亏损。面对严峻复杂的煤炭市场形
势，他们并没有退缩，喊出了“既然无法改
变外部环境，那就改变自己”的口号。

他们打破大锅饭思维，直视管理弊端，
以管理创新作为转型升级突破口，深入开
展包岗、包工、包任务及工区式管理创新，
科学建立薪酬体系，全面推进固定资产清
查，盘活存量资源，降低物资库存。加强税
务筹划和内控体系建设，严格专项资金管
理；建立了任务、责任、工作设计、组织实
施、考核兑现的清单式、量化式的全面预算
工作体系，以管理侧改革优化了工作品质，
企业管理水平迈上了新台阶。

他们积极调整生产销售策略，以吨煤

完全成本降到百元以下为目标，实施定制
化生产销售。围绕提质增效，实施系统改
造，优化生产布局，合理采掘接续，强化煤
质品类管理，不断优化产品供给结构，以
优质煤炭稳定煤价，巩固市场，增加效
益。加大品牌建设力度，编制了煤炭产品
营销宣传册，建立了客户微信群，及时发
布煤质信息，形成“红柳林牌、柠条塔牌、
张家峁牌”等知名品牌。

他们积极推行全员“双创”，在煤炭市
场低迷的情况下，仍坚持每年拿出近亿元
资金用于“双创”基地建设、重大创新项目
研发、全员“双创”薪酬等方面。建立了

“双创”绩效评价机制，将薪酬分配调整为
“岗位工资+绩效工资+双创工资+特别奖
励”4个部分，使“双创”与职工收入紧密相
连，形成“要我双创”到“我要双创”的转
变。2015年至 2017年，“双创”直接创造经
济效益分别达 3.28 亿元、5.19 亿元和 5.42
亿元，使“双创”成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又一个新的支撑点。

守业维艰，负重前行。他们用迎难而
上、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迈过一
道又一道的坎，攀上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峰。

站在新起点，迈步新征程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使命开启新征
程。新一代的陕北矿业人在高质量发展新
时代航标的引领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积极把握新时代发展脉搏、煤炭科
技进步脉搏、国家改革开放脉搏，适应经济
发展高质量要求，以客观三个之最、主观八
个之最和十二项国内外核心标杆体系为支
撑，始终瞄准高端一流目标，聚焦主业，调
整产品、市场、工艺技术、劳动用工、生产
组织、成本、安全环保、工作品质八大结
构，全力推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形成了

“二优三商”（“二优”即资源禀赋发挥优、
全要素生产率优；“三商”即煤炭洁净产品
定制化的供应商、煤炭生产综合服务方案
的解决商、煤炭科技孵化转化的平台商）新
型煤炭开采企业高质量发展新模式，实现
了“由规模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增
长”的蜕变，培育了一批资源配置效率高、
产业优势明显的领先企业。

无论过去多少年，回忆起“北移”，想起
这些故事，“北移精神”都一直鼓舞着一代代
的陕北矿业人迈步走向新征程。 （谭学超）

始于13年前的“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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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北移精神 建功陕煤发展事业”征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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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渭北高原到陕北大
漠，80后的曹楠楠，义无反
顾地背起行囊踏上这段“北
移”征程，来到了榆北小保
当公司。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他始终怀揣梦想，不忘
初心，将“心中有信仰，脚下
有力量”作为人生的方向标
和践行的座右铭。

心中有信仰 前行不会偏航

“北移”的路绝非坦途，
需要舍弃舒适安逸，需要放
下儿女情长，从此征战沙
漠，别无选择。他深知这一
点，用坚定的步伐走出了

“北移”的路。
来到补连塔煤矿实习，

他每天跟着师傅去学、去
记、去练，在基层9年的工作
经验，再加上自身勤勉
好学，很快赢得了师傅
的喜爱。脏活累活他
都抢着干，肩膀磨破
了，他咬牙坚持，凭着
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成
为了实习员工中第一
批归来的骨干队员。
在工作中，他经常向老
师傅请教，利用休息时
间学习CAD平面设计
程序软件，井下供电图
他 也 尝 试 着 独 立 完
成。区队更换大小设
备，他都与厂家的技术
人员一起安装调试，讨
论设备运行当中遇到
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
成功总结出了以“听、
摸、看、量”为主的一套
综合设备检修方法，提
高了检修速度与质量，
保 证 了 机 器 正 常 运
转。爱岗敬业、甘于奉
献的他还是大家推选的
支部组织委员，除了日
常生产工作，他还带领
全区党员积极开展党内
各项活动，带头向群众
亮身份，工作中冲在
前，替职工排忧解难，
让综采区铁军又一次
成为了小保当公司的传奇。

