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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以改革开放四十
周年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
韩城国际灯光艺术节拉开帷
幕。韩城矿业公司积极响应
韩城市“文化搭台、企业唱

戏、市场化运作，全社会共同
参与”的新模式，肩负企业社
会责任，利用灯光艺术充分
展现公司发展自信和改革转
型的决心。 程博 摄

为切实开展好
“学习强国”APP的
推广使用工作，陕
北矿业张家峁公司
党委要求各党支部
明确一名学习管理
员，并召集各学习
管理员进行培训，
通过现场操作，创
建学习组织，构建
起了网上学习组织
架构。

目前，该公司
已完成组织创建，
315 名党员全部完
成“学习强国”APP
注册并开展网上自
学，并陆续加入平
台组织。

王小利 摄

1月24日，是蒲白矿业公司煤矿运营公
司第二项目部掘进二队支部书记刘海军的
生日。这一天，他给自己的生日留下了这
样一段话：“今天我以下井的方式为自己庆
祝了生日，井下机器的轰鸣声就是为我奏
响的礼乐；勇士支起的锚杆机就是为我插
上的生日蜡烛，同志们热情高涨的号角仿
佛生日祝福萦绕耳边。快乐的生活是一种
心态，公司在任务紧迫的时候我理应首当
其冲，无怨无悔地工作着，拿下当前的任务
不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吗？”

该公司第二项目部综掘一队现施工的
建新井下4206工作面，是矿业公司、建新煤
化公司遇到的首个“孤岛”工作面，施工难
度大、工期紧、任务重，为了确保 4206工作
面按期完工，该项目部从驻矿领导到项目
部经理、书记，所有管理人员实行轮流跟班
制，其它副经理跟班人员负责其它重点工
程跟班，保障各项工程安全顺利施工。同
时，项目部制定日追究、周考核制度及职工
出勤管理制度，落实跟、带班人员责任，严
格考核区队职工出勤及工效，对出勤率及
工效达不到生产要求的区队相关负责人进
行责任追究。驻矿部室管理人员加强现场
跟带班，及时协调解决系统存在问题，发挥

职能部室后勤服务保障作用。在生产中，项目部加强生产组
织管理，做好每道工序的衔接，充分利用有限时间，做到工序
紧凑，缩短循环作业时间。

“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越是工期紧张、越要注意安全。”
近期，因天气干燥，项目部管理人员及职工不同程度出现感
冒现象，项目部发现后立即安排人员购买板蓝根及感冒药
品，发送到各区队，将关爱送到每一位职工心中。项目部
实行管理人员包队制度，他们通过不定期参加区队班前
会，讲政策，鼓士气，统一全员思想，职工们干劲十足。
截至目前，项目部先后完成了 4206工作面 154米 ，顺利浇
筑完成等多项重要节点和突破，施工生产正全面加速推进
中。 （王艳萍 高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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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25日 20点 05分，生态
水泥公司市场营销部传来喜讯，经过全
体干群共同努力，圆满完成 1月销量指
标，刷新了公司自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
实现了开局决战，起步冲刺，呈现出产品
销售淡季不淡的喜人局面。

据悉，自开年以来，公司全体干部职
工咬定目标，想方设法化危为机，积极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公司领导深入基层、
深入一线，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工作
劲头带领全体员工将销售各项工作推
进。为使目标任务得以实现，公司聚焦
西安、渭南、陕北三个中心销售市场，积
极主动工作，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
市场研判，挖掘市场潜力。全体销售人
员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千方百计找客户、
拓市场，全盘推进水泥销售工作淡季不
淡。一是“一把手”带头外出找市场。由
董事长、总经理带领市场营销部负责人
共同奔赴一线市场，对市场需求开展调
研,逐户走访重点客户，洽谈合作事宜，亲
自把脉营销策略和拓市方案，先后承揽
了多项大型工程和重点搅拌站的水泥供
应，实现营销新突破。二是“精
准销售”持续发力向前。立足淡
季市场实际，充分利用完整的营
销数据处理分析系统，实时掌握
客户拉运动态和提货规律，加强
了解下游客户施工进度计划，从
发运计划的制定到产品输出，再
到产品实时发运状态跟踪，实行

