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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命名表彰
2018年“三秦工匠”的决定，陕煤集团陕钢
职工王军荣获陕西2018年“三秦工匠”荣誉
称号。这是陕西省人才建设领域的至高荣
誉，从2018年起，全省每年从基层一线岗位
上直接从事技能工作的人员中遴选 20 名

“三秦工匠”。
王军，现为陕钢集团龙钢公司炼铁厂

电气工程师兼“王军技能大师工作室”负
责人。二十余年来，王军一直从事电气维
修工作，精通自动控制系统技术，熟练掌
握低压电气及传动知识，熟悉了解钢铁企
业生产工艺，技术能力出众，工作业绩突
出，多次参加国家、陕西省电工技能大
赛，先后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陕西省首
席技师，陕西省“国企工匠”等荣誉称号，
2018 年“王军工作室”被授予国家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

实践锤炼真功夫

1995年，王军被调到当时还在建设中
的炼钢厂担任维修电工，参与炼钢电气自
动化系统的安装调试，他开始与电气自动
化“结缘”。他没日没夜地蹲现场、查资
料，跟厂家的人形影不离，只为尽快掌握
系统的全部技术资料，等到炼钢投产，西

门子电气自动化系统交付使用时，王军就
当之无愧地成为该领域的“百事通”和公
司西门子电气自动化系统的“开拓者”。

作为电气维修主管，王军深知“打铁
还需自身硬”，经常熬夜加班编写程序，
现场参与安装改造电气自动化设备。每
次检修大到 TRT 发电机组风机静叶调
试，小到配电室母线断路器故障判断，他
都参与其中，经常是加班到最后一个离
开现场，也就是凭着这样一股韧劲，让他
一步步成长起来。

技术改造显神通

公司的电气技术人员，提起王军都纷

纷竖起大拇指，称赞他是技术上的“一把
刀”，遇到技术上的小疙瘩，大家都会求助
于他，生产系统遇到问题，同事们第一个
想到的更是他。

作为技术带头人，王军先后组织实施
了 1#、2#高炉炉顶数字油缸改造，3#、4#
高炉炉顶料罐料位信号改造，参与了龙钢
公司炼铁厂高炉风机轴瓦温度断线检测
自控系统，3#、4#高炉的编码器星型总线
改造，提高炉顶顶压系统安全性等多项技
术改造创新项目，累计创效上千万元，为
生产创造了良好效益。

2014年 3月份，龙钢公司成立了“王军
技能大师工作室”。工作室成立以来，他
定制度、定课题、抓攻关，有针对性地开展
相关专业培训，先后破解了龙钢 3#、4#高
炉炉顶编码器通讯方式改造，炼铁原料系
统配加块矿技术改造，3#、4#高炉顶压自
动保护系统改造，1#高炉布料器比例阀改
造等多项电气技术难题。同时，工作室紧
跟生产需要，积极实施技术攻关和创效技
改，并取得了良好的引领示范作用，累计
完成技改 14 项，创效 240 余万元。另外，
工作室充分发挥教育培训职能，结合生产
实际，积极开展传帮带，培育出的多名电
气专业技能人才在省、行业和公司组织的

技术比武中取得了良好成绩。

业绩辉煌竞风流

凭着二十多年在电气自动化行业的摸
爬滚打，王军先后在《冶金工程和材料科
学》《重型机械》《炼铁交流》等杂志发表
《西门子 PLC在炼铁 1280立方高炉布料器
的应用探讨》《西门子 WINCC 冗余系统在
龙钢 1800立方高炉生产中的应用》等多篇
技术论文，涉及自动化技术在无钟炉顶、
轴流压缩机等工业应用，对现场设备的使
用及维护有极为实用的指导作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自动化系
统必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成不变是
要被淘汰的，针对目前企业发展情况，王军
计划在龙钢公司炼铁厂尝试将高炉实时数
据通过云端技术和互联网WEB页面，发送
到管理人员的手机上。只要有移动网络，
管理者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随时了解现
场情况，也可以通过电脑了解实时数据，真
正实现“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

王军就是这样一位不断发扬新时代工
匠精神的技术明星，是从基层一线飞出来
的“金凤凰”，是现代化产业工人中的一名
厚德重学、至诚至勤的技能大师。

（李长庆 解敏锋 郭尚斌）

““三秦工匠三秦工匠””王军王军：：企业神经网络的企业神经网络的““一把刀一把刀””

本报讯 在 2 月 14 日中国建筑业协
会公布的《2018—2019 年度第一批中国
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入选
工程名单中，建设集团承建的柠条塔矿
井工程榜上有名，这是继红柳林矿井工
程之后，建设集团获得的又一西北地区
煤炭行业最高荣誉。

