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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元水泥公司技术体系序列有效
运行以来，以“小发明、小改造、小革新、
小设计、小建议”为科技创新形式的职工

“五小”成果推广应用作为技术体系的重
要模块，一直在该公司占据举足轻重的
位置。北元水泥公司各级人员通过一系
列推陈出新“五小”创新，不断在生产实
践中发挥聪明才智，优化生产系统，改善
生产环境，解决生产岗位上存在的问

题。正所谓“立足五
小勤创造，提质增效
除隐患”，五小改革,为
生产“安稳长满优”注
入不竭的动力。

小设计
提高试模清理标准

水泥胶砂三联试
模清理是一项繁琐而
精细的工作，整个过
程需要将隔板和端板
逐个拆卸清理，耗费
大量的时间，明显影
响检验效率。同时，

受钢平面操作平台的影响，不可避免的
磕碰造成试模隔板破损，影响试块的成
型，对检验数据准确性造成影响。物理
检验人员通过套契原理，根据隔板和端
板的尺寸，设计制作了2套套契架。套契
架整体以木板为龙骨框架，中间镂空，四
面格挡材质选取轻钢，用螺丝进行固定
而成。该套契架的卡槽可将拆卸的隔板
排列固定，可实现批量清理且标识清楚，

极大的提高了清理效率。同时由于其镂
空和套契的特点，避免了试模隔板和端
板与钢平台的直接接触，解决了碰撞破
损的问题，延长了试模的使用寿命，让检
验数据更加精准、可靠。

小革新 铺设水泥早强提升的道路

历年冬、春季水泥早期抗压强度偏
低，为满足指标要求，熟料配比居高不下，
导致水泥磨台时较旺季明显下降。经过
资料查新，技术人员发现脱硫石膏对早期
抗压强度有明显的激发效果，但冬季要求
凝结时间短，限制了脱硫石膏的掺加量，
导致抗压强度不能被有效激发。水泥有
限公司本着理论支撑实践的思路，根据石
膏配比需求，按照一定石膏掺加量为梯度
递增，开展了“脱硫石膏掺入量对水泥凝
结时间及早期强度”的小磨实验，确定了
脱硫石膏的最优配合比。最终，技术人员
改变配料思路，在春冬季，以小磨实验数
据为参考依据进行大磨配料，水泥各项质
量指标均满足内控指标要求。一项配料
中的小革新，让春、冬季水泥生产降低成

本效果显著，且熟料配比可进一步优化。
而且，由于熟料配比的降低，水泥相对易
磨性变好，水泥磨机生产能力得到释放，
经济利益价值更高。

小改造 消除计量积灰的顽疾

在水泥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由于其
粉体特性，称体管理和标准化管理的粉
尘和积灰问题顽固而久远，既影响计量
精准又影响仪表使用周期。水泥有限公
司虽然已在熟料库低安装了收尘管道，
提高了收尘效率，但效果并不理想。考
虑岗位人员清理称体灰尘的劳动强度和
环境，水泥公司利用干燥的压缩气体对
传感器和计量称体表面进行清理。同
时，公司还对熟料皮带秤体扬尘治理项
目进行进一步的优化。改造后，称体粉
尘和积灰死角问题将得到彻底的解决，
消除了积灰并延长了仪表使用周期，确
保了计量精度，强化了称体管理，提高了
过程质量管理水平。一个小小的改造解
决了让人头疼的难题，获得岗位人员一
致的好评。 （冯二波）

呈现多彩画卷

建设集团洗选煤运营公司

北元水泥公司“““五小五小五小”””让工作更美好让工作更美好让工作更美好

近日，蒲白建新煤化持续巩固“国家级绿色
矿山”称号，积极响应“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号
召，从办公楼到职工公寓统一配备了“红蓝灰绿”

四色的新型垃圾分类桶，全面普及垃圾分类知
识，垃圾分类投放迅速“走红”矿区，成为矿区职
工的新时尚。 蔡成军 秦海 摄

本报讯“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建
设集团机电安装公
司自觉践行初心使
命，坚持问题导向，
深学细照，以刀刃向
内的魄力，真抓实
改，取得成效。

坚持学习强自
信，武装头脑明方向

“初心是什么？
使命是什么？”通过
理论学习，该公司党
总支书记、总经理闫
铁柱说：“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分别是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落实到单
位，我认为我们的初
心和使命就是不断
提高职工收入，提高
职工幸福感，加快企
业发展。”该公司领
导班子成员坚持用
理论武装头脑，每天
晨会坚持轮流领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每周集中开展一次
专题讨论，并结合实
际讲好专题党课。

坚守初心担使命，检视问
题谋发展

该公司坚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带着这样的初心和使
命跑市场、抓施工、严管理，加
快企业发展。截至8月底，完成
年计划营业收入87.94%，完成

