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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看着采煤机自动
割煤，陕北矿业红柳林公司综
采三队当班员工激动地说道：

“距我们穿着白衬衣割煤的梦
想又进了一步”。近日，从该公
司井下传来消息，24207综采工
作面实现了自动化割煤，自动
割煤率可达到 95%以上，为该公
司全面建成智能化矿山奠定了
基础。

近年来，该公司始终坚持
“少人则安”的安全理念，不断加
快智能化矿山建设。据悉，
24207工作面投入生产之前，多
次组织相关人员召开专题研讨
会，不断总结之前 6.3米大采高
智能化割煤存在的问题以及智
能化工作面建设过程中的宝贵
经验，对标对点，补足短板，最终
确定 24207 工作面自动化割煤
实施方案。

为了实现自动化割煤程序
参数与现场实际生产工艺的无
缝对接，在自动化割煤调试期
间所有程序参数均由该公司技
术骨干动手设置并模拟试验，
并从程序设计角度评估参数设
置的可行性。同时，反复进行
自动化割煤程序模拟试验，利
用晚上时间组织员工学习采煤

机自动化割煤软件，不断完善
割煤状态参数设置。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3月
中旬，该公司 24207 综采工作
面开始自动化割煤现场调试，
每日早班进行自动化割煤测
试，每班测试自动化割煤 2
刀。针对调试期间出现的采煤
机存在位置偏差、采高和卧底
量不精确等问题，积极向厂家
技术人员咨询并实地测量，最
终，通过反复模拟演练，使问
题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

该公司综采三队队长马亮

说：“24207工作面自动化割煤
投入使用后，使采煤机司机的
主要工作由操作变为监护和干
预，极大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
度。此外，采煤机自动化割煤
技术和液压支架自动移架的应
用，使采煤机和液压支架的工
作状态数据实时传输至地面值
班室，值班室人员能更加直观
地观察到采煤机的运行位置、工
作状态及工作面顶板压力等情
况，实现了生产管理的信息化，
为公司全面建成智能化矿山奠
定了坚实基础”。 （焦亮 邱磊）

陕北矿业红柳林公司实现自动化割煤

近日，建设集团洗选煤
运营公司开展了节前安全大
检查活动。由公司班子成员
及机关各部室成员组成专项

检查小组，对各项目部逐一
进行了“拉网式”现场隐患排
查。图为检查组人员正在对
设备进行检查。 刘晓宁 摄

本报讯“姚队长，你得了多少
分？”“我考了 92分。”……4月 24日上
午，考场外大家聚在一起热烈交流着
考试题目和成绩。铜川矿业公司玉华
煤矿全员安全培训考试中心当日投入
运行，迎来了包括矿党政班子成员、工
程技术人员、班组长和特殊工种等本
月第一批60名“考生”，自此全矿人人
将迎来安全知识“月考”。

建成全员安全培训考试系统，是
今年陕煤股份针对提升煤矿从业人员
安全素养而推出的一项事关安全生产
的重大举措。该矿认真贯彻落实上级
决策部署，利用现有场所建设考试中
心，配备60台考试专用电脑等硬件设
施，联网安全知识题库，并添置电教设
备，建成了集考试、教学于一体的网络
化、信息化安全学习教育系统。

培训考试中心投入运行后，秉承
“管理、装备、素质、系统”并重的原则，
不仅业务科室、基层单位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班组长和特殊工种要定期进
行安全培训参加上机考试，还包括矿
井领导班子成员和党务、经营及地面
辅助单位等全矿所有人员必须每月参
加一次安全“月考”，安全学习考核实
现全覆盖，不漏一人，以考促学全方位
提升干部职工安全素养。

考试中心设置了虹膜身份识别、
身份证扫描和 360度视频监控装置，
考生提前预约时间完成每月考试，答
题时系统根据岗位工种性质从题库随
机选题，每人题目各不相同，包含选
择、判断共 100道题，在 120分钟内完
成答题，提交试卷后实现即时评分录
入系统并公布成绩，80分为及格线，当