信息了解、分析、跟踪、营销为一体的闭
环管理措。三是强化淡季销售，实施全
员营销。以“订单是跑出来的，业绩是干
出来的”理念为指引，对市场进行“地毯
式”走访调研，努力寻找合作中的空白
点、机会点和增量点，促进销量提增。将
现有客户划分为深度挖潜和重点维护两
大类，以“按订单组织产品、按需求衔接
计划、按状态调整策略”的标准分类施
策，统筹推进，为客户提供业务保障，促
进销量再提升。四是精准服务，服务水
平再升级。从售前、售中、售后三个阶段
精准加强淡季客户服务工作。对于客户
反映的问题，第一时间协调制定解决方
案，立行立改，精准提升，确保淡季销售
不丢户不丢单。 （姜忞伽）

本报讯 1月 27日，从榆北小保当公
司调度中心传来喜讯，前一日，该公司综
采区在进行正常检修四个半小时的情况
下，实现日推进 20.8米，割煤 23刀 58架，

生产原煤61916吨，创造了公司日产新纪
录。同时，在距离月底还有 5天的时间
里，小保当公司元月份原煤产量已达118
万吨，超额生产原煤18万吨，这是小保当
公司全体员工凝心聚力干工作、上下一
心抓生产的最好回报，实现了 2019年首
月“开门红”。

自元月份以来，针对临近春节员工
思想波动大、工作任务多的实际情况，该
公司提前把稳定员工队伍提上重要日
程，将抓思想渗透到每天的班前班后
会。同时，该公司管理人员还充分利用
业余时间到员工宿舍与员工聊天谈心，
进一步统一思想，鼓舞干劲。一句句暖
心的问候、一个个贴心的安排，解决了员
工的后顾之忧，给广大干部员工吃了一
颗“定心丸”，员工们思想上有了很大的
转变，工作热情也大大提高。

“电工组明天的主要工作有检查电
器设备有无失爆，尤其是反渗透的检查，
保证设备正常运行；更换受损的拖曳链；
查明水泵烧坏的原因并及时接新水泵确
保排水通畅……此外，所需要的物料已

列好清单交给下料员，完毕。”在该公司
综采区早班班后会上，电工组长刘鹏把
次日的工作任务安排得井井有条。据了
解，班组长提前计划工作是综采区为解
决检修班任务繁重、工作效率不高想出
来的实招。自实行提前谋划安排工作任
务以来，大家对自己的岗位职责和任务
分工更加清晰明确，管理起来更加有条
不紊，工作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各班组
在完成检修任务的同时，原煤产量也得
到提升。

为了进一步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
规范作业行为，该公司综采区根据安全
生产实际，把安全预想内容融入班前会，
要求员工提前对当天各项工作中存在的
大小隐患进行安全预想，并制定安全风
险点识别、研判、规避、防范等措施。安
全预想不仅给员工起到了安全警示作用，
同时也规范了员工的操作流程和作业标
准，避免了员工求快求产量蛮干现象的发
生，从而在保证安全生产的同时，工作面
的工程质量也得到了保证，推动公司真正
实现了安全高质量发展。 （陈佳龙）

党建
廉洁 六举措构筑党风廉政建设立体防线
去年以来，彬长矿业公司按照陕煤

集团党委、纪委新部署新要求，紧紧围
绕公司发展大局，聚焦中心任务，突出
主责主业，活用“四种形态”，落实“三
转”要求，履行监督职责，多措并举，全
力打造“立体防线”，将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有效渗入生产经营全过程，在企业中
形成了和谐稳定、人心思进、干劲倍增、
实干担当的良好氛围。

