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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烈日炎炎，热浪滚滚。天气又进入一年一
度“烧烤模式”，持续高温天气，让大地如蒸笼般闷热。蒲
白煤化运营公司清洁能源承运线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挥
汗如雨，在高温下坚守岗位，没有丝毫懈怠，用汗水诠释
着坚守与责任。

叉车司机张康

中午的汽车发货站台，成品发货车间的张康头顶烈
日，驾驶着叉车穿梭在库房和站台之间，紧张地往汽车上
装运产品，早已被烈日晒透的水泥地面不停向上散发着
热气，身体始终被一股热气包裹着，“车厢的铁皮就不敢
碰，烫手。”张康说。闷热现场接近50度的温度，让工装全
部湿透贴在身上，他的脸颊已经变得通红，汗水像小溪一
样不停地从头上流了下来，把他的眼睛蛰得生疼。“得抓
紧干，后面还有车等着装呢，坚持一下就过去了。”“坚持
一下就过去了。”这句看似平常的话语背后，却蕴含着张
康默默的辛劳和付出，也代表了蒲白煤化运营公司广大
职工的心声。

主操张海

早上 10点钟封闭的包装车间已经让人感到很闷热
了，彩钢瓦铺成的屋顶早就被晒透，生产出的产品也在不
停向外散发着热量，挂在墙上的温度计红色部分停留在
48度刻度位置。正在紧张忙碌的2号线主操张海身上工
作服早就被汗水浸湿了，更换膜卷、检查包装，一会儿蹲
下，一会儿站起，生产线上的产品一袋接一袋传送着，没
有片刻停歇，30多米的包装线，张海一大早不知道跑了多
少个来回，高强度的劳动让张海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
了又湿，喝口水也是“见缝插针”快速喝几口。“我这条生
产线每天得生产 300多吨产品，不能出任何问题，如果料
仓满了就影响大了。”张海说。“在车间里工作时间长了，
我都习惯了，天气热大家都一样。”

皮带巡检工毛亚军

原运车间 9号皮带巷里，尽管已经打开了所有窗户，
狭窄的皮带巷依然很闷热。皮带巡检工毛亚军正拿着大
锨在用力清理着皮带运行时甩下来的煤泥，他头戴安全
帽、口戴防尘口罩，一会儿就热得满头大汗，留下的汗水
在他那满是煤尘的脸上冲出了一道道“水沟”，穿过脖子
打湿了身上的工作服。一锨接着一锨，毛亚军在不停工
作着，铁锨铲完用大扫帚扫，大扫帚扫完用小笤帚扫，小
笤帚扫完用水冲。“我们9号带是问题最多的一条带，距离
长、带跑偏、环境差。夏天高温，煤仓里的煤经过暴晒比
较干，顺着皮带就撒到了拉紧间，加上皮带巷煤尘大，需
要洒水灭尘，这些原因导致了 9号带拉紧间煤泥过多，你
要不及时打扫，就会磨损皮带，发生事故。”毛亚军说。“咋
喝水？”“在那呢！”毛亚军扬起脸用下巴指了一下放在窗
台上的大杯子，1升大的杯子，“够喝？”“凑合吧，一个班喝
上点就行！又不是在家里，解解渴就行，还往饱喝啊，再
说车间中途还送绿豆水呢，到时候再满满灌上一杯，就够
了，等下了班再好好喝。”毛亚军说。 （马国升）

进入 7 月以来，澄合煤机公司深入推进“师带徒”活
动，不断加强技能人才培养，通过每月实施师徒奖励机制，
充分引领和激发职工在岗位上建功立业、学练“绝技绝
活”，有力促进了职工成长成才，为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打
好坚实基础。图为该公司液压阀车间技术人员向职工传
授作业技能。 王文亮 摄

“““对标学习对标学习对标学习”””练真功练真功练真功
今年以来，神渭管运延长泵站以开

展“对标学习”活动为契机，以“头拱地”
的务实作风和“嗷嗷叫”的精神状态，不
断提升工作标准，创新思路举措，实现
了人人积极学习，个个寻标、立标、创
标、达标的工作氛围，在攻坚克难上取
得显著成效。