年计划利润80.56%，
完成年计划工程承
揽 69%。不满足于
企业发展的成绩，该
公司深入基层调查
研究，检视问题，召
开职工会议，广泛征
求职工意见和建议
53 条，梳理出企业
发展、项目管理、队
伍建设、职工福利待
遇等代表性问题 16
条。通过专题研讨，
分步实施，解难题，
抓落实。

边学边改抓落
实，结合实际解难题

该公司聚焦干
部职工关心的热点
难题问题，列出问
题清单，逐项整改，
力求实效。面对企
业资质等级低的问
题，引进矿业一级
建造师，广开门路
承揽矿业总承包工
程，保证资质升级
稳步进行。对于职
工提出的福利待遇
等问题，提出要为
职工办十件实事。
对于加快人才队伍

建设问题，引进大中专毕业 5
名，通过劳务派遣转入等途
径壮大队伍建设，并通过“师
带徒”，优秀班组长、资料员
等培养交流，提高人员素质。

当前，“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推动着该公司各
项工作健康发展。 （任小阳）

企业蓝讯

本报讯 近日，黄陵矿
业双龙煤业为进一步提升
矿井整体形象，按照NOSA
安健环风险管控体系要求，
持续开展地面环境综合治
理工作。

据悉，此次地面环境综
合治理工作以工业厂区全
面治理为主，合理划定 5个
区队职责范围，明确了地面
设备、材料、物料等摆放标
准，并按照质量标准化要

求，对厂区进行编码定制管
理。结合矿井辅助运输系
统整治，明确了巷道环境卫
生、巷道缆线悬挂、牌板制
作悬挂等的标准同时，将环
保和安全放在同等重要的
位置，按照环保工作要求，
对矿井地面日常污水排放、
环境美化等实行严格监管，
确保环保不出事。通过环
境的持续整治，矿区的整体
面貌焕然一新。 （彭兴仓）

黄陵矿业双龙煤业黄陵矿业双龙煤业 持续开展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持续开展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本报讯 近日，运销集
团印发《“导师培养制”实施
办法（试行）》，结合运销集
团实际，将“导师培养制”从
生产岗位向管理岗位和专
业技术岗位扩展，实现

“导师培养制”在“三支队
伍”序列的全覆盖，有利
于提高“三支队伍”建设的
整体水平。

该公司通过“导师制培

养”引导“三支队伍”建设，
做好导师选拔，把热心于传
道、授业、解惑的各序列优
秀人才确定为培养导师，灵
活师徒结对，促进师徒共同
成长。此外，该公司将根据

“导师培养制”工作开展情
况和培养目标考核结果，对
优秀组织单位和“优秀师
徒”给予表彰奖励。

（郭瑞莉 杨龙）

运销集团运销集团““导师培养制导师培养制””覆盖覆盖““三支队伍三支队伍””

本报讯“卫生纸、餐
巾纸是我们最常见的纸类
垃圾，也被很多人列入可
回收垃圾。但实际上，由
于这种纸遇水即溶，不算
可回收纸张……” 9 月 3
日，在榆北煤业曹家滩矿
业公司综采队早班班前会
上，一支由 13名志愿者组
成的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
务队，正在为班前会职工
宣传垃圾分类小知识。

据了解，这支垃圾分
类宣传志愿服务队成立于8
月 25日，主要任务是带头

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实
践活动，督促和指导各区
队部室生活垃圾分类落实
情况，助力全员养成垃圾
分类生活习惯。截至目
前，累计进区队、部室开
展垃圾分类宣传30次。

除此之外，该公司还
通过陈列常见干湿垃圾展
架、微信推送等形式，广
泛 开 展 垃 圾 分 类 宣 传、
教育和倡导工作，阐明垃
圾对矿区造成的严重危
害，宣传垃圾分类的重要
意义。 （杨娇）

榆北煤业曹家滩公司榆北煤业曹家滩公司 志愿者班前会宣传垃圾分类志愿者班前会宣传垃圾分类

本报讯 日前，建设集团洗选煤运营
公司以“双特百亿”为目标，积极开展“大
干一百天 实现产值一个亿”主题活动，各
项目部呈现出多彩画卷。

画卷一
柠条塔槽型产品仓至火车装车仓栈

桥暖气改造工程

安装第三项目部工地，工人们在加班
加点忙着焊接、搬运货物、刷漆。他们头
戴安全帽，在各种机械设备发出的声响中
紧张作业。在太阳直射下，汗水顺着职工
的脸颊一滴滴落下，工装一次次被湿透，
上面已出现了盐花。

“我们加快工作节奏，就是希望能早
一点交工，虽然有些辛苦，但这是我们对
项目部应交的答卷。”一位刷漆工笑着对
笔者说。不远处焊接的满脸汗水的工人
笑嘻嘻地对他直喊：“是想早点干完活，回