严格目标 细化责任

细化目标责任。去年初，该公司召
开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明确全年
目标任务，并将其细化分解为 7个方面
32项具体任务，明确牵头领导、分管部
门和责任人，夯实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基础。压实主体责任。公司从落实党
委主体责任的要求出发，把责任向分管
领导、部门层层传导延伸，一级带一级、
一级抓一级，做到了目标、任务和责任

“三落实”。严格目标考核。去年末，公
司领导牵头组成考核小组，对所属单位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履行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实情况进行综
合量化考核评价，并将结果纳入二级单
位领导班子薪酬考核指标中，严格落实
各级领导“一岗双责”责任。

严肃纪律 明确规矩

亮红线，纪律挺在前面。结合新版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修订公司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三项负面
清单，并将其印制成“党员干部廉洁行
为规范口袋手册”，方便随身携带，随时
提醒。盯节点，严防“四风”反弹。在传
统节假日期间，公司两级纪检监察机关
紧盯“四风”问题新动向新表现，先后 6
次以明察暗访的方式，检查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廉洁过节“十条禁
令”、领导干部值班带班和遵守工作纪
律等执行情况，促进了领导干部自律意
识的不断提高。常提醒，坚持抓早抓
小。公司两级纪检监察机关发扬“钉钉
子”精神，组织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违纪问题线索集中查处，对公
务接待和公车使用、办公用房清理整改
等问题进行了专项检查整改活动，严查
违纪行为，树立廉洁新风。

加强宣教 防微杜渐

紧紧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
动。持续抓好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月活
动。开展党规党纪知识答题、“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大讨论、《监察法》宣教、
家规家训家风等系列活动，为公司班子
成员配发《三秦家规》读本，抓住“关键
少数”，发挥表率作用。构建廉政宣传
平台，去年 9月，拥有头条新闻、廉政彬
长、廉政法规、廉政要闻等栏目的廉洁彬
长网站正式运行，该网站链接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网、秦风网，更好地服务于全面

从严治党、服务读者。推广“廉洁彬长”
微信公众号，聚焦纪检监察特色内容，服
务便捷，目前关注量已达1200余人。积
极推进纪检理论研究工作，公司被中煤
政研会纪检监察研究学组命名为 2018
年度优秀组织单位。

反面警示 廉政施教

确立办案重点，拓宽案源渠道。公司
纪委针对矿区违纪问题易发、多发的区
域，从群众举报、媒体反映、内部审计、财
务检查、效能监察中广泛搜集问题线索。
公司两级纪检监察机关以查办发生在各
级机关和区队干部中的滥用职权、失职渎
职、选人用人、克扣截留职工工资奖金和
违反纪律、基建工程、给企业造成重大损
失和不良影响的案件为重点，开展纪律审
查工作。加大办案力度，严肃执纪问责。
去年，该公司共受理信访举报及问题线索
10件，立案审查5件，其中，党纪处分15
人，政纪处分39人，双重处分14人，不断
释放从严监督执纪的强烈信号。

效能监察 稳步推进

以促进降本增效为着力点。去年
初，该公司对各单位的效能监察工作进
行了系统调研，并组织相关部门对立项
工作进行审查审核，结合矿区实际，围
绕矿区安全生产发展新任务、新要求，
从优化设计、技术改造、修旧利废、煤质
管理、成本控制、管理提升等方面共立

项 61项，立项金额 3.59亿元，效能监察
成果 4290万元。以工程建设领域突出
问题开展专项治理为突破点，对各矿井
井下施工外委单位的资质进行专项检
查，对外委单位的企业资质、合同履行
情况、项目部施工资格、机械配备及相
关同行业的施工业绩等企业基本情况
进行实地检查，并下发检查通报1份，清
理 1家因资质问题涉嫌挂靠单位，进一
步规范了外委单位的管理行为，防范了
安全上不可控因素发生。

