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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举措关爱员工职业健康
陕煤建设铜川公司

本报讯 近日，运销集团进出口公司召开
全体工作人员参加的陈欠款清收专题研讨会，
对公司多年来陈欠货款问题进行梳理分析，旨
在进一步加强陈欠款清收力度，减少资金风险。

自去年3月份以来，该公司领导班子在货
款清收工作方面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对公司应
收货款问题及往来账务进行梳理，查漏补缺。

此次会上，大家畅所欲言，通过对每笔账
务“把脉问诊”，直面难点，总结去年以来陈
欠货款清收工作的变化。会议结合公司六个往
来账，针对目前日常事务中陈欠货款回收迟缓
以及应收账款上存在的纠纷事宜逐一进行了深
刻剖析并要求业务部、财务部及综合部相关人
员要积极配合，集思广益，不怕挫折、主动出
击，提高资金风险防控意识。

根据查摆出的问题，会议要求，各部门
要充分认识清欠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切实按照既定工作方案部署要求抓好清欠
工作。 （刘燕）

陕北矿业张家峁公司水电暖队

着力解决职工“本领恐慌”

企业蓝讯

象山矿井象山矿井 推进科研项目推进科研项目 增强科技转化力增强科技转化力
本报讯 日前，韩城矿

业公司象山矿井召开 2019
年科研项目推进会，确保科
技研发项目和管理创新项
目全面完成，实现矿井向安
全、高效、创新、绿色、和谐
的高质量发展目标迈进。

该矿在推进会上成立
科研项目领导小组，主要负
责组织对十个研发团队，涉
及安全生产、政工经营等33
个科研项目的全面自查，对
承担项目的单位进行目标

责任考核及通报科研项目
进展情况。

此次确定的研发项目
包括《无煤柱开采机械化留
巷施工工艺及装备关键技
术研究》等 4 项以及矿内
《12506 回风巷采动压力影
响区域巷道掘进技术研究》
《象山矿井选派政工干部担
任基层党支部“第一书记”》
《深化对标管理 提升管理水
平》等研究项目29项。

（严改丽）

建设集团天工公司建设集团天工公司 开启片区安全联动检查新模式开启片区安全联动检查新模式
本报讯“每月迎接安全

联动检查，都是对本项目
部安全管理的大考，我们
的基础管理更扎实了。”近
日在公司片区联动安全检
查中，各项目部管理人员
均深有体会。今年以来，
建设集团天工公司不断创
新安全管理思路，积极开
启片区联动安全检查模
式，实现安全基础管理的
进一步加强。

建设集团天工公司施
工工程点多、线长，依靠安
全管理部门每月深入一线

的巡查已经不能满足管理
要求。该公司分别成立渭
北片区、彬长片区、陕北片
区三个检查组，抽调专业技
术骨干深入各项目部在建
工地，全面检查施工现场文
明施工、临时用电、脚手架、
大型机械设备、消防安全及
工程质量等重点环节和部
位，加大施工安全隐患排查
整改力度和工程质量管
理。检查过程中，查找了问
题，也促进了相互学习和交
流。至今，共组织联动检查
7次。 （常艳强）

铁路物流集团与华电煤业铁路物流集团与华电煤业运销集团运销集团 联合办公机构揭牌联合办公机构揭牌
本报讯 5月 6日，铁路

物流集团与华电煤业运销
集团联合办公机构举行揭
牌仪式。

会上，铁路物流集团党
委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
赵国智强调，铁路物流集团
与华电煤业运销集团联合
办公机构正式挂牌是双方
加快“产销高度匹配物流体
系”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
双方抢抓机遇，推动铁路运
输与现代物流高度融合的
战略布局。华电煤业运销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梁彦
鸿指出，此次合作是积极响
应国家战略，践行“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理念，推动煤炭等大宗物资
由公路运输向铁路运输转
变的具体表现。

据悉，此次合作达成了
在煤炭物流贸易、铁路运输
组织、物流设施建设等领域
的深度合作，是实现内接矿
区、外连干线、路港直通、多
式联运的物流大格局的重
要举措。 （贺芳 付辉）

5月6日，从澄合煤机公司传来
喜讯，该公司圆环链车间 4 月份实

现销售收入653.27万元，较去年同
月增长28.58万元，创下了单月销售

收入的最高水平。
王文亮 摄

近日，笔者有幸随“智慧榆北”新闻采
风团来到了曹家滩矿业公司采风，耳闻目
睹，感触颇深。走进榆北煤业曹家滩矿业
公司宽敞明亮的生产调度中心，可以看到
从地面到井下，多个系统已实现远程集
控、无人值守，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
联网等在矿井生产中的深度应用，使得煤
矿无人开采、安全开采这一代代煤矿人共
同的夙愿正在这里变为现实。

