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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蓝讯

本报讯 9月 12日，笔者走进桥山脚
下满目葱茏的黄陵矿业瑞能煤业公司，干
净整洁的厂区花香扑鼻、生机盎然，高耸

入云的碧蓝煤仓，
井然有序的装煤
车辆，在青山绿水
间，在蓝天白云下
形成一道靓丽画
卷，不仅让人心旷
神怡，更展现了现
代化企业高质量
发展中的生态绿。

蓝天、白云、
绿水一直是职工
家 属 向 往 的 色
彩。2017年以来，
该公司在矿井经

营压力大、生产条件困难情况下，不遗余
力开展强化环境治理，在井下安装了自动
化煤尘、瓦斯、温度监控与通风系统；煤场

增设了喷雾降尘装置；道路保洁作业实施
精细化管理；新建了矿井水处理站；改造
了供热系统……

“矿上将废旧洗煤厂建成中心文化广
场，沉淀池改造成莲池，将矸石山建成了
爱心菜园；在综合楼至风井的道路上栽种
槐树，打造了‘槐香谷’‘静心谷’等娱乐悠
闲场所，提升了职工生活品位。”该公司家
属协管员牛红艳提起矿区休闲的好去处，
显得很幸福。

“我来到矿上快 30 年了，过去的矿
区，放眼望去，除了光秃秃、灰沉沉的路
面，就是旧瓦房和旧窑洞。一到下雨天，
山上的黄泥水夹杂着地上的黑水……”老
矿工余德飞见证了企业的绿色变迁。

据了解，该公司近年来严格履行环保
义务，建立运行《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环

境保护考核办法》《地面质量标准化考核
细则》等多项制度，明确划分区队、部室责
任区域，对矿区的环境不断进行美化亮
化。组织干部职工自行粉刷办公室、公寓
楼；开展“环保知识宣传”“我为环保献一
策”“去白、除黑、填黄、增绿”专项治理活
动；新建垃圾分类收集站；树立“干部身边
无垃圾”环保责任，自觉捡垃圾进行分类
投放；利用废旧材料加工花坛、垃圾桶、
雕塑，将环保理念融入职工创新发明中；
在井上下手绘60余幅文化墙，打造“爱党
爱国·红色矿区”……同时开展了一系列
节能环保活动。

“现在我们这里可是大变样，春天百花
齐放，夏天绿树成荫，秋天层林尽染，和过
去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哩！”望着窗外
绿色矿山，余德飞高兴地说。（瑞轩 陈衡）

“北移精神”激发追赶超越新动力
府谷能源公司

今年以来，陕北矿业张家峁公司科学选
择生态修复方式，积极推进矿山立体生态修
复工程，加快进度，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
生态修复任务，呵护绿水青山。

该工程规划农业示范区面积100.8亩，
林业示范区面积409.5亩。图为该公司立体
生态修复示范区。

李潇洋 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

本报讯 今年以来，陕
北矿业龙华公司党委始终
牢固树立“围绕发展抓党
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理念，
筑牢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根”和“魂”，充分发挥党委
“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职能，党建工作应势求变、
应变求进、应进求新。

如今，“一支部一特色”
品牌创建成为引领支部建
设的主流，该公司11个党支
部“百花齐放”，都创建了属

于自己的党建品牌，一批有
特色、可推广、见实效的党
建品牌成为推动企业高质
量发展的竞争优势。

安全生产如火如荼、经
济效益硕果累累、员工幸福
指数节节攀升… …在员工
生活水平提高和企业快速
发展的奋斗征程中，总有一
面旗帜指引着方向，鼓舞着
士气，这就是飘扬的党旗，
是品牌的力量。

(王兴华）

陕北矿业龙华公司陕北矿业龙华公司 筑牢高质量发展筑牢高质量发展““根根””和和““魂魂””

本报讯 近日，从省委
文明办传来好消息，在省委
宣传部、省委文明办组织开
展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展示
活动”中，蒲白热电公司喜
获陕西省精神文明建设成
果三等奖。

近年来，该公司以厚蓄
职工“奋发向上，从德向善”

精神，建设素质一流、作风
一流、技能一流、业绩一流
的“四个一流”职工队伍为
目的，持续开展文明单位创
建工作，形成独具特色“五
确四合”创建工作方法体
系，先后获得省“文明单位”

“文明单位标兵”和“全国文
明单位”称号。

（郑秀荣）

蒲白热电公司蒲白热电公司 荣获省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三等奖荣获省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三等奖