集聚力量 执纪监督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纪检职能，
切实将监督检查工作延伸到一线，实现
关口前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全覆盖。
截至去年末，该公司共设置基层支部纪
检委员 94名，设置率达到 100%。从严
监督管理，认真履职考核。制定了纪委
书记履职考核办法，加大对纪委书记监
督考核力度，对不廉洁、不作为、乱作为
的纪检监察干部坚决予以处理调整。
加强业务培训，提升能力素养。公司落
实纪检监察干部培训规划，用“以案代
培”的方式，给纪检监察干部提供实践
锻炼的平台，强化他们的政治意识、担
当意识、协作意识，不断提高纪检监察
干部学思践悟能力。制定纪检监察干
部实践锻炼办法，采取“上挂”“下派”

“轮岗”“互挂”等形式，不断提高纪检监
察干部的执纪水平。 （弯桂清）

彬长矿业公司

企业蓝讯

喜迎新年喜迎新年喜迎新年“““开门红开门红开门红”””淡季不淡局面喜人淡季不淡局面喜人淡季不淡局面喜人

本报讯 近日，蒲洁能
化公司传来好消息，2018年
共计生产聚烯烃产品 62.04
万吨，完成营业收入 61.66
亿元，较去年年增长 3.2 亿
元，完成了集团公司下达的
任务指标。

2018年，该公司坚持以
安全环保为重心，不断完善

“六位一体”安全管理体系、
强化“三就”考核管控机制、
积极实施环境治理改造，实
现了锅炉烟气超低排放，并
且通过新增污水处理、噪音
治理、余热发电、VOCS 治
理、废碱液掺烧、火炬凝液
处理等节能环保项目改造，
使安全环保工作取得了阶
段性的成果。

此外，在完成年度“达

产”、安全环保目标的同时，
该公司坚持围绕“三品”建
设阶段性目标，2018年共增
加聚乙烯新牌号 2个、聚丙
烯新牌号 7个，其中聚丙烯
抗冲共聚牌号 EP548R 和
EP548RQ的成功开发既完
成了集团公司的科技创新
项目——家电专用料的艰
巨任务，也标志着该公司产
品步入了高端行列。

2018 年是该公司收获
满满的一年，“2018-2019年
度第一批国家优质工程金
质奖”“企业文化示范单位”
等荣誉的获得让公司全员
士气大振。2019年，蒲洁能
化人将以更大的勇气和毅
力拾级而上，不断创新，勇
于突破。 （陈蕾蕾）

蒲洁能化公司

2018年营收突破60亿

本报讯 运销铜川分公
司提前对春节期间的财务工
作进行了安排布置。一是要
认真排查火灾隐患，放假前办
公用电器设备要全部切断电
源，关门前“回头望”，做到万
无一失；二是要保证出纳员不
得存放大额现金，现金必须及
时存入公司银行账户，防止被
盗风险；三是要求票据管理人
员要将承兑汇票、增值税发票
等存入保险柜，减少安全风

险；四是要求铁路运费核算员
主动联系铁路部门，核对清楚
各铁路站点运费余额，提前做
好铁路运费预付，节前必须将
铁路运费支付充足，不得产生
滞纳金，避免造成企业损失；
五要保证手机畅通，以防突发
事件影响工作。

该公司通过提前安排布
置春节放假期间财务管理各
项工作，做到了未雨绸缪，防
患于未然。 （张潮海）

运销铜川分公司运销铜川分公司 做好春节期间财务管理工作做好春节期间财务管理工作

生态水泥公司

日生产原煤日生产原煤日生产原煤619166191661916吨实现首月吨实现首月吨实现首月“““开门红开门红开门红”””
小保当公司

近日，澄合煤机公司以提升设备功效为目的，加大设备
定点维护保养力度，做到责任落实到岗位、措施执行到现场、
督查把关到环节，有力保障了设备安全运行。图为该公司圆
环链车间职工正在定点检修设备。 王文亮 摄