据悉，柠条塔矿井是根据国家发改
委批复建设的特大型矿井，是全国煤炭
行业单井生产能力最大的井工矿井之
一，是全国省属煤炭企业第一家通过
1800 万吨/年产能核定的矿井，产能规模
居世界领先地位，是世界开采技术最先
进的特大型矿井。施工过程中克服了施
工质量控制难点多，劳动组织要求高等
困难，运用多项新技术新工艺，专业化
分工细致，该工程曾荣获全国煤炭行业
优质工程、煤炭行业“太阳杯”奖等多项
荣誉，为陕西区域经济发展和中国煤炭
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曹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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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煤集团党委中心组学习贯彻省两会精神
本报讯 近日，陕煤集团召开党委中心

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省两会精神，并就
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进行了安排部署。集
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照乾，党委副
书记、总经理严广劳等领导班子成员，总
经理助理、总政工师，集团机关各部门负
责人参加了学习。

会上，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尤
西蒂分别就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
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精神以及党的十
九大以来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中央八项
规定的有关情况报告进行了传达。

杨照乾就学习贯彻省两会精神进行
了安排部署。他要求：一是把学习贯彻省

两会精神同“讲政治、敢担当、改作风”专
题教育和违规收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工
作结合起来，始终抓牢“讲政治”这一根
本，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精准发
力，把专题教育和专项整治引向深入；二
是把学习贯彻省两会精神同贯彻落实全
年工作安排结合起来，以高质量发展为主

线，强力推动“三大变革”，全面深化“三
项攻坚”，有效提升“三个能力”，全面提
升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三是把学习贯彻
省两会精神同集团公司追赶超越工作结
合起来，找准管理漏洞，弥补自身不足，提
升工作水平，始终在全省国有企业追赶超
越中保持前列。 （张庆东 梁新星）

 











 陕西煤炭价格指数167.8
2019 年 2 月 15 日陕西煤炭综合价格指数

为167.8点，较上期上涨1.8点，同比上涨6.0点；
对应陕西煤炭综合价格 440 元/吨，环比上涨 4
元/吨，同比上涨 16 元/吨。其中分品种：动力
煤指数166.2点，较上期上涨2.1点；配焦精煤指
数 221.8 点，较上期上涨 5.2 点；块煤指数 143.6
点，较上期下跌1.4点。分区域：榆林指数159.1
点，较上期持平；延安指数 197.4 点，较上期上
涨7.5点；咸阳指数185.8点，较上期上涨1.2点；
关中指数168.2点，较上期上涨3.3点。

本报讯 近日，从陕西省脱贫攻坚指挥部传
来喜讯，陕煤集团荣获“陕西省 2018 年度助力脱
贫攻坚优秀企业”称号，自 2017 年 5 月成立榆林
合力团以来，集团公司已连续两年获此称号。

2018 年，是陕煤集团改革发展取得突出成就的
一年，也是扶贫工作取得突破进展的一年。这一年
来，集团公司形成了上下联动、横纵联合、齐抓共管
的扶贫大格局。在榆林合力团产业扶贫方面，充分
彰显团长单位担当，带领 10家省属企业、驻陕央企
挖掘各自特色优势，合力攻坚，部署推进了 10余个
产业扶贫项目，已投资超 2亿元，助力榆林市 8个贫
困县奔小康，特别是主导成立的榆林合力产业扶贫
开发公司已全面开展运营。建设的红枣、黄芪两个
深加工项目，已全面开工，并建成部分主体工程及
车间，未来将带动数十万枣农增收和整个黄土高
坡的黄芪产业发展。

2019 年，陕煤集团将在加快推进现有项目的

基础上，实施呼叫中心项目、红培项目等，致力于
将榆林合力产业扶贫开发公司打造成为集团公司
的一个新的板块。同时，基金支持 1000 万元助力
米脂益康米业发展小米产业，促进益康米业公司
实现爆发式增长，经济水平翻了一番，直接带动贫
困人口 1000余人脱贫致富。

在“两联一包”方面，陕煤集团带领 15家所属参
扶单位共投入帮扶资金 1130余万元，实施扶贫项目
60项。所帮扶的 16个村，贫困户及贫困人口总数较
2014年建档立卡时分别下降 64.5%和 76.6%。其中
已脱贫 13个，剩余的 3个村计划 2019年全部退出。
基金支持 3800 万元助力 6 家汉阴县龙头企业规范
发展、做强做大，带动了一大批贫困户收益受益。