月成绩不合格的人员进行补考，补考成绩合格方能上岗
工作。智能化考试系统杜绝了代考、漏考、抄袭作弊现
象，保障了个人信息准确、考试公平规范、成绩公开透明，
促进全员安全素养的提升。 （朱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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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是国有企业应当履行的
社会责任。”3月 12日，陕北矿业柠条塔
矿业公司驻曹家沟村第一书记张小刚对
记者说。

2014年起，陕北矿业柠条塔矿业公
司在清涧县乐堂堡便民服务中心曹家沟
村开展“两联一包”工作，逐步完善村里各
项基础设施、积极引入稳定脱贫产业，走
出了一条“激活一地产业、造福一方百姓”
的精准扶贫之路。

将贫困户纳入企业帮扶救助体系

清涧县乐堂堡便民服务中心曹家沟

村是众所周知的贫困村，共有贫困户 66
户，165人，“村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缺乏科学生产技术和劳动技能知识，大部
分村民还居住在低矮陈旧的陕北土窑洞，
生产生活条件十分差。”这是张小刚来到
曹家沟村的第一印象。

柠条塔矿业公司开始帮扶曹家沟村
后，首先将所有贫困户纳入到企业帮扶救
助体系，每年定期发放 2.1万元的大病救
助、金秋助学及慰问金，同时，每年投入
2.4万元为贫困户村民购买米、面、油等生
活用品，并陆续组织公司职工向村里捐赠
物资。“我们还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在公司
内部为村里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提
供部分后勤服务岗位，现在已经有5人以
月工资3000元的收入在陕北矿业柠条塔
矿业公司上班。”张小刚告诉记者。

据了解，近年来，柠条塔矿业公司到
贫困户家中发放慰问品、大病救助金、贫
困助学金累计8.12万元。

好亲戚让村子变美了

“柠条塔矿业公司选派的第一书记和
驻村工作队到我们村后，不仅带来了资
金、人才和先进的市场化管理经验，还一

点一滴改变了村子的面貌，彻底告别了过
去的破败和落后。”曹家沟村党支部书记
杨东旭说。

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不仅能提高
村民的生活品质，更能激发村民奔向美好
生活的内生动力。因此，柠条塔矿业公司
始终把村容村貌整治当做重点工作来抓。
截至目前，共投资213万元建成占地1600
平方米文化广场一座、480平方米停车场一
座、入户道路2800余米、能源干湿分离厕所
39座、粉刷窑洞外立面1450平方米，并投资
修缮了标准化四式分离卫生室一座。

此外，为进一步加强曹家沟村基层党
组织建设，去年 7月份，柠条塔矿业公司
驻村工作队在清涧县委组织部的指导下，
向公司党委提交了党建阵地建设计划，为
曹家沟村党支部修建了28平方米的办公室
3间，82平方米的会议室1间，“我们今年还
将投资40余万元对村里的文化广场周边进
行绿化、加装文化戏台，并且为学习室、会
议室增设器材办公设备。”张小刚说。

“争取一批项目、发展一批产业、带动
一批群众”

脱贫攻坚，产业为先。面对劳力缺

乏、资源匮乏，土地贫瘠，沟壑纵横等现状，
柠条塔矿业公司紧紧围绕“争取一批项目、
发展一批产业、带动一批群众”的发展思
路，努力把现有村民留下来、把优秀青年

“引”回来，共同为实现整村脱贫而奋斗。
“结合曹家沟的现状，经过多次调研

分析，以项目可持续性、附加值、利润率、
市场需求、带动效应、绿色生态等为考量
重点，最终确定了投资 200余万元，建设
小米饴糖加工项目。”张小刚说，其中，由
陕西联合国际贸易公司负责运营，占股
51%，村集体占股49%（股金由柠条塔矿业
公司代付），并与咸阳琥珀糖厂及耀县雪
花糖厂达成了合作意向。