随着新年后第一场雪的降临，给职工上下班带来了不
便，为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2月10日一大早，铜川矿业公司
陈家山煤矿组织干部职工清理道路积雪，为职工群众出行扫
出通道。 温荆亮 崇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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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身边好人凝聚社会
正能量，凡人善举引领社会新风
尚。铜川矿业玉华煤矿修理厂青
年职工田杨涛，捡到 4000元现金
不为所动，在寒风刺骨的冬夜等
候失主、归还现金的品行广为人
知，“新时期、好青年”的凡人善举
引领了矿区文明新风尚。

一天下午下班时，田杨涛和
往常一样准备乘坐通勤车回宿
舍，走到发车区时发现路边有两
捆面值 20元的人民币，其中一捆
已被车辆碾压散落，于是他赶紧
将钱整理捡起，并立即给区队值

班干部打电话说明情况。值班干
部得知情况后立即来到现场，详
细询问他拾钱的经过，时间一分
一秒地过去，冬季傍晚寒风凛冽，
他们焦急地在原地等待着。

苦候一个小时后，只见一个
身影急匆匆赶来寻找东西，田杨
涛询问后得知这名职工在回单位
的途中丢失了4000元，正是两沓
20元面值的现金。当面确认核实
信息无误后，田杨涛将4000元归
还给失主。失主激动地上前紧紧
握住了田杨涛的双手说：“这些
钱丢失了这么久，我都已经不抱

希望准备放弃了，没有想到还能
失而复得，年轻人好样的！”交
谈中，失主要拿出部分现金作为
感 谢 ， 但 被 田 杨 涛 谢 绝 了 ，

“4000 元对咱职工来说不是小
数，马上过年了肯定急用钱，我
怎么能要感谢费。”第二天，失
主将一封感谢信张贴在田杨涛单
位门口，“新时期、好青年”的
凡人善举通过广播电视传遍矿
区，田杨涛被评为矿 2018 年度

“助人为乐”道德模范，引领起矿
区广大青工向先进学习的文明新
风尚。 （朱建锋 韩旭）

玉华煤矿 职工拾金不昧引领矿区新风尚

本报讯 近日，榆林市
知识产权局向神木天元化
工有限公司下拨专利专项
资助资金 2.7万元，肯定其
在知识产权建设和专利申
请方面所作的工作。

2018年，该公司针对企
业 2017年及 2018年上半年
专利申请、实质审查、专利维
护、授权及代理等费用，向
榆林市知识产权局申请相
关资助，最终有21件专利获

得专利专项资金补助，共计
74375元。

目前，神木天元公司已
累计申请专利 102件，已授
权专利66件，其中发明专利
18件，实用新型专利 48件。
2018年，公司技术研发中心
新申请专利20件，其中发明
专利14件，占比70%，实用新
型专利6件，占比30%。截至
2018年 12月，已有 2件实用
新型专利授权。 （赵常发）

神木天元神木天元 专利工作获榆林市专项补助专利工作获榆林市专项补助

本报讯 近日，随着黄
陵矿业双龙煤业该矿105综
采工作面回采结束，106智
能化综采工作面进入初采
初放阶段，出煤量大大降
低，拉煤车辆较以往相对减
少，该矿行政部利用这段档
期，抓紧时间对沉淀池淤泥
进行清理，确保污水处理站
的处理能力。

据悉，双龙煤业污水沉
淀池于建矿时期就已经修
建投用，随着矿井核定生产

能力的增加，污水处理站也
不再能满足矿井生产发展
需要。随着技改的完成，该
矿新建了污水处理站并更
换和添置了现代化新型设
备，日处理能力达到了 600
m3/d，实现了污水在线处
理、在线监测的目标，进一
步提高了排放、治污效果。

现在该矿共有沉淀池 3
个，主要用于沉淀井下废水
和冲洗拉煤车辆废水中的
淤泥。 （孙剑）

双龙煤业双龙煤业 积极开展淤泥清理工作积极开展淤泥清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