“大家看，通过眼前的大屏幕，我们可
以实时了解井下情况，预知隐患存在区
域，一旦出现生产异常，系统将提前报

警。”智慧化项
目建设负责人
介绍道。

生 产 经 营
活动中物的危
险状态、人的不
安全行为和管
理上的缺陷，都
会 产 生 隐 患 。
从水文观测来
说，曹家滩矿井
属于水文地质
复杂型矿井，该
公司在井下主
副运排水沟、中
央水仓强排等
地段安设监测

设备，不定时接收数据，实时掌握矿井的
涌水量。地面通过网络传输信号，依据数
据的异常情况，制定水防治措施，预知薄
弱点，组织探放水验证，为矿井安全生产
提供有力保障。

“在掘进过程中，以井下和地面水文
观测系统为媒介，结合矿井物探成果，
分析水的隐患，制定具体疏放水方案。”
该公司生产技术室业务主管李强介绍了
水文的智能观测系统。依据方案开展施
工，铺设管路，划定异常区域，补充钻
孔，最后所有成果数据都可以在监测系

统中显示出来，大大减少了巷道掘进过
程中水害的威胁，提高了掘进速度。

“基于GIS一张图，利用二维和三维
空间布局，我们实现了对井下、地面的
监测监控。通过不断收集数据，最终形
成大的数据库，分析判断井下发生的突
发性事件，实时了解矿井、人员定位以
及变电所等情况。”调度室业务人员高强
绘声绘色地描述着。

由于矿井的环境变化无常，进行巡检
是确保安全生产的必备工作。在这样的
情况下，要想提效增速，就需要一种新的
巡检方式推动此项工作。在曹家滩公
司的系统管控平台上，通过智能巡检，
对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甲烷等有毒有
害气体进行检测，并通过传感器将数据
汇总到平台上，达到预测预警的效果。
同时，以光缆方式接入，可以在地面了解
井下三维全貌，分析煤层厚度，多角度观
测巷道。如果一旦发生水灾，可以随时
观测水流，判断井底水流走向，能够通知
井下人员及时撤到安全的地方。

“在曹家滩公司，无论何时何地，只
要拿出手机轻轻一点，就能够调出全矿
井上井下的画面，可以进行井下滴滴打
车，也可以对通风、水、安全等系统进
行管理。”通过调度室工作人员的演示，
我们看到了生产车间、维修车间等地面
监控点和煤流系统、采煤系统、掘进系

统等井下监控点的实时画面，无论哪个
地方，都一目了然。

“煤矿是高危行业，职工每一次下井
都牵动着亲人们的心。我们矿井的智慧
化能够保证职工安全生产。有了铜墙铁
壁的保护，大家很放心！”综采区技术员
刘安强指着区队井下监控系统说道。

刘安强口中的“铜墙铁壁”就是在
每个支架上安设的防爆摄像头，通过综
合自动化控制系统建设，把参数、矿压
报表、煤机位置、工作面故障等生产信
息接入自动化子系统，将数据聚合分析
的结果通过三维方式呈现，提升了采煤
自动化智能管理水平。

在该公司综采区监控中心，三块监
视大屏上分别显示着支架、三机、泵站
的运行状态和参数，视频监控着工作面
采煤机的运转状况和参数信息，也能看
到顺槽皮带和大巷皮带的运转情况，整
个出煤过程尽现眼前，构建起了矿井生
产安全各系统综合集成的大数据平台和
以大数据平台为核心的智慧矿山架构。

行走于曹家滩矿区，目之所及，或
办公楼的灯火通明，或井下的漫长坚
守，或项目建设场地的机器轰鸣，时
时处处无不绽放出智慧的花朵。随着
今年年底整个系统的大数据体系的建
成，曹家滩公司即将迎来煤矿智慧化
管理的新时代。 （刘巍）

当矿山迎来大数据时代当矿山迎来大数据时代当矿山迎来大数据时代
——榆北煤业曹家滩矿业公司智慧矿井建设记事 文家坡矿调运中心文家坡矿调运中心 煤炭日均销量创历史新高煤炭日均销量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 5月初，随着彬
长文家坡矿新工作面调试
完成，矿区日产量由 1万吨
增加到 1.8万吨，煤炭产能
释放增速。截至 5月 8日，
运销集团彬长分公司文家
坡调运中心煤炭发运量达
12.9万吨，日均发运 1.61万
吨，创建矿以来历史新高。