脚下有力量 在奋斗中闪光

回到小保当，他俨然成
为了综采区的中流砥柱，
除了区队的跟班带班，还
要制定各种措施、安排当
班工作，每天都把时间远
远地甩在后面。

当综采区首次进行井
下设备试运转调试时，由于
转载机的故障，影响整体工
作开展。听闻此消息，已经
走到升井人车前的曹楠楠
说，“你们先上，我去看看。”
到达现场后，他摘下手套，
找来工具，用手尝试触摸螺
丝，试着进行操作，汗流浃
背也未停歇，全身工服像在
水里泡过似的。接班的工

友看不下去，纷纷说道：
“你休息会，让我来。”只见
他用胳膊抹了一把脸上的
煤泥汗珠说：“咱们加把
劲，快点干，争分夺秒，抢
时间把这个问题处理好，
保证设备正常试运转。”经
过大家的协作配合，机械
受损件终于更换完成，设
备可以正常运转。此时，
他已经连续在井下工作了
18个小时。

迎着巷道的风，脸是黑
的，手是黑的，嘴里也是黑
的，他的眼睛比深夜还要深
邃。因为热爱，他愿意与
黑暗同行；因为责任，他用
汗水向他人传递着矿工的
能量，在建设智慧化矿山
的洪流中，用自己的光和

热，贡献着一份信念
和力量。

真情如磐石
付出就会收获
他就是母亲倚在

门口牵不到的那只
手，妻子舍不得挂掉
的电话，女儿眼里不
敢靠近的陌生人。因
为梦想，放弃了与家
人团聚的时刻。因为
梦想，愿意肩负起这
份沉重的负荷。

在小保当公司第
一个回采工作面的内
回风顺槽与切眼全面
贯通之后，公司决定对
贯通切眼进行临时支
护。区队安排曹楠楠
负责切眼临时支护工
作。他第一时间奔赴
井下作业现场，准备所
需的物料。从技术措
施的学习宣贯到现场
的作业流程标准，从测
量巷道高度到复查顶
板质量，从检查单体状
态到巡查支护质量，每
一道工序、每一步操
作、每一个标准，他都
保质保量完成。一连
几天，早上下井，半夜

升井。妻子生病了，找他找
不见。夜里，他升井匆匆回
到宿舍，望着脸色苍白熟睡
的妻子，他无限自责地替妻
子掖了掖被角，在额头上印
下深深一吻，“好好照顾自
己，等忙完这段时间我就回
来陪你。”这大概是他最常
对妻子说的一句话，说完又
急匆匆回区里忙活去了。
在他的努力下，临时支护工
作圆满完成，没有发生任何
碰手碰脚事故，受到了领导
和同事的一致好评。

鲁迅先生说过：“世上本
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
了路。”曹楠楠正是用开疆拓
土的信念和披荆斩棘的勇
气，唱响了陕煤青年人“北
移”的奋斗之歌。（刘大鹏）

在“北移”的队伍之中，有人放弃了
自己南下的计划，有人放弃了留在父母
身边尽孝，有人放弃了陪伴儿女的成
长。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件事，
朝着同样的目标前行，在陕北这片热土
上建功立业。从此，他们将浪漫的念头
埋藏在心底，将宝贵的年华献给事业，
十多年如一日，在平凡的岗位上艰苦奋
斗、无私奉献，耕耘着自己的梦想。
讲责任，会说能干有才人——李少芳
“哐当、哐当……”2009年9月，李少

芳大学毕业后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南下
的计划，从宝鸡出发奔赴神木锦界，独
自一人踏上了北上的列车，追逐自己心
里那片充满希望的沃土，追寻那份属于
自己的梦想。

李少芳是北元化工员工眼里斯文
的“有才”人，他说话头头是道，尤其是
在进行安全培训的时候，他那抑扬顿挫
的语气加上绘声绘色的描述，很快会吸
引住听众。在 2018年 6月份，他被推选
代表公司参加了陕煤集团“安全生产，
团员青年在行动”主题实践系列活动

“安全生产，陕煤团声”的宣讲，受到了
一致好评。他不仅会说，还在工作中不
怕苦不怕累，总是认真对待每一件事。

记得 2012年初的一个夜晚，氯碱分
厂一期氯氢处理工段给一期二次盐水及

电解工段输送高纯酸的外管架上发生了
泄漏。为了不影响生产，他同检修人员
奋战在检修一线。当检修人员多次处理
无果的情况下，他爬上8米多高的管廊架
上分析原因，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当
时气温零下 18℃左右，他一直连续工作
了5小时，当有员工让他休息一会时，他
却说：“隐患没消除，我心里不踏实。”他
没有因为环境的恶劣而忘记自己的职责
所在，最终在他的带领下成功将漏点消
除掉，保证了生产的稳定运行。

