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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4 日，晚饭过后，曹
家滩公司安全监督管理部职
工李沛宸和妻子在宾馆一样
的宿舍里看电视。榆北曹家
滩公司为改善职工生活条件，
建成一座可容纳520人的高标
准、设施齐全的煤矿职工公
寓，生产一线的工人相继入
住，为一线职工创造了一个舒
适优雅的生活环境，深受职工
欢迎。 杨娇 摄

韩城矿业

选送62名煤矿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继续深造

煤层气俗称“瓦斯”，素有“气老虎”
之称，足见其对煤矿安全生产的危害之
大。在推动煤矿瓦斯综合治理和开发利
用这条道路上，我国煤层气企业从未停
止过脚步。近年来，陕西省煤层气开发
利用有限公司在地面瓦斯治理、利用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逐
渐摸索出驯服煤矿瓦斯这只“气老虎”的
创新手段。

在陕煤集团的领导下，陕煤层气公
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以科技
进步为支撑，针对煤层气产业发展的关
键技术，与有关科研院所协作，开展了煤
层气勘探、高效开发利用等方面的协同
攻关，并牵头成立了陕西省煤层气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组建了煤层气开发利用
专业科技创新团队。此外，围绕着瓦斯
治理的创新理念、创新管理、创新模式，
煤层气公司始终坚持不懈，大胆探索，不
断推陈出新。

近年来，陕煤层气公司在多个方面
取得了突破。

基本建成彬长大佛寺“零排放”示范
矿区。通过在彬长矿区开展低浓度瓦斯

发电、乏风发电、地面煤层气抽采等瓦斯
综合利用项目，实施瓦斯综合利用“三步
走”战略，着力打造彬长大佛寺瓦斯零排
放示范矿区。在充分论证彬长矿区煤层
气资源状况及开发潜力基础上，确定有
利开发区，施工各类煤层气井50余口，形
成产能 6万m3/d，现阶段日产气量 4.5万
m3，年产气量达 1600万m3，累计抽采量
9000万m3，建成的煤层气井中水平井单
井最高日产气量突破30000m3、垂直井单
井最高日产气量突破 3000m3，创全国最
高产煤层气井记录。

结合矿井实际，开展多项科技攻
关。在彬长矿区组织开展了煤层气欠平
衡钻井技术、丛式井快速钻完井技术、
TRD增产技术、间接压裂技术、双压控
制排采技术、煤层气无线远程监控排采
管理等技术的研发工作，均取得了技术
性突破。

提出煤矿瓦斯综合治理及利用“三
区联动”新模式。在充分收集、调研韩
城、铜川矿区煤炭资源开采现状、煤层气
资源状况、储层条件等资料基础上提出

“三区联动”煤层气开采模式，在保障矿
井安全高效开采的同时，做到采煤采气

一体化协调开发，最大程度开发利用资
源，实现节能减排、企业转型。在韩
城、铜川矿区开展“三区联动”瓦斯抽
采及利用项目，在煤矿的未采区、采动
区、采空区同时实施地面煤层气 （瓦
斯）抽采井，将地面煤层气抽采利用与
井下瓦斯抽采紧密结合，在保障煤矿安
全生产的同时大幅降低煤矿安全生产投
入，充分利用废弃矿区瓦斯资源。其
中，在铜川矿区实施的采空区地面抽采
井已获得了2000m3/d的工业气流，将煤
层气 （瓦斯） 与煤炭安全生产紧密结
合，真正实现将煤矿所有区域高瓦斯

“吃干榨净”。尤其是2018年，在韩城矿
区王峰井田实施的HH01-01试验井,采
用了新的地面瓦斯抽采工艺，取得了重
大技术性突破，该井达产后预计产气量
可达 10000m3/d以上。此项新技术有效
地解决了“三软”煤层成孔难、易塌孔
的技术难题，对高瓦斯矿井瓦斯治理来
说，是一次重大技术革命，也是地面瓦斯
预抽技术跨越式的发展。该技术的成功
运用不仅能有效解决韩城矿区区域地面
瓦斯预抽问题，也为韩城王峰矿的重启
起到了关键作用。