5月以来，彬长分公司
文家坡调运中心在矿区产
能集中释放、拉煤车行车路
线道路维修、人手有限的情
况下，紧紧围绕公司“优化
用户结构、公路铁路两手
抓”销售策略，克服困难，24

小时不间断运转，最大限度
提升调运量，实现产销平
衡。一是强化管理制度，优
化现场岗位流程，加大现场
管理力度，提升了发运量；
二是不断创新销售策略，优
化用户结构、调运流程，简
化派车程序，加强协调和沟
通，掌握生产进程，随时了
解仓位情况，提高了发运效
率；三是紧盯现场，勤于沟
通，保持与用户联系，合理
调配车辆，采取大客户优
先、长途车优先，加快车辆
周转，确保了煤炭调运工作
的顺利开展。 （卢妮）

运销铜川分公司运销铜川分公司 44月份铁运煤销量创单月佳绩月份铁运煤销量创单月佳绩
本报讯 1-4月份，运销

集团铜川分公司总销量完
成 279.45 万吨，完成进度
计划124.1%。仅4月份单月
销量达 78.8 万吨，其中铁
路销量为 43.77万吨，完成
进度计划 133.1%，比当月
铁 运 计 划 超 运 10.89 万
吨，创出近两年来单月铁
路运量新高。

铜川分公司 2019 年铁
运煤销售计划为 400万吨，
月均 33.3 万吨。该公司认
真贯彻落实集团公司的各
项安排部署，确保铁运计划

能有效兑现。
首先是对扩大铁路运

量任务总量进行分解，每月
分公司市场部、调运部积极
与集团业务部门和办事处
进行联系对接，及时提报合
同计划。二是充分发挥专
业化销售公司产地优势，积
极联系对接铜川矿业公司
和各生产矿井，强化产销协
同力度，化解产销运矛盾，
做好货源组织和装车工作，
提高装车效率，最终创出近
两年来单月铁运量 43.77万
吨的最好成绩。 （张红娟）

今年以来，陕北矿业张家峁公司
水电暖队从安全、环保、技能提升等多
方面入手，加强职工教育培训。通过
创新培训形式、丰富培训教材，着力提
高培训质量，解决职工“本领恐慌”问
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视频教学 让培训更加直观
为了让培训变得更直观，该队以

矿井污水处理岗位的几个关键环节为
试点，组成由队长牵头，副队长、技术
员、企业文化员、班组长相互配合的教
学视频拍摄制作小组，教学视频以现
场实际操作流程为背景，配以相应的
说明文字，并对操作中需要注意的环
保、安全等事项进行重点说明，视频中
直观的系统操作、生动的示范讲解、详
细的问题答疑，有效解决了培训内容

“抽象”，新工不容易“消化”的问题。目
前，已经拍摄完成2部教学视频并投入

到实际培训工作中，职工反映良好。
现场教学 让培训更接地气

“这是高密度迷宫斜板净水器，它
能够有效减缓水流速度，为悬浮物沉
淀创造良好沉淀环境。”矿井污水处
理班班长认真地给职工讲解着。职
工一边参观、一边听讲、一边提问，
时而低头若有所思，时而拿起笔快速
地在笔记本上记录。

这是该队现场教学的一个片段。
今年以来，为了提高培训效果，该队将
现场教学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使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有效融合，增
强了培训的趣味性和实效性，让培训
工作更接“地气”。此外，该队还把班
组例会也搬到了岗位上，一边开会，一
边根据近期生产中出现的问题，由管
理人员为大家讲解处理的办法及措
施，大大提高了职工处理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加强考核 让培训更有质量
理论水平的提高和操作技能的提

升最能直接体现培训效果。为了检验
学习效果，提高学习成效，该队建立了

“逢学必考”机制，以考促学，以考督
学。考核采用“理论考核+实践考核”
的方式，每次培训结束后，先进行理论
考核，再进行实践考核。为了避免“人
情考核”，理论考核部分由分管检修和
运行的副队长进行交叉考核，实践考
核部分由队长或支部书记进行现场监
督考核。对于考核不过关的职工，进
行再培训再考核，如果二次考核仍不
过关，则对其做出处罚并进行停工培
训，直至通过考核。“逢学必考”机制的
建立，实现了职工由“被动学习”到“主
动学习”的转变，培训质量有了明显提
升。 （张磊）