9年过去了，李少芳在安全管理工
作岗位上仍旧保持着任劳任怨的韧
劲。笔者问他：“你理解的‘北移精神’
是什么？”他的目光投向窗外，像是要将
这9年的岁月快速浏览一遍。思考片刻
后，他告诉我：“我想是任何时候都要怀
抱希望，无悔当初的选择，心甘情愿地
去为自己的选择艰苦奋斗吧！”
谈吃苦，谁说女子不如男——李小娜

2004年李小娜从渭南蒲城来到陕
北，未曾见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
圆”的美景，眼前只有漫天的黄沙和无
尽的公路。“原本一个小时的路程，整
整走了 4 个多小时，那是我人生第一
次晕车，下车后面对狂风的呼啸，失落
感和挫败感瞬间把我笼罩。”这是李小
娜对陕北的最初印象。

李小娜进入北元化工时才只有 21
岁，当年的北元还处在如火如荼的建设
时期。别看李小娜还是个没有任何工作
经验的小姑娘，可她作为荒原上的一名
开垦者，拉过电缆、修过马路、卸过铜板、
烧过锅炉……哪里需要她就在哪里干，
俨然一位“巾帼英雄”。没过多久，李小
娜就适应了北元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开
启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征程。

随着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周边的环
境也日新月异。李小娜迎来了一个女人
这辈子将要面对的人生大事——婚姻。
每次回家，家里人都逼着她去相亲。

她的父母经常在她的耳边唠叨：“女
孩子有个好的归宿比什么都强，你看看
你现在都成什么样了？我们当初就不应
该答应你去陕北那个化工厂工作的。”

她只能耐心给父母解释：“爸、妈，我
承认我呆的那地方条件不如咱们这边
好，可那只是暂时的。你们不知道，那
地方可是国家能源化工基地，将来肯定
是重点发展对象。”

3年后，她结婚了，嫁给了一个憨厚
老实的神木小伙子。李小娜的父母起
初也不情愿。“3年了，我已经适应了这
里，公司发展蒸蒸日上，产量每创新高，
待遇也越来越高。更主要的是这里能
真正发挥我的专业特长，我身边的人勤
奋踏实，我相信我们两个会把日子过顺
当的。将来，我还要接你们过来享福
呢！”最终，李小娜用一番真诚的话语打
动了她的父母。

时光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容颜，却无
法改变她积极上进的心。李小娜从一
名普通的员工，到如今氯碱分厂中控分
析工段技术员。她自豪地告诉笔者：

“事实证明，我的人生选择没有错。”她
把 14年的青春年华默默地奉献在了北
元这个大家庭，她始终无怨无悔。
论奉献，七年芳华驻漠北——张云秀
“妈妈，你不要走……”儿子的小脚

丫踩在自己的脚背上，坚强的女子强忍
住泪水，慢慢地蹲下来把儿子抱了起来。

望着只有 3岁的儿子，看着年过花

甲的父母，张云秀纠结心痛。她走了，
这个3岁的孩子只能留给自己的父母照
顾，而自己的父母也需要她在身边呀！
俗话说“父母在，不远行。”何况父母亲
身边只有自己和孙子。自己走了不说，
还要给爸妈留下一个负担，这让她实在
难以开口。过了良久之后，爸爸转过身
说：“我知道你很热爱你的工作，也知道
这份工作对你的意义。可是孩子，爸妈
舍不得你一个女娃在外打拼，陕北那里
风沙大，冬天特别冷，你能行吗？”“我行
的，爸爸！只是我走了就辛苦您和妈
了，我不能在您们身边，还要您们帮我
照顾孩子。”说到这，这位柔弱的女子泪
眼婆娑。接下来的日子，父母则默默地
为她准备行囊，大到换洗的衣物，小到
牙膏牙刷、针线纽扣。每天爸妈都会上
街，每天都会关注陕西电视台的榆林天
气预报，就这样一天装满一个包……

“云秀呀，明天几点的火车？”
“爸，早上九点的。”
“云秀，明天我叫上你哥借辆三轮

车送你，我带孩子去公园。”说完这些
话，爸爸转身就出去了。张云秀鼻子酸
酸的，儿子望着地上的大包小包说：“妈
妈，真的要走吗？”孩子用自己的小脚丫
踩着妈妈的脚背企图阻挡妈妈“北移”
的脚步，可是他怎么知道自己妈妈肩上
的担子有多重，妈妈的心有多疼？