据悉，集团公司今年还特别抽调专人成立了扶
贫办，促进“北产业、南精准”齐抓共管，融合发展，
将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做好扶贫工作，彰显陕煤担
当，贡献陕煤力量。 （高艳东）

陕煤集团荣获“陕西省2018年度助力脱贫攻坚优秀企业”称号

本报讯 近日，“文明陕
西”微信公众号公布“2018
年度陕西十佳志愿团队及
优秀志愿者”名单，龙钢公
司马胜兰和她组建的“马兰
爱心团队”榜上有名。这是
继 2018 年 12 月份，马胜兰
和她的爱心团队荣获韩城
市三星级志愿者、最佳志愿
服务组织之后获得的更高
一级殊荣。

作为企业的一名普通职
工，马胜兰克服重重困难，将
更多的爱心奉献给社会上的

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
在她的影响下，她的老公、儿
子、同事等纷纷加入了“马兰
爱心团队”，短短两年时间，

“马兰爱心团队”的队员已
经超过了百余人。她带领
队员们开展公益志愿活动
近三百次，四川凉山州困难
家庭、绥德暴雨现场、芝川
贫困户、北庄小学、板桥小
学、白血病患者义演义卖活
动现场……哪里有爱心公益
活动，哪里就会出现“马兰爱
心团队”的身影。（樊孝宁）

龙钢公司

马胜兰爱心团队获省级“十佳志愿团队”殊荣

欣盛煤机公司

新年外出首战告捷
本报讯 2019 年的春节，对于铜川欣盛煤机公

司的广大员工来说，是一个颇有纪念意义的春节，
为保障建庄煤矿安全生产，煤专车间 30 余位员工
在该公司领导的带领下，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时
间，前往蒲白建庄矿业有限公司进行煤溜槽拆除、
安装作业。2 月 1 日至 2 月 13 日，通过科学的组织
分工，高效地完成了井上、井下煤溜槽拆除、安装
任务，并一次性通过验收，取得了圆满成功。

“舍小家，为大家，服务矿山，精准高效！”这是
该公司煤专车间在春节期间的工作口号。所有干
部职工克服了作业时间紧、任务重、溜煤槽整体拆
除难度大、吊装位置狭小等困难，特别是井下溜煤
槽拆除、安装工作受作业地点限制，自重接近 10
吨的溜煤槽，全部由人力切割拆除、对焊安装，运
输大小钢板近 200 块，白夜班两班倒，轮换休息，
轮流上岗，保证 24 小时不停工，确保按时保质完
工，其敬业精神受到建庄矿业方面的高度赞誉。

（朱俊 艾平 杨春成）

秧歌表演是神木市每年春节文化活动中
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近日，陕北矿业公司秧

歌表演队为正在欢度春节的神木市民送上了
一份喜庆的祝福。 李瑞 摄

本报讯 春节假
日期间，运销集团煤
炭销售运输“不打
烊”。该公司高度重
视春节假期的煤炭
销售和铁路运输以
及下游重点用户资
源保供工作。通过
公司上下严格落实
节日值班和运行日
报制度，加大与矿
区、用户的互联互通
力度，期间销售煤炭
158.08 万吨；日均煤
炭装车 1681车，铁路
发运 113.59 万吨；省
内电煤销量 40.26 万
吨；重庆保供29.35万
吨；煤炭库存下降
26.36 万吨。实现了
集团公司春节期间煤
炭销售和铁路发运整
体平稳。

为保证春节期间
集团公司煤炭销售运
行平稳，运销集团主
要领导亲自挂帅总带
班，所属各专业化销售分公
司由领导带班，建立值班台
账，畅通信息渠道。机关及
分公司主要业务部门安排专
人值守，坚守岗位，调运和营
销等部门工作人员轮流值
班，每日实时关注省内电企
运行情况，实时掌握各装车
点资源、装车、库存和矿井生
产等情况，积极协调矿区和
铁路方面做好煤炭发运工

作，及时提报请车计
划，督促矿区装车点
快速装车发运。确保
产运销有效衔接，全
力保障内部企业、省
内电煤及重庆地区煤
炭持续稳定供应。

运销集团针对
省内煤炭市场生产
受限、供应紧张、库
存下降以及下游企
业放假开工不足的
状况，节前制定印发
了《关于近期煤炭保
障 运 行 方 案 的 通
知》，要求各分公司
优先保障省内电力、
重点供热机组、内部
电力和内部化工企
业 煤 炭 供 应 。 销
售、调运部门提前
制定假期销售调运
应急预案，加强计
划和调运管理，强
化与各矿区、下游
重点用户、内部企
业、省内电煤用户、