注重原创性科学技术研究，积极申
报技术专利，努力实现科研成果转化。
在煤层气井型开发的基础上，组织实施
了地面水平分支井与井下抽采系统的对
接连通试验，该项目的顺利完成，将给
公司开创新的市场，也将为集团高瓦斯
矿井瓦斯治理创出一条新路，替代高抽
巷将成为现实。这一技术示范成功后，
在陕煤集团高瓦斯和突出矿井推广，将
对煤矿瓦斯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以该项目为依托，形成了针对大佛
寺井田地面“L”型对接井替代高抽巷
瓦斯抽采技术思路，申报了发明及实用
新型两项专利，目前已取得实用新型专
利证书，发明型专利进入实质审查阶
段。技术突破、专利的取得都表明陕
西省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在地面
瓦斯综合治理与利用方面迈上了更高
台阶。

陕西省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把
“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创新精神融入
到瓦斯治理的实践之中，不断在治理瓦
斯的道路上迎风搏击，为缓解陕西省天
然气供应压力，推进陕煤集团实现绿色
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陈龙）

创新驱动发展 科技制服“老虎”

煤层气公司

步入陕北矿业红柳林公司，映入眼
帘的是一栋栋造型独特、错落有致的建
筑物，四周绿茵环绕、树木成荫，曲径、亭
台掩映其间……

近年来，红柳林矿业公司积极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
念，找准方向、增强动力，在绿色矿山建
设的征程上一步一个脚印，铿锵前行。

过去风打脸 现在徐风来

“记得刚来公司那会儿，一周3天大
风 2天小风。尤其到了冬季，寒风夹裹

着沙粒打在脸上犹如刀割。现在,不管外
面刮多大的风，只要一进厂区,风的强度
立刻就减弱了，让我们感受到了植树造
林带来的环境变化。”该公司运煤线上
的一名销售人员回想建矿之初的时光深
有感触。

红柳林矿业公司自建设之初，就确
立了“地面像花园、井下像工厂”的最
终目标，高度注重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
明建设。多年来，公司狠抓矿区绿化、
美化、亮化工程，先后在生活区和工业
区种植了花草树木达到数百种，绿化面
积30多公顷。在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和

矿区绿化等工程建设上累计投入 2亿元
左右。

如今的红柳林矿业公司生活区、工
业区、办公区、道路两边已经全部覆盖了
层层绿色，使矿区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逐步形成了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一派崭新景象,成为毛乌素
沙漠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昔日矸石场 今朝风景线

当阳光给天边的朝霞抹上红晕，距
离红柳林矿业公司工业厂区往南 1公里
的一条荒沟内，一株株朝气蓬勃、生机盎
然的花草树木也披上了霞彩。很难想
象，这曾是该公司的排矸场。过去，大量
的矸石被散乱地堆积在这荒沟里。然
而，如今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荒
沟内的矸石被花草树木所覆盖，到处都
是鲜活耀眼的绿色。

据了解，这是红柳林矿业公司近年
来生态恢复规划中的一项重点示范工
程。他们为矸石场覆土，平整并种植了
樟子松、河北杨、杏树、紫穗槐、臭柏等适
宜在陕北地貌生长的植物，累计投入资
金达 230多万元，治理矸石场 100多亩。
通过栽植不同种类的苗木和林草，有效
防止了水土流失，恢复了生态植被，为红

柳林矿业公司建设“绿色矿山”奠定了坚
实基础。

倾心抓环保 矿山天更蓝

红柳林矿业公司工业锅炉房原有四
台锅炉，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含
有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汞
等污染物，而麻石水浴脱硫除尘器早已
不能满足燃煤锅炉排放浓度限值。为
此，该公司积极找寻解决方案，大力实
施脱硫脱硝除尘器的改造，投资 900多
万将现有的环保设施改造成布袋除尘+
湿法脱硫+SNCR脱硝系统。通过技术
改造，锅炉烟气满足了《锅炉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规定的大气污染物特别排
放限值烟尘≤30mg/m3、二氧化硫≤
200mg/m3、氮氧化合物≤200mg/m3 的
要求，极大地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让
矿区的天更蓝了。同时，红柳林矿业公
司针对近年来矿井用水量不断增大、水
处理能力不足、影响矿井安全生产和环
保工作等现实问题，投资 1700 多万元
在井下 15207 外撤架巷内建成了一套
1400 m3/h的磁分离水处理系统，经处
理后，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Ⅲ类水质标准。

（焦亮 王玉）

企业蓝讯

红柳林矿业公司红柳林矿业公司红柳林矿业公司：：：绿色矿山建设渐入佳境绿色矿山建设渐入佳境绿色矿山建设渐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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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煤玉华矿 为全矿党员
干部发放《负面清单》