府谷能源公司作为陕煤集团北移前
哨，抢抓时代机遇，弘扬“北移精神”，加快
追赶超越步伐，激发出改革转型高质量发
展新动力。

党建引领 激发新动力

该公司切实加强党建引领，紧抓电力

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型要求和高质量发展
主线，确定以高效煤电为支撑，以新能源
发展为主导，以电力增值服务为补充的电
力转型发展思路。大力弘扬“北移精神”，
通过制作《十年磨砺铸就北移精神、不忘
初心昂首再出发》《更上层楼览锦绣》宣传
册、宣传片，组织开展公司成立十周年庆
典等活动，凝聚企业精神，激发出追赶超
越的强大力量，相继荣获榆林市文明单位
标兵等多项殊荣。

做优存量 孕育新动能

该公司致力于打造电力+高载能循
环产业，顺利建成2×300MW低热值燃煤
综合利用电厂和年产 33万吨电石项目。
切实抓好生产成本管理，持续开展深度煤
泥掺烧和小指标劳动竞赛，最大限度降低
发电成本。扎实推进“三品”创建工作，完
成“新元洁能电石”商标注册，取得

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实施“陕西省著
名商标”申报，获得中国石油化工协会“绿
色工厂”荣誉称号。

做大增量 迈出新步伐

该公司紧紧围绕“发-储-配-售-
服”五位一体电力增值发展思路，全
力加快新项目推进步伐，积极做好沙
梁川 2×660MW等项目规划。加快发展
新能源产业，成立新能源科技公司，
启动实施定边 3GW新能源创新示范项
目，做好新元厂区 8MW分布式光伏项
目建设。适应电力供给侧改革，积极
拓展配售电、电力运维等业务，闯出
发展新天地。

“北移精神”镌刻新形象

府能人以“北移精神”为动力，积极投

身生产经营工作，涌现出一批批先进典
型。同时，该公司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
推动企业发展的金钥匙，先后建成“劳
模创新工作室”“高技能人才工作室”，
大力实施科技创新，电厂给水泵变频改
造，电耗下降 20%以上；2#机组锅炉防
磨改造，延长机组运行周期，申报了专
利。如：邢勇作为“北移精神”的代表
之一，在电力形势严峻，企业成本居高
不下的关键时刻，带领职工开展“煤泥
掺烧”试验，在保障机电平稳运行的同
时，降本增效取得显著成果；荣获省能
源化学地质工会五一巾帼标兵的李艳
斌、2016年—2017年度公司劳模齐顺利
等……他们将人生的芳华绽放在塞北大
漠，用奋斗的英姿创造出府能高质量发
展的精彩。

“北移精神”是前行的灯塔。该公司
将不断弘扬，并努力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中谱写企业追赶超越新篇章。（常艳强）

本报讯 为落实“降本增效”
工作任务，陕钢集团汉钢公司炼
钢厂连铸车间在各个环节严格把
控，将费用细化到生产过程，让成
本核算进车间、下班组、到人头，
让静态成本变为动态控制，形成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成本控制格
局，全力助推公司降本增效。

定额消耗透明化
水口是连铸浇钢消耗关键

点。该车间各班定额水口，全部
存放在定制架上，任何班组不得私
存。交接班时将定制架照片反馈
在信息群里，班组交接必须相互监
督，做到真正真实透明化。此外，
各班组将成本消耗明确到岗位员
工自身，对大包长水口、中包套管、
保护渣等进行消耗定量，车间按照
及时、适用、经济原则，下达水口使
用计划，对影响成本的各种消耗进
行系统管理，并纳入责任考核，确
保各项物料有效管控。

废钢收回好处多
废钢能够循环使用，且自然

损耗很低。为有效利用车间各类

废钢残料，车间自制了废钢回收
斗，并设定在显眼位置，让大中包
套管下线后的残钢、坯头坯尾、大
中包剩钢等废钢原料有了‘栖息
之地’，车间要求中包到期停浇要
根据当班计算定尺和堵流时间数
据，保证中包剩钢厚度小于
200mm，台下坯头坯尾严格控制
在2m以内，在需要时进行钢水包
和中间包调温，以稳定生产节

奏。废钢收回斗的出现，大幅度
降低连铸钢铁料消耗，也提升了
岗位工节约成本意识。

“一群人，一件事，一条心，一
定能赢。”在车间降本增效动员大
会上，该车间主任鼓励大家为企
业长远发展规划主动作为，小事
不放过，大事不糊涂，在日常履职
尽责过程中，和谐有序完成降本
增效任务。 （吴宝 周雅）