家见媳妇儿吧！”质朴的员工们，即使开着
玩笑，手上的活没有一点懈怠。

画卷二
清水川储煤场封闭工程（EPC）

该项工程工期紧、任务重，公司不
等不靠，迎难而上，多次召开现场会，
结合实际不断优化施工方案，全力克服
支架模板高空作业风险、连续梁挂篮工
艺流程复杂、建造安全威胁较大等难
点。严格执行领导24小时带班制度，确
保一切影响施工进度的不利因素都在受
控状态；及时与甲方及设计单位进行协
商，就图纸、工期及施工工艺等问题形
成一致意见；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全
程盯控，对原材料入场、钢筋笼制作及
验收、现场立模、钢筋绑扎、测量放
线、预埋件安设等各个施工环节都严格
把关，确保各环节均紧密衔接，确保施

工进度如期完成。

画卷三
小保当二号井标准化改造工程

在二号井标准化改造工程中
二号井辅运大巷的水、电、风、管
路、卫生、水泵房及中央变电所日
常运维中，该公司项目部严把入
场关，每日抽查、周周教育、月月
考试，严格落实“三个一”检查制
度，贯彻落实双重交底，截至目前
未发生一例“三违”。运维期间由
于白天辅运大巷的车辆较多，矿
方安排该公司项目部运维只能在凌晨 2
点至6点进行，该项目部合理安排车辆人
员，既保证了大巷运维又不耽误水泵房抽
水。同时针对井下防撞沙筒破坏严重，职
工大胆创新改造防撞沙筒和垃圾收容袋，
连续三个月获得矿方质量标准化考核第

一，获奖15万余元。
目前，该公司各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

开展，全体干部职工正以饱满的工作热
情投入到“大干一百天，实现产值一个
亿”主题活动中，用初心奋力谱写追赶
超越新篇章。 （刘晓宁）

本报讯 在陕北矿业红柳林
公司，综采工作面拉移设备列车
是一件时间长、任务重、强度大的
苦差事，员工们称之为“拉架”。
近日，该公司为进一步提升矿井
自智能化水平，降低综采工作面
员工劳动强度，引进了行业领先
的液压迈步自移式设备列车。

据悉，该公司综采工作面目
前所使用的是国内传统综采设备
列车，采用轨道式绞车、钢丝绳链
接牵引移动方式，这种设备列车
移动方式步骤繁琐、作业人员较
多，作业过程安全系数低，员工劳
动强度大，时常出现加班加点情
况。对此，该公司积极联系设备

厂家探讨液压迈步自移式设备列
车在企业的适用性和实用性，最
终研究决定引进液压迈步自移式
设备列车。

8月 31日，该设备列车在井
下综采工作面试运转，优点为
液压自移式，无需回柱绞车牵
引,无需拆卸安装道轨，巷道地
面无需硬化，增置的电缆托
架更利于综采工作面标准化
管理。

该公司综采二队副队长石超
说：“以前每次拉移设备列车需
要 10余人共同作业，现在只需
2 个人操作遥控器就能轻松完
成“拉架”任务，井下人少

了，安全风险也就降低了，科
技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好处真是太
大了！” （焦亮）

陕北矿业红柳林公司 让员工不再“拉架”

本报讯 日前，运销集
团榆林销售公司以建设“国
内一流的煤炭供应链管理企
业”为目标，通过质检创新，
努力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

据悉，该集团在全国范
围内招标引入第三方煤炭
检验机构——北京华夏力
鸿商品检验有限公司，成为
国内首家坑口煤炭销售引
入第三方检验业务的单位。

同时，榆林销售公司作
为该集团专业化下属销售
公司，率先开展统销矿井

坑口煤炭销售第三方检验
业务运行以来，双方逐步
完善采样平台基建、各项制
度、人员、安全等方面要求，
确保了统销矿井第三方检
验业务公平、公正、有
序、高效开展，为提升商
品煤质量内控水平，打造
陕北地区一流商品煤质量
品牌奠定了基础。截至 8
月底，华夏力鸿公司累计
检验超过 5000批次，保障
了煤炭销售工作有效、平稳
开展。 （梅波）

运销集团榆林销售公司运销集团榆林销售公司 质检创新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质检创新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8月 27日，韩
城矿业公司首个大学生综掘
队在桑树坪二号井成立了。

这支大学生区队现有
80名职工，其中新入职大学
生47名，目前主要承担井
下文明生产工作。

据悉，按照自愿报名、
区队评价、人力资源部审核
程序，在大学生中招聘采掘
电钳、综掘机司机等特种作
业人员，让他们充分发挥自

己的优势特长。在全矿范
围内公开通过竞聘演说和
专业知识临场应答，选聘技
术水平高、工作能力和综合
素质强的队干。在区队基
础设施建设上实行高标准，
严要求，为大学生提供良好
的工作和学习环境。从开
拓一队抽调精兵强将，发挥
传、帮、带作用，帮助大学生
以最快速度成长成才。