走出去，精准对标学经验

近日，该站一行 5人赶赴延长油田
佛古塬联合站，就安全标准化管理、6S
管理等工作进行对标学习。对标采用座
谈交流和实地观摩两种方式，并参观该
联合站储罐区、注水泵房、输油泵房、

10Kv配电室等地点建设管理情况，同时
现场交流，寻找差距，解决问题，显示了
延长泵站强烈的学习愿望和干好各项工
作的决心。

通过交流，延长泵站一行深刻体
会到，佛古源联合站醒目的标识标牌
到位，危害告知和指示到位，制度职责
宣贯落实到位，标准化安全管理到位，
厂容厂貌清洁到位。这次对标学习为公
司不断将对标管理工作引向深入，奠定
了坚实基础。

在一线，多措并举练真功

工作在一线检验，作风在一线比拼。
神渭管运公司自2019年按下建成投运“快
进键”以来，一股股“等不起”的紧迫感、

“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

把延长泵站全体员工推向了生产准备新
“战场”，吹响了投运冲锋的“集结号”。

该站将对标管理工作和泵站日常工
作相结合，以重要工作任务为切入点，
以生产运行为标准，从学管理规范入
手，找准差距，补齐短板，开展针对性
对标活动，加强“三功两素”修炼，抓
好人员培训工作。落实安全管理举措，
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通过对“人、
机、料、法、环、管”六要素有效管
控，排除了安全风险，实现安全生产。
为加快提高员工素养，持续推进6S管理
工作提供了有力保证。

待明朝，企业将走向成熟

延长泵站从建设到设备调试经历了
许多挫折。但是他们在借鉴中汲取，在

学习中探索，不断挖掘出适合自身发展
新路子。同时，在向拥有成熟生产管理经
验的标杆企业对标学习过程中，不断寻
找差距、补齐短板，无论在工艺流程、设
备维护、人员技能还是精神文明建设等
方面，每天都在不断提升和完善，都在变
化和进步。

同时，该站虽然偏远，条件艰苦，但
是广大员工不仅没有抱怨，而且精神状
态良好。从而使这个平均年龄只有 29
岁的大家庭，无论在工作和生活中，都
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样一个吃
苦耐劳、互帮互助的大家庭，一群朝气
蓬勃、活力四射的神渭人，一支勇于开
拓、无私奉献的管输队伍，一个敢于创
新、积极进取的输煤泵站，一定会不断走
向完善和成熟。 （张英楠）

神渭管运延长泵站

近日，陕焦公司黄陵煤化工公司
进入年度大修期，为了保证大检修的
进度和质量，广大职工战晴天、抢雨
天、斗酷暑，白天抢工期，夜晚赶进
度，在鲜艳的党旗下，“5＋2”“白＋
黑”成为“北移精神”与“延安精神”有
力诠释。他们遇急不乱、遇难不畏、
遇阻不退，一个个青春的身影，朝着
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奋力奔跑。他们
在检修一线默默拼搏，完成了每一
项艰巨任务，检修线上留下他们最美
身影！ 邱利军 摄

最美的检修身影最美的检修身影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中，物资集团党委坚持

“三结合、三促进、三到位”工
作思路，牢牢抓住“学”这个基
础，通过每周一考、每周一查、
每周一改，全方位推动党员干部
理论学习有收获。近日，组织全
体中层管理人员进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应知应
会知识考试，通过以考促学、以
考促记、以考敦行，实现查漏补
缺，巩固学习成效。

“考前”精心谋划。该公司党
委结合省委第五巡视组反馈意见
中党员干部“应知应会”知晓率低
的问题，主动认领，立即立改，通
过强化集中学习、个人自为学、专
题辅导，多措并举推进党员干部
学习教育，促进理论学习常学常

新。在此基础上，以主题教育学
习重点内容为主，结合党员应知
必会知识建立了“试题库”。考试
题型分为填空、单选、多选和判
断，共 65道题，内容丰富、针对性
强，全面检验党员干部对应知必
会的掌握程度。