本报讯 在施工煤层气抽采井过程中，钻进
过程中的定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决定
着钻机钻进的角度和方向，直接关系到施工煤
层气抽采井的成功与质量，而在定向过程中，技
术难度大，要求精度高。煤层气铜川分公司通
过对外招聘，对内挖掘培养人才，成立了陕西省
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首家定向队伍，一改
过去施工煤层气井定向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掀开了向更高水平迈进的新篇章。

在施工煤层气抽采井过程中，为了增加煤
层气产气量，该支队伍一改过去打井只打垂直
井的施工方法，而是施工多分支水平井或U
型井。也就是垂直钻井到一定深度后，通过
调整角度，使钻井进入煤层时，方向调整成
为水平钻进，并且在主水平井眼两侧，再钻
出多个分支井眼，目的使更多的井眼穿越更
多的煤层割理裂缝，最大限度地沟通裂缝通道，
以提高单井产气量。

煤层气抽采井定向队伍的成立，为煤层气
下属各分公司施工煤层气井定向服务，降低施
工成本，提供了方便。 （王铜生）

成立首家煤层气
抽采井定向队伍

煤层气铜川分公司

“要提高职业病防治水平和成效，最重
要的就是从源头进行治理和防范，落实好
前期预防措施 ,做好污染源的管控，做为一
名现场施工作业人员一定要提高自我健康
保护意识……”4月 28日，建设集团铜川公
司西安项目部会议室里座无虚席，项目部
员工和劳务人员在集中学习《职业病防治
法》，安全员王刚参加学习后道出了自己的
心声。

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该
公司结合建筑施工行业特点，积极开展第17
个全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培训教育活
动。在 4月 25日至 5月 1日的一周时间内，
该公司通过“网络+现场”的多种宣传培训
方式积极倡导“健康中国，职业健康同行”
的职业健康理念，以实际行动唱响了切实维
护企业员工的职业健康权益的最强音。多年
来该公司关注员工职业卫生状况，认真开展
日常安全管理加强劳动保护监督，全面普及
职业病防治知识，不断提高员工的自我健康
保护意识，为企业健康和谐发展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保障+预防，让员工吃了一颗健康“定心丸”

建筑施工是一个高危行业，“安全”不仅
是实现产值利润的最大保障，而且是企业员
工最大的福祉。近年来，建设集团铜川公司
积极倡导“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在经营生产形势严峻、资金紧张短缺的情况
下，克服重重困难，按时为公司全体员工缴
办了“工伤社会保险”，不仅保障了受伤害员
工的合法权益、解除了员工和家属的后顾之
忧，还有利于妥善处理事故，维护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极大地提高了员工的日常工作积
极性。

据了解，该公司在职业病预防控制工作
中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全方位

加大对自有员工的宣传教育力度，严把员工
职业健康的安全关。多年来的“健康体检”活
动是该公司送给全体员工的健康大礼，体检
内容包括血常规、内科、B超、CT、颈部血管彩
超、心电图、胸透、妇科等多种检查项目，年检
活动不仅定期掌握了员工职业健康状况，也
形成了有针对性的疾病预防和治疗，保障了
员工的身体健康。

监控+创新，让员工多了一份绿色健康保障

为了落实职业病防治工作，该公司在每
一个基层施工项目部的醒目位置都张贴了
《职业病危害告知栏》，对在施工现场作业
人员进行危害告知。结合施工现场实际情
况公布现场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

施和防护措施，并为施工一线员工提供职
业病防护设施和用品。公司对从事有职业
病危害工种的劳务人员，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落实好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
业健康检查。该公司人力资源部具体负责
职业健康管理工作，对进驻现场的劳务作
业人员进厂前要求提供人员体检证明，特
别对于重点特殊岗位操作人员，坚持二级确
认保证人证合一。

近年来，铜川公司以创建“文明工地”
和“绿色示范工程”等创优夺杯活动为载体，
亮化美化绿化施工环境，多举措开展“防尘治
理”“防污治霾”等生态环保建设。2015年，该
公司施工承建的“国家矿山救援铜川基地项
目”荣获陕西省建设工程质量最高荣誉“长安
杯”奖项，这也是铜川市建市以来的第一个

“长安杯”工程。该公司积极通过QC研发活
动进行施工工艺创新，不断提升施工质量和
施工水平，积极推广、应用有利于职业病防治
和保护劳动者健康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限制使用或淘汰职业病危害严重的技术、
工艺、材料，从源头上杜绝施工材料、施工工
艺及施工技术对施工操作人员的伤害，积极
营造健康、绿色、文明的施工环境，确保施工
作业人员的身心健康，有力地保障了员工职
业健康权益。 （张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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