陕钢集团汉钢公司炼钢厂连铸车间

从细节入手念好“降本增效经”

本报讯 日前，物资集
团彬长分公司按“146”发展
战略和“区域物流中心”建
设新要求，以“稳规模、调结
构、控风险”思路和“卫星物
流园区”为基础，整合资源，
拓展客户，创新运输项目，
奏响无车承运“三部曲”。

唱好“互联网＋运输”
主题曲。该分公司根据自
身特点，自行开发物流管理
系统，融合发单、找车、报价
与实时定位功能，加快了
车、货匹配速度，降低了用
车成本，保证了货物的在途

安全，提高了工作效率。奏
响“零担+城际配送”协奏
曲。该分公司与“京东物
流”达成协议，充分发挥国
企品牌及内部资源优势，
逐步开通西安-彬州市、西
安-店头镇、西安-神木市

“零担+城际配送”货运业
务。谱写“谋创新+新思
路”变奏曲。该分公司顺应
市场趋势，为多家企业货物
提供打包、分拣、配送等服
务，丰富了无车承运业务类
型，为“多元化发展”奠定了
基础。 （冯俊）

物资集团彬长分公司物资集团彬长分公司奏响无车承运奏响无车承运““三部曲三部曲””

本报讯 近日，运销集
团韩城分公司举办新闻写
作培训班，邀请主流媒体专
业老师前来授课，旨在加强
通讯员队伍建设和提高写
作水平，20余人参加培训。

课堂上，老师一改理论灌
输授课模式，结合自身工作经
历和体会，通过大量案例，重
点对采访注意事项，消息和通
讯写作技巧等知识进行讲
解。学员们认真听讲、详细
记录、不时提问，使大家不仅
掌握了新闻写作技巧，拓展
了视野，而且激发了新闻写

作热情，培训达到预期效
果。通讯员们纷纷表示，在
今后的新闻宣传报道中会更
加努力，借鉴案例中优秀通
讯员的成长感悟，加强自身
学习，广泛阅读，提高“四力”，
写出优秀作品。

据悉，该分公司一直高
度重视职工素质提升工程，
两年来共举办计算机、新
闻、公文写作及摄影培训
六次，同时多举措鼓励职
工练好写作基本功，打造
学习型职工队伍，培养综
合性人才。 （张桂英）

运销集团韩城分公司运销集团韩城分公司狠抓业务培训提升职工综合能力狠抓业务培训提升职工综合能力

本报讯 为着力解决影
响公司“安稳长满优”运行
瓶颈问题，确保年度生产经
营目标顺利实现，蒲洁能化
公司自 6月 26日起开展了

“达产达标达效”大讨论、大
会战活动，至8月28日结束。

据悉，在“大讨论”期
间，该公司各部门（中心）共
开展班组级以上（含班组

级）讨论 322 次，研讨主题
893个，形成公司级指标（标
准）305项，部门、中心级指
标（标准）827项，班组级指
标 514项，A类措施 321项，
B类措施 701项。该公司按
照“达产达标达效”大讨论
奖励办法奖励优秀团体 27
个，优秀个人173名。

（曹亚婷）

蒲洁能化公司蒲洁能化公司 开展开展““达产达标达效达产达标达效””大讨论活动大讨论活动

不忘初心使命，改
革需要责任担当，更需
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
勇气。实业集团通过
改革回答了“我们需要
干什么、我们应该怎么
干”的发展之问。

改革从“头”开始
当前，实业集团从

本级机关入手，实施机
关机构整合、职能调整
和人员分流。把原 13
个部门精简为8个。生
态林业总场与旅游事
业部，工会、机关党委
与党群工作部合署办
公。对部门职能重新
厘清、整合，对工作人
员根据专业和特长进
行合理化分流，努力打
造设置合理、精干高效
的新型机关。

聚光灯下选人才
实业集团决定从本级机

关和西安实业公司机关部分
中层管理岗位着手，按照“先
机关后基层”的步骤实施中层
管理人员竞聘上岗，确定公开
竞聘原则。竞聘考试分为三
大部分：基础知识考试，专业
知识考试，现场能力测试。每
个岗位不超过 3 人进行现场
能力测试，聘请第三方机构对