经过一天一宿的颠簸，2011年7月13
日中午，张云秀从渭南到了北元化工。在
陕北早起天空晴朗，夜晚星空闪耀，但是
风沙却是不打招呼说来就来。从住宿到
氯碱分厂中控分析室不足十分钟的路程，
可是遇到刮风下雨却二十分钟也走不到，
特别是像张云秀这样比较瘦小的身材，更
是随时有被风沙刮起来的危险。

在北元工作的 7年时间里，张云秀
没有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却在自己
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她面对工作
中的难点问题从没有退缩，用满腔热
情履行肩负的责任，用自己的青春播
洒激情，用行动谱写出一曲无怨无悔
的奉献之歌。 （梁正）

马薇马薇 摄摄

“北移”:青春无悔的选择

紧随陕煤主力北上的步伐，实业集
团榆彬实业公司一群有志之士深入尚
在建设中的曹家滩矿业公司，在后勤服
务战线建功立业。这里要讲述的是在
矿井建设期间，创造条件为员工提供优
质后勤服务的团队——榆彬实业曹家
滩项目部的感人故事。

矿井建设中后勤服务艰难起步
曹家滩矿业公司处于大漠深处，周

围便是茫茫沙海。榆彬公司曹家滩项
目部按照公司的统一部署，经过周密细
致的筹划安排，并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
工作，按照矿业公司的时间要求，于
2018年9月18日顺利开启曹家滩矿1号
职工餐厅，并实行24小时供餐服务。同
年 10月，又相继接收了职工浴室、干部
浴室、矿灯房，接手联建楼保洁及洗衣
房洗工作服等服务工作。在此过程中，

项目部克服种种困难从选聘人员到组
织岗前培训等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展每
一项工作任务都是一次新挑战，从员工
熟悉工作流程到工作标准的提升都要付
出大量的努力，经常是好不容易员工熟
练了，由于环境居住条件艰苦或工作太
辛苦等原因员工又流失掉了，员工素质
参差不齐，磨合期队伍不稳定，就在这样
的环境下，后勤服务工作艰难起步。

“我们吃住不好没关系，矿工吃不
好才是大问题。”

职工餐厅在开业前期，正值矿区建
设最紧张的时候，一时间无法为后勤服
务人员提供生活设施。“我们吃住不好
没关系，矿工吃不好才是大问题。”项目
部员工们抱着这样的信念，一方面积极
协调参与土建施工、水电、设备安装及
方案的调整变更等工作，参与也是为了

熟悉掌握各水电气及设备的使用，做好
基础准备工作。为了早日开业解决矿
井职工就餐问题，保洁人员在餐厅施工
没有完全撤场时，就积极清理现场建筑
垃圾、擦洗高低空玻璃，常常是这边施
工那边清理。一切都在积极向前推进，
最终按矿上的时间要求开业，受到矿业
公司领导好评及职工的赞赏。

克服困难解决矿工洗衣难
矿工吃饭问题刚刚解决，洗衣问题

又接踵而来，迫切需要开启矿区洗衣
房。洗衣房接收前期，在清理环境卫生、
岗前培训学习交流中，不断发现新问题，
如何快捷方便地提供好服务，设备的使
用和维护保养、安全注意事项、操作流程
等是员工必须掌握的基础。比如，有一
台缝纫机设备厂家人员也不会使用，项
目部就请社会上的裁缝过来手把手地教

员工，最终熟练掌握，为尽快开展服务打
下基础。洗衣房开业了，矿工可以穿着
干净干燥的工作衣下井了。

“只要有一人还住在这里，我就不
离开板房。”

“只要有一人还住在这里，我就不离
开板房”，这是榆彬实业曹家滩项目部经
理说的话。他不只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
做的，从他8月份到曹家滩的第一天起，就
与大家一起住在板房里，夏天酷热，秋冬
寒冷。随着矿区建设的进行，生活条件也
逐步改善，项目部陆续有人员离开板房住
进了正式宿舍，矿上也多次为项目经理安
排好了房间，但他多次执意让给了他人。

现在，曹家滩项目部全体员工正在
以积极的姿态，团结一致，努力拼搏，不
畏艰难，砥砺前行，向着挑战更高的服
务品质而努力。 （苗万涛 王世忠）

紧随主力创大业 后勤服务显身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