本报讯 3 月 10 日上
午，铜川矿业公司矿山救护
大队与陕西美鑫矿业公司
驻矿救护服务合同签约仪
式在矿山救护大队六楼会
议室举行。刘平治受铜川
矿业委托与陕西美鑫矿业
公司总经理郭百强在大家
见证下签署了《矿山救护服
务合同书》。

铜川矿业公司总会计
师万军锋在讲话中要求，切
实发挥国家队安全辐射带

动作用。要把服务安全生
产作为应急救援队伍的根
本价值追求，扎实做好日常
训练、应急值守、战备值班
和装备车辆运行维护等工
作，切实做到召之即来，战
之必胜。

签约仪式结束后，陕西
美鑫矿业公司有关人员在
救护大队进行了实地参观，
并就做好今后的驻矿服务
工作进行了交流。

（杨春成 白红）

美鑫矿业与铜川矿业救护大队美鑫矿业与铜川矿业救护大队签约驻矿救护服务合同签约驻矿救护服务合同

陕钢龙钢公司炼钢厂陕钢龙钢公司炼钢厂下发下发《《现场救护知识读本现场救护知识读本》》
本报讯“这《现场救护

知识读本》能让我们更直
观、更方便地学习日常急救
知识，真的是太贴心了。”

在炼钢厂生产现场，
两名职工正拿着一本小
册子认真地交流着。他
们口中的“神奇”读本，是
陕钢龙钢公司炼钢厂近
期刚刚下发的《现场救护
知识读本》。

据悉，为进一步提升广
大员工的现场救护技能，丰

富员工现场急救知识，炼钢
厂组织安全管理人员收集
整理了心脑血管疾病、夏季
防暑降温、急性CO中毒、电
击伤等与职工工作、生活息
息相关的 11类常见疾病急
救知识，编制成《现场救护
知识读本》小册子，发放至
每位员工，并要求各级人
员认真学习，确保应急状态
下人人都是“急救医生”。
此举得到广大员工的一致
认可。 （樊焕艳）

铜川崔家沟矿铜川崔家沟矿井下供水系统改造项目助力企业降本增效井下供水系统改造项目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本报讯 3月 1日，铜川

矿务局有限公司崔家沟项
目部井下供水系统循环
水利用改造项目顺利竣
工，解决了井下生产用
水 难 题 ， 节 约 了 费 用 。
此项目在崔家沟煤矿日
前召开的 2018 年度技术
创新优秀成果交流会上荣
获一等奖。

据了解，该项目部由
于地面污水处理厂处理净
化的水量满足不了井下正

常生产，时常需要大量的
生活用水补充井下生产用
水。为解决这一问题，该
项目部组织专业技术人员
对井下二盘区老空区出水
进行实地考察，经化验发
现完全符合井下生产用水
需求。随之，该项目部迅
速启动井下供水系统循环
水利用改造项目实施方
案，为企业增效降本提供
了有力保证。
（席选民 畅斌文 杨春成）

运销集团黄陵分公司运销集团黄陵分公司积极参加税务培训积极参加税务培训
本报讯 近日，运销集团

黄陵分公司财务管理部参
加了由每日税讯举办的企
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
报专题培训。培训期间，专
家结合实际案例就企业所
得税汇算、税收优惠政策、
税前扣除项目、纳税申报及
筹划、2019年最新小微企业

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等内
容进行了切合需求、深入浅
出的讲解。

通过培训，财务人员进
一步了解了新的税收政策，
解决了实际工作中的困惑，
对做好企业所得税汇算清
缴工作，有效防范涉税风险
有了把握。 （高娟）

神木煤化能源公司神木煤化能源公司实施实施““中层干部一年聘用制中层干部一年聘用制””
本报讯 日前，神木煤

化能源公司 20名中层干部
齐聚一堂，参加了庄重的受
聘仪式。一个个鲜红的“聘
书”，寄托着该公司对干部
的充分认可与信任。在这
次聘任会上，该公司正式实
施了“中层干部一年聘用
制”，聘用了张拥军等 20位
同志为该公司的中层干部，
负责分公司及部门工作，任

职从2019年3月6日至2020
年3月5日，聘期为一年。

此次中层干部聘用会
拉开了该公司“主动适应新
常态、创新求变谋发展”的
改革序幕，“中层干部一年
聘用制”的实行意味着人才
上升的通道已开启，不进则
退，为推动该公司实现转
型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