去年7月28日，“小米饴糖”产业扶贫
项目合作协议正式签订，为曹家沟村打通
了“激活一地产业、造福一方百姓”的精准
扶贫之路。据了解，“小米饴糖”产业扶贫
项目可实现年产饴糖600吨，并为村里提
供 30个就业岗位。“这只是第一步，我们
要把曹家沟村打造成省级精准扶贫示范
点。”张小刚信心满满地说。 （白潇）

企业蓝讯

运销集团榆林销售公司运销集团榆林销售公司 再次打通再次打通““陕煤东出陕煤东出””战略通道战略通道
本报讯 4月 21日下午，

伴着一声汽笛长鸣，陕煤集
团首列开往日照港的重载
煤炭列车正式从神木西站
发出，标志着“陕煤东出”再
增添一条大通道。

随着陕北地区优质煤
炭资源产能的不断释放，
东出港口抢占下游市场主
动权，提高北方港口的市
场竞争力，成为陕煤集团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战略方向。为此，运销
集团榆林销售公司多次实
地走访下游客户，与日照
港港务公司达成全面合作
协议，实现从神木西站经
瓦日线到日照港的铁路直
达发运，成为继黄骅港后
再次打通的一条“陕煤东
出”战略大通道。

（曹延鹏 马宁）

——陕北矿业柠条塔矿业公司帮扶曹家沟村纪实

激活一地产业 造福一方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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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23日下午，陕煤集团
在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铜川基地召开安
全生产座谈会，总结一季度安全生产工
作，吸取一季度全国安全事故教训，安
排部署今后一段时期的安全生产工
作。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闵龙、王世斌出
席会议并讲话，集团公司安全生产协调
部、基本建设管理部、煤炭事业部、化工
事业部、电力事业部负责人，各板块公
司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及安全部门负责
人，煤炭、化工、电力板块所属单位主要
领导、分管领导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参加
会议。会议由集团公司安全生产协调
部经理杜平主持。

闵龙在会上讲话时指出，在第六届
矿山救援、第三届消防救援及第一届医

疗救护技术竞赛开幕前召开这次参加
范围较大的安全生产座谈会，一方面
是安全警示教育，另一方面是总结前
一段安全生产工作做得好的经验。对
下一步安全生产工作，闵龙强调，一
是要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促进
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明确安全责任
是前提，加大力度狠抓落实是关键，
以高水平的管理、高标准的要求才能
实现高质量发展。二是要紧紧抓住安
全关键工作。首先要抓好环境的本质
安全性建设，其次要抓住阶段性工作
变化中的重点工作，比如要抓好清退
外委队伍，组建自己掘进队伍过程中
的安全管理以及化工企业检修工作中
的安全管理。三是加强消防安全管

理。要以化工企业为主，开展全集团的
消防安全培训、演练、问题会诊，提高消
防安全工作水平。

王世斌在会上总结了集团公司煤
炭板块安全生产取得成绩的原因，指出
了存在的不足，要求下一步加强五个方
面工作。一是切实提高认识，坚决做到
超前消除隐患；二是加大“四化”投入，
彻底降低安全风险；三是加大科研投
入，扎实解决制约安全高效生产存在的
问题；四是加强安监队伍建设，改进检
查方式，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五是认
真总结经验教训，继续保持优良传统和
好的做法，坚决改正问题。

杜平在会上通报了一季度全国安
全事故情况，总结了集团公司一季度安

全生产主要情况，指出一季度集团公司
实现了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
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他要求提高政
治站位，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环保形势，
把安全环保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强化运
输管理，确保企业安全；开展NOSA安
健环综合管理体系实施情况调研；加强
安全隐患排查，把隐患排查治理作为安
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抓手。