入选人员进行性格测
试，按照干部任用程序
决定最终任职人选。
对没有最终任职的综
合考试成绩优秀者，下
延聘任到主管、副主管
岗位，形成优秀人才的
梯次任用模式。

新则活 改则通
“旧则板，新则活，

堵则滞，改则通”。该
集团将选用与考核紧
密结合。所有竞聘上
岗人员试用期一年，试
用期满经考核不合格
的解除聘任。试用期
合格者，签订目标责任
书，聘期 3年。实行季
度、半年、全年考核。
明确岗位薪酬、挂钩指
标、兑现办法和红线指
标。连续两个季度考

核结果低于红线指标的，解除
聘任。聘期满后，根据目标责
任书完成情况决定是否继续
聘任。

同时，实业集团做好精兵
简政、资源整合、人才治理三
篇文章，在内部挖潜力、改制
增活力、发展添动力上持续用
力，必将踩出一条推动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门峙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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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神木煤
化工东鑫垣公司煤焦油加
氢装置产能接连取得新突
破，油品产量节节攀升，从8
月 29 日的 1118 吨到 9 月 5
日的 1238 吨，不断刷新纪
录，在国内已经投产的众多
煤焦油加氢产业中，已跃居
全国榜首。

据悉，在生产实践中，
该公司以“科学管理+科学
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的特
色先进理念为纲领，围绕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自主创
新精准发力，自主实施技术
创新2000余项，逐步填平补
齐了设备运行工况差、工艺

技术落后、制氢煤气不足等
先天缺陷，使得油品产量一
路高歌猛进。

在煤焦油加氢装置产
能不断释放过程中，该公司
填补了污水零排放处理装
置、含氧提浓制氢工艺、吸
附剂蒸汽再生技术等一系
列国内技术空白，在不断增
产增效的同时，生产成本也
进一步降低。聚焦煤焦油
加氢产业今后发展的战略
定位，将重心转移到精心操
作、安全操作、科学操作方
面，力求最佳操作，不断实
现效益最大化。

（毛浓辉）

神木煤化工东鑫垣公司神木煤化工东鑫垣公司煤焦油加氢装置产能取得新突破煤焦油加氢装置产能取得新突破

黄陵矿业瑞能煤业黄陵矿业瑞能煤业

用新动作描绘生态绿用新动作描绘生态绿用新动作描绘生态绿

近日，陕煤建设天工公
司特邀请西安安全健康教
育中心开展“美丽西安，我
是行动者”为主题的垃圾分
类指导培训，该公司70余人
参训，普及了垃圾分类概
念、意义和如何分类等知

识。使参训者深知，垃圾分
类是对垃圾收集处置传统
方式的改革，是对垃圾进行
有效处置的一种科学管理
方法，倡导减少生活垃圾，
改善生存环境质量。

王晓丽 孟宏 摄

↓

↓

↓

本报讯 9月 9日，运销集
团通报称，截至 8月底，该集
团今年累计自产煤销量11285
万吨，同比多销17.1%；铁路运
量 4691.5 万 吨 ，同 比 增 运
17.27% ；“ 陕 煤 入 渝 ”完 成
746.03 万 吨 ，同 比 多 供
33.02%；地销煤网上交易量
7341.21 万 吨 、竞 价 占 比
97.2%，累计溢价收益同比增
收4.17亿元。

据悉，今年前 8 个月，该
集团销售煤炭的吨煤平均价
格同比稳中有涨，应收账款余
额同比大幅下降，陈欠货款清
收成效显著，经营企业亏损面
减小、经济效益好转。煤炭销
售运行稳中向好、质量提升，主
要经济指标优于同期、好于预
期。为全年煤炭销售运输任务
全面完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该集团坚持以党建
为引领，着力夯实党建基础，
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凝聚高
质量发展最大合力。认真践
行新发展理念，坚持“一个基
准、推动三个变革、打赢五场攻
坚战”工作主线不动摇，把提高
营销效率效益作为突破口，积
极抢占优势市场主导权，全力
实现煤炭经济效益最大化。

在日常运行中，该集团扭
住总销量、铁路运量、入渝保
供、货款、网上竞价率等考核
指标不放松，把传统销售与

“互联网+煤炭”新型销售、省
内与省外销售、内部企业与外
部企业销售相结合，优先保障
重点区域及用户煤炭供应，全
面抓好重点长协合同兑现，实
现了煤炭运销量提升和经济
效益增长。 （杨龙）

运销集团煤炭销量效益均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