“新活力”。 （徐晓林）

榆北小保当公司榆北小保当公司调度中心工业大屏正式上线运行调度中心工业大屏正式上线运行
本报讯 近日，榆北小

保当公司调度中心工业大
屏正式上线运行，这标志着
小保当公司智慧矿山建设
工作又向前迈进一大步。

榆北小保当公司调度
中心工业大屏共计 58平方
米，屏体采用了业界先进的
P1.2 小间距 LED 显示屏，
总分辨率达到 36288000 像
素，实现整屏无缝的美观
成像效果，屏幕的可视角
度大，色域覆盖广，让每
个角度、每个岗位的工作

人员都可以完美地在显示
屏进行呈现。

调度中心工业大屏系
统根据调度员的需要可实
时将生产现场的安全监测
数据、人员定位系统、工
业电视视频、主皮带运行
状态等数据在大屏幕上进
行呈现，该系统的建成将
为后续调度中心的指挥工
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为
指挥员的决策、发布命令
提供快捷、直观的数据支
撑。 （唐永岗）

地面像花园 井下像工厂

3 月 12 日，第 41 个植树节，韩城矿业象山矿井开展
“一名党员一棵树”主题党日活动，100 多名党员在矸石山
香根草主题公园栽种槐树 205 棵，以实际行动为花园式矿
井建设作出贡献。 高婷 摄

本报讯 经过建设集团韩城公司党群工作部、工
会、纪委以及综合管理部等部门的通力合作，2019版
《党群文件汇编》在公司 3月份党群例会上和大家见
面。新版《党群文件汇编》在原有《汇编》的基础上健
全完善了部分文件内容、管理制度和措施，构建了一
整套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善、有效管用的文件
体系，涵盖了党发、党政联发、工发、团发等19项规章
制度、文件内容。

之前使用的2016版《党群文件汇编》相关指导思
想、考核标准以及考核内容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工作要
求，党群各部门参考相关资料，对各项考核细则进行
修改，让2019版《党群文件汇编》更具指导性。

新版《党群文件汇编》的出台，为项目部党支部
在今后的工作中各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运
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孙莹）

新版《党群文件汇编》指导基层党群工作
建设集团韩城公司

本报讯 3月 11日上午，铜川矿业玉华煤矿通灭
区党支部书记周留柱掏出个“小红本”，重温“小红本”
里面的内容，他对身边的职工说：“现在，我们党员干
部的言行有了铁的规矩。”

周留柱所说的“小红本”，其实就是“玉华煤矿党
员干部负面清单”，里面包括了中央八项规定、铜川矿
业和玉华煤矿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出台的纪律、制度
和规定等，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前几天，
玉华矿为全矿 200余名党员干部发放《负面清单》手
册，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说讲党性的话、做正确的事”。

《负面清单》的发放，时刻提醒着每一位党员干部
哪些行为不能有，哪些举止不可行，从反向教育党员
干部强化纪律意识、规矩意识，严肃党员行为管理，使
每名党员干部“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存戒惧”成为
常态。

为更好发挥《负面清单》的约束作用，该矿通过日
常督查、群众反应、信访举报等方式，实时监督党员干
部的负面情况，同时，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时刻谨
记《负面清单》手册内容，自觉防范《负面清单》所列行
为，确保自己的一言一行不碰“底线”，不闯“禁区”。

（高丽丽 席选民 杨春成）

本报讯 3月 13日，韩城矿业
公司举办煤矿安全管理人员大专
函授班开班仪式。公司总工程
师吴杰，公司副总师，人力资源
部有关负责人，陕西能源职业技
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陈文
安、副院长赵新法，62名继续深
造的煤矿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参加
了开班仪式。

韩城矿业一直以来秉承人
才兴企的战略，企业要发展，人
才是基础，而安全是煤矿生产永
恒的主题。为了加强煤矿安全
管理人员队伍建设，提高煤矿安全
管理人员综合素质，公司经过层层
筛选，最终有62名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脱颖而出，将参加为期两年半的
函授学历教育的培训学习。

此次培训采取集中面授、业
余自学的学习形式（函授方式）进
行，以自学为主，面授为辅，登录
智慧职教平台辅助学习，结合运
用QQ、微信等通信平台答疑解
惑、互动交流、互动学习。培训专
业包括：煤矿开采技术、机电一体
化、矿井通风与安全等。

（刘伟 张宝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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