会上，陕西煤业股份公司、化工集
团公司、长安电力公司、建设集团公司、
陕钢集团公司、铁路物流集团公司、陕
北矿业公司、彬长矿业公司、榆北煤业
公司、神木煤化工公司、蒲洁能化公司
等单位汇报了 2019年安全工作开展情
况。 （徐宝平 巨宏伟）

陕煤集团召开安全生产座谈会陕煤集团召开安全生产座谈会陕煤集团召开安全生产座谈会

近日，澄合煤机公司以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活动为抓
手，不断优化工艺流程，精益求精制造高端产品。图为液压
阀车间职工正在检测产品配件质量。 王文亮 摄

蒲白西固煤业蒲白西固煤业 落实职工提案落实职工提案 让职工停车不再难让职工停车不再难
本报讯 近期，蒲白西

固煤业公司落实职工提案，
在原有停车场西边，规划了
新的停车场，可以满足80余
台车的停放，较好地释放了
原有车场的压力，并且规划
了进车、出车通道，让停车
更加秩序化、规范化。至
此，该公司一项职工提案落
地落实，获得广大职工的一
致好评和点赞。

近几年来，随着煤炭市
场好转，企业效益逐年增
加，矿区职工收入稳步提
升，职工生活水平相应提
高，购买私家车已经不再是

“诗和远方”，已经成为了绝
大多数矿区职工上下班的
必备交通工具。

2018年以来，蒲白西固
煤业职工购买私家车的数
量明显增多，以前显得较为
宽敞的职工停车场，被瞬间

“挤爆”，“停车难问题”成为
了职工谈论最多的话题，也
成了职代会职工提案较多
的一项内容。针对这一问
题，该公司再次实施将矿区
门口东边的杂草地推平，满
足职工停放车需求，解决了
停车难问题。

（杨晓亮）

煤层气新泰能源公司煤层气新泰能源公司 DFS-MDFS-M143143井集输管线进行连接井集输管线进行连接、、碰口碰口
本报讯 4月 22日，陕西

省煤层气新泰能源公司对
DFS-143井埋地新敷的中压
De90 支线管道与已敷设
De160主管道进行连接、碰
口，使DFS-143井所产煤层
气并入主管线进行集输销售。

此次碰口作业由陕西

天雄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第二十九监理部监
理，陕西中驰建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进行施工作业。
作业过程中，陕西省煤层气
新泰能源公司技术人员全
程进行监督，保证整个操作
过程的安全规范。 （高明）

文化广场文化广场

“五一”前夕，运销集团铜川分公司组织开展“劳动美、青
春美、创业美”主题诵读活动，激发广大职工为实现企业高质
量发展而奋斗。 韩俊国 马刚 摄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建设集团天工公司工会
在陕北小保当矿业公司施工现场举办了由9个项目部50余
人参加的“庆五一，一家人，一条心，一起来”职工趣味接力
赛，增强了员工的团队协作精神。 黄梅 龚超 摄

开源证券开源证券 获评获评20182018年度金融业机构信息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年度金融业机构信息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本报讯 近日，中国人

民银行西安分行下发《2018
年度西安市辖区金融业机
构信息管理工作情况的通
报》，开源证券在西安辖区
内超百家金融机构中脱颖
而出，荣膺金融业机构信息
管理工作先进单位称号，是
西安辖区唯一一家获此殊
荣的券商法人机构。

近年来，开源证券高度
重视金融业信息管理工作，
认真贯彻落实各项机构信
息的管理规定，不断建立健
全公司机构信息管理的组

织体系、制度体系及工作流
程。对内构筑畅通的信息
渠道，对外保持与监管有效
沟通。在制度建设方面，
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体系
及金融信息报送管控流
程；在日常管理方面，积
极梳理统计公司及分支机
构的基础信息、变更信息，
加强日常培训指导；在信息
报送方面，安排专人负责编
报工作，及时、高质量地报
送各项报告资料，实现了
2018年度机构信息管理工
作零差错。 （林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