“考中”严肃认真。本次考试
采取闭卷考试、流动监考、单人单
桌模式，特邀西北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老师担任“监考官”。开考
前，该公司明确要求“监考官”职
责，对“考生”也进行了考风考纪
宣传动员，公司党委书记现场巡
考，营造了庄重严肃的考试氛
围。整个考试过程考风良好、考
纪严肃、秩序井然；党员干部态度
端正、以身作则，严格遵守考试规
则，自觉将考试相关的学习资料

上交指定位置，并将手机调至关
机状态，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检验
近期学习成效，确保考试成绩客
观真实，不参杂任何“水份”。

“考后”巩固提升。“通过这次
考试，既是对自己学习成果的巩
固，又找到了之前还没有完全学
懂弄通的知识点，查漏补缺更有
针对性！”“是呀，这次考题很有水
平，这样一来，学习有重点，赶超
有目标！”……考试结束后，大家
三三两两聚到一起讨论考题，核
对答案，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
代。经统计，该公司共计 57名党
员干部参与考试，优秀率达到了
66%。此次应知应会考试，目的
是引导党员干部及时“蓄能充
电”，将学习教育记于心、化于
行，确保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
政治上水平，业务能力有提高，
也为下一步主题教育工作指明了
方向。 （高瑞 刘增跃）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物资集团

“以考促学”助推理论学习“入心化行”

企业蓝讯

铺就矿区铺就矿区铺就矿区“““连心路连心路连心路”””
黄陵矿业瑞能公司

管理之道

本报讯 近日，神木煤化
工产业公司与榆林职业技
术学院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旨在为学生提供就业实训
基地，为企业人才培养、职
业技能鉴定提供支持，实现
互惠共赢目标。

据介绍，榆林职业技术
学院学科门类众多，办学特
色明显，就业率长期维持在

95%以上，先进的办学理念、
优秀的教学指标给了企业
很大信心。而产业公司借
助该院的人才、科技、继续
教育、技能鉴定优势，弥补
了人才培养的短板。

根据协议，该院将为神
木煤化工人才培养、继续教
育、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提供
指导服务。（张福增 白文霞）

神木煤化工与榆林职院神木煤化工与榆林职院 签订校企合作协议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本报讯 近日，陕北矿
业涌鑫公司沙梁煤矿顺利
完成井下自动喷雾安装工
作，实现了井下主要运输巷
道喷雾降尘装置自动智能
化控制。

据悉，ZP127矿用红外
线喷雾除尘装置主机结构
为隔爆兼本安型，采用大规
模数字集成电路，并配置液
晶显示屏和红外线传感
器。当职工或辅助运输车

辆通过时，红外线传感器自
动收集信号，传送到主机
后，自动控制喷雾除尘装置
启动或停止，实现自动喷雾
除尘功能。

该装置可有效防止粉
尘扩散及粉尘爆炸，在改
善人工洒水降尘费水、费
时的同时，还降低了职工
的劳动强度，确保了作业
人员的身心健康。

（屈雄峰）

陕北矿业涌鑫公司陕北矿业涌鑫公司 井下喷雾降尘装置实现自动化井下喷雾降尘装置实现自动化

7月13日清晨，大地还沉浸在
周末的静谧中，而黄陵矿业瑞能煤
业公司的矿区道路改造施工现场，
却是一番紧张忙碌景象。

早上 6点，整个家属区从“酣
眠”中渐渐“苏醒”，工人们却早已
在道路上开始作业，熬沥青的、卸
石渣的、填坑的、夯实的全部到
位，在负责人的指挥下，工人们训
练有素地摆好警示桶，按照施工
方案和作业任务各自忙活起来。