（韦玉梅）

韩城矿业公司韩城矿业公司 首个大学生综掘队成立首个大学生综掘队成立

本报讯 近日，陕北矿
业神南产业发展公司荣获榆
林市“文明单位标兵”称号。

据悉，近年来该公司
将文明单位创建与安全生
产、经营管理有机结合，坚
持职工职业道德、家庭美
德、社会公德、思想品德教
育，邀请省“文明道德模
范”、公司历年劳模、“产业
好人”等先进个人开展“道
德讲堂”，提升全员文明素
养，在职工中形成爱国、爱
企主人翁意识和积极向上文
化氛围。通过“积分制”鼓

励员工，利用“产业学苑”
线上学习平台和员工素质提
升线下实践平台等各类平台
提升素质、提高技能，引导
职工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形
成“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
化”良性氛围。

同时，该公司在着力打
造以“勤”为核心企业文化
基础上，主动参与社会公益
活动，积极创建具有“大产
业”特色的精神文明建设品
牌，向社会展示了一个“创
新、进取、文明、奉献”的企
业形象。 （李瑞 谭笑）

陕北矿业神南产业陕北矿业神南产业 获榆林市获榆林市““文明单位标兵文明单位标兵””荣誉称号荣誉称号

本报讯 近日，建设集团
汉中分公司汉中市铺镇污水
处理厂截污干管工程项目现
场，经常可以看到工人围着
自主加工的“装管神器”。

据悉，该市铺镇污水处理
厂截污干管全长 10.442公里，
工程排水支管约 5200 余米，
管口对接数量多、人工对接
难度大。

如何解决这项难题，该公
司第九项目部施工人员加工
制作的“装管神器”终于派上用
场。该工具由两根齿条加两个

直径800毫米的半圆铁环焊接
组成，在齿条一侧的半圆铁环
处连接一个U型手动扳手，使
用时将两根管道管口对齐，将
该工具放入两根管道接口两
侧的凹槽里，用手动扳手顺着
管道方向来回摇动，一根管道
就会顺利承插到另一根管道
中。原本 6个人每天施工 110
余米，使用该工具只需4个人每
天就能完成近300余米，减轻了
劳动力需求，大大提高了工作
效率，在具体施工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 （贺展展）

建设集团汉中分公司建设集团汉中分公司

““装管神器装管神器””投入使用投入使用

本报讯 传唱大江南北，影响
了几代人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
歌词作者姚筱舟，因病于9月1日
在铜川逝世，享年86岁。

据悉，姚筱舟是铜川矿业公
司一名离休干部，出生于江西省
铅山县，16岁考入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毕业后
分配到二野十七军五十一师政治

部，后随部队转业到铜川矿务局
焦坪煤矿担任采矿技术员。期
间，姚筱舟创作小诗《唱支山歌给
党听》，发表于《陕西文艺·诗传
单》等刊物，雷锋曾将其抄写于日
记中。1960年，朱践耳在《雷锋日
记》上发现后进行谱曲，《唱支山
歌给党听》经才旦卓玛演唱后，唱
遍祖国大江南北，久唱不衰。

2018年，姚筱舟被中共铜川市
委、铜川市人民政府授予“杰出贡
献人物”奖，同年，在“陕煤之声”职
工歌咏比赛中，姚筱舟登台演唱此
歌。今年5月23日，在铜川矿业公
司举办的“迈进新时代、奋斗向未
来”铜煤历史优秀文艺作品颁奖活
动中，《唱支山歌给党听》获得歌曲
类一等奖。 （席选民 杨春成）

《唱支山歌给党听》词作者姚筱舟辞世

本报讯“员工幸福、同
行尊重”这八个字，近日已成
为陕化公司最高频的词汇。

据悉，自 8 月 15 日该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总经理屈战成讲了《努力
打造员工幸福、同行尊重
的化工企业》 主题党课
后，公司立即部署，双轨
道进行全覆盖宣讲，截至8
月 23 日，已经宣讲了 68
场，党课精神已经传达到

了每名员工。
该公司党委成立宣讲

团，由 11名成员深入各分
厂、各班组集中开展宣
讲。利用班后会、生产例
会、专题会等各类会议进
行面对面、点对点宣贯解
读，让广大职工听得懂、
落得实，激发出干部职工
锐意进取、爱岗敬意精
神，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提
供不竭动力。 （颜俊）

陕化公司陕化公司 形势任务宣讲双轨道全覆盖形势任务宣讲双轨道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