重庆区域用户等的沟通协
调。并与西安铁路局保持
紧密联系，科学安排调度车
皮，保证各矿点运力需求，
做到了产运销紧密衔接、协
同发力，切实保障了内外部
重点用户需求和省内电煤
以及重庆地区资源供给，实
现了假期里煤炭销售运输忙
而有序、运行平稳、流向畅
通、稳步增长。 （杨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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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春节前夕，运城发电
公司收到一份特别的新春贺礼：1
号机组继续保留山西省可再生能源
调峰机组资格，在享受优先发电权
的基础上，增加年度发电量计划
17.646 亿千瓦时，在该公司破困突
围的关键时期，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在 2018年的机组调峰工作中，
该公司积极服从电网调度安排、服
务电网稳定，以高超的调峰技术赢
得了山西省能源局、省电网公司的
充分肯定。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
资格的继续取得和增补电量的再
次落实，对于该公司具有重大意
义，甚至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也将发
挥着保证生存、谋求发展的重要作

用。一方面在激烈的电量市场竞
争中，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该公司

“争取电量计划难”的困境，规避了
发电成本高的短板，同时用标杆电
价电量对降价市场电量的置换可
以提高公司度电收益。另一方面
该公司提前于其他火电企业进入
深度调峰模式，培养了过硬的技术
人员、调试优化机组深调能力等一
系列辅助服务技术成果均超前于
其他火电企业，在未来电力市场全
面市场化后，或将开辟提供辅助服
务这一新的业务点，进而保证企业
生存发展能力。

据了解，早在 2015 年，该公司
就开始关注深度调峰带来的额外

发电能力和额外收益政策，并作出
决策，逐年进行脱硝烟气挡板、低
氮燃烧器、分级配风系统、原煤仓
虾米弯等机组深度调峰能力改造，
进而扩大机组电网支撑、辅助服务
的作用，希望通过辅助服务或电网
硬约束来增强发电量计划的争取
能力，进而获得更多的辅助服务收
益。正是逐步的积累，使该公司能
够在省经信委政策发布时及时地
抓住机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可
再生能源调峰机组的认定和政策
电量的取得，并按照时间进度给予
政策电量的分配模式，尽可能多地
获得了基础电量计划，实现发电能
力和收益的最大化。 （王燕燕）

运城发电公司获可再生能源调峰奖励电量

陕焦公司

超额完成首月生产任务
本报讯 1 月份，陕焦化工公司主要产品产量

完成率和化产品产率均取得重大突破，主要产品
焦炭、甲醇、焦油、粗苯、硫铵产量任务完成率分别
达 122.19%、143.06%、142.56、135.14%、121.79%，均
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焦炉出炉均衡稳定，焦油、粗
苯、硫铵产率分别达到 3.69%、1.17%、1.30%,远超
2018 年度 3.40%、1.07%、1.22%的平均水平，甲醇产
率在停车检修两天的条件下，也达到了 8.97%，维
持了高产水平。整个生产系统保持了良好的生产
态势，实现了首个“开门红”，为 2019 年赢得了一
个良好的开端。

为了更好地完成 2019 年各项生产任务，陕焦
公司在顺利召开“三会”后，迅速将会议精神落实
到生产任务中，通过加强生产组织、科学分解任
务、逐级压实责任、落实操检配合等一系列举措，
合力开启公司高质量发展大门。该公司生产运行
部利用部门年度工作会议对生产调度管理、技术
质量管理和设备能源管理进行了统一部署，按照
公司三届三次职代会精神，细化了全年生产任
务。生产调度方面，部门将产量任务分解至班组，
充分发挥调度横大班作用，班班盯生产，班班盯产
量，对于生产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调度长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协调解决，保证了全月生产稳定。设备
管理方面，部门加强岗位点检，每天对各装置区设
备全面巡检，对重点设备运转情况进行评价，合理
安排各项检修工作。同时，针对生产设备存在的
问题，公司 12 月份提前组织开展了冬季大检修，
消除设备隐患，保证设备运行的稳定性，为持续高
产奠定了基础。工艺技术方面，部门通过强化工
艺检查，狠抓岗位操作，规范工艺流程，使得生产
系统各装置区得以有序运行。并通过督促车间开
展劳动竞赛，充分发挥员工潜能，优化各岗位操
作，保证了装置高效运行。

2019 年，陕焦公司将继续按照新一年发展目
标，以“管理提升”为主线，按照“焦化并举、环保优
先、绿色发展、精益管理、争创一流”思路，紧紧围绕

“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在安环攻坚、科技创新、人
工智能、提质增效、对标挖潜、作风转变等关键方面
加力提效，向“双百亿”目标继续发力。 （高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