“矿上的道路终于可以改造
了，咱们的路常年受运煤车、排矸
石车辆辗轧，路面坑坑洼洼，晴天
尘土飞扬，雨天满身黑泥水，寸步
难行，给咱们矿职工的生产生活

带来极大不便。真得太愁人了！
多亏了矿领导多方协调，帮咱们
把路修好。”一位退休职工正准备
出去晨练，看到工人们正在修路，
更是一脸兴奋，像是中了头彩！

瑞能煤业公司沟口至综合楼
道路连接着家属区、办公区、储
煤仓、排矸场和综合楼，无论是
途径这里的运煤车、排矸车还是
常年在这里上班居住的广大职
工家属，都与这条路紧密联系在
一起。尽早改造和改善出行条
件，成为职工群众最大心愿。群
众事，无小事。该公司领导班子
将道路问题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并将修路确定为今年的民生重点

工作。矿区道路终于将全部告别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现象。

据了解，“解民忧，惠民生”是
该公司在建设和谐美丽新瑞能愿
景下，最大限度让职工分享企业
发展成果的宗旨。近年来，该公
司本着为企业与职工居住环境双
向发展、矿区面貌与职工生活同
步提高原则，千方百计加大民生
投入力度，不断提升职工幸福感、
归属感。随着矿区旧厂房住宅楼
改造、停车场划分、文化广场改
造、道路整治、标准化矿区建设加
快，每一个瑞能人已亲身感受到
生活越来越好，环境越来越美，幸
福指数越来越高。 （陈衡）

本报讯 近日，运销集团
对煤炭陈欠货款清收工作
再动员、再部署，所属各单
位优化清收方案，明确责任
人、时间表和路线图，上下
齐心亮剑陈欠货款，保障资
金安全。

首先针对近期清收进
度迟缓单位，要求主要负责
人总负责，采取一切措施清
收外欠货款，防止呆坏账风
险。二是对于外欠货款单
位不按还款协议还款的，
运用法律武器手段进行清
收。三是把清收外欠作为
政治责任担当，纳入专项
考核，鼓足清收干劲动
力。四是认真执行《关于

进一步严格执行货款回收
终身制的若干规定》，严格
落实货款回收终身负责
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五是由公司纪委 （监察审
计） 牵头、财务资产部配
合，对外欠陈欠款数额较
大所属单位要进行逐笔账
务分析，形成专题报告。
同时结合清收成效实际，
对清收不力单位进行通
报，对相关负责人进行诫
勉谈话，情节严重的要进
行问责追责。

截至目前，该公司今
年累计收回煤炭陈欠货款
2亿多元，有效保障了资金
安全。 （宋超 杨龙）

运销集团运销集团 对陈欠货款亮剑保障资金安全对陈欠货款亮剑保障资金安全

蒲白煤化运营公司

高温下的煤化人高温下的煤化人

本报讯 上半年，韩城矿
业公司通过深入开展“讲政
治、敢担当、改作风”专题教
育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积极实施多渠道
创收举措，取得追赶超越优
异成绩。

据悉，该公司上半年
成本管控能力得到提升，
商品煤成本比计划节支 22
元，成本管理成效显著；
存量资产得到有效盘活，
共计盘活存量资产13060万
元，完成年计划76%，进一
步减轻经营负担；全面预
算管理初显成效，促进企

业有效配置资源和效益全
面提升；对标工作扎实有
序开展，“四化”建设、全
面预算管理、党建等多领
域对标学习交流，有效提
升内部管理水平；“减税
降费” 惠企政策得到有
效落实，顺利完成 2018
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合
理减少公司所得税额 775
万元。

目前，全体干部职工对
公司未来充满信心，正在以
更加昂扬的斗志和充满激
情的干劲，朝着“四个一”奋
斗目标努力前行。 （梁欣）

韩城矿业韩城矿业 多渠道力促企业效益最大化多渠道力促企业效益最大化

8月1日，运销集团铜川分公司组织退役人员开展“峥
嵘岁月、永不褪色”庆“八一”建军节活动。不同年龄段
的退役军人欢聚一堂，以感恩之心畅谈党和人民军队对自
己的培养教育。公司领导对他们表示了节日的祝贺，亲切
询问并帮助解决退役人员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大家表
示要以“时代楷模”张富清为榜样，把“军魂”意识融入
到自己的工作中，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张坤 家文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