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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黄陵矿业公司二号煤矿在井下
开展“垃圾分类我先行”活动。该矿通过在
井下主要巷道和岗点、施工现场设置自制

垃圾分类箱，方便职工分类处理井下垃
圾。图为工作面职工正在把浸满油渍的有
害垃圾分类投放进垃圾箱。 杨亚新 摄

本报讯 10月14日，铜川矿
业铁运分公司迎来四台检修机
车大单，分别来自彬长矿业
DF7- 5833、宝鸡机车二电厂
DF7-5194的两台机车和陕北
榆林项目部两台机车，其中前
两台机车已安全抵达机务段，
等待工人师傅们检修。这是自
该分公司检修基地落成后，承
担检修机车数量最多、规模最
大、任务最重的一次。

据悉，该分公司检修基地
试运行期间，该基地试修内燃
机车多台，检修质量得到用
户认可。本次四台机车同时
到达，对该分公司来说不仅
是挑战，更是机遇。这对仅
有三年维修经验的员工来

说，无疑是技术上的大考验。
据介绍，该分公司平时采

取师徒协议学技术、“派出去”
提技术、检修机车练技术，“锻
造”出了一批技术骨干。这次
承担四台机车检修任务，必将
是对他们检修实力的测试。“此
次与单位携手合作，铜川矿业
铁运人将紧抓住机遇，保质保
量完成检修任务，顺利通过审
验，为将来的合作共赢创造更
多有利条件。相信通过这次检
修，公司将会以做强做优机车
检修为目标，赢取更广阔市场，
谋求更多的合作，进一步促进
企业高质量发展。”该分公司负
责人掷地有声地说。

（梁婷婷 杨春成）

铜川矿业铁运分公司

迎来四台机车检修大单

本报讯 运销集团公司党政
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治党、建
党、立党之本，持之以恒开展党
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工作，严
格规范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的
行为，增强领导干部拒腐防变
能力，为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创
造了良好的运行环境，进一步纯
洁党风、鼓舞士气，增强了党员
干部干事创业的斗志。

今年以来，运销集团公司及
所属基层单位通过在办公楼道
打造“特色廉政文化长廊”，潜移
默化提升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境
界、弘扬勤廉精神“以廊传廉”；
开展以“家风、家训诵清风”主题

诵读活动，加强反腐倡廉宣传教
育，强化思想引导，立家规、严
家教、正家风，筑牢反腐倡廉
坚固长堤“以声说廉”；结合主
题教育和反腐倡廉月活动组织
党员干部观看多部警示教育片，
以案示警、以案说纪，促使党员
领导干部深思警醒汲取教训，干
净干事“以案示廉”；集团公司紧
抓关键少数，严把领导干部任前
廉政关，做到“凡提必考”，“以
考促学、以考促廉”形成“明纪
律、知敬畏、守底线”的良好氛围

“学考促廉”，着力发挥廉政文化
引领力，扬清风树正气，营造了
良好氛围。 （牛亚楠 田茅）

运销集团

加强廉政建设涵养清风正气

渭化公司乙二醇项目制气车间:人才成长有“秘方”
本报讯 进入 9月，渭化公司乙二醇

项目制气车间的气化和净化装置管道开
始安装，工艺人员的深度参与对未来开车
成败至关重要。因此，在项目建设推进的
同时，制气车间管理团队正在扎实系统开
展新员工培训，通过理论结合实践、老中
青传帮带、严管与厚爱……员工学习业务
热情高涨。

理论加实践 发展后劲足

化工生产没有深厚的理论支撑，操作
水平的提升就会很慢，车间管理组认识到
化工理论知识对于青工未来成长的重要
性，便购买了《煤化工设备维护》《压缩机
运行与维修》《化工操作工必读》教材，要
求技术人员认真备课，做好PPT课件，技
术讲解中穿插补充化工理论知识。

为了实现理论和实践“两条腿”走路，
车间技术组每月安排现场手指口述和实

际操作环节，新员工围着设备，技术员现
场教学，手把手、一对一教，同时安排新员
工到与制气装置技术相近的企业进行顶
岗实习，进一步提高操作水平。

坚持老中青 做好传帮带

渭化本部工作二十多年的老师傅，是
新装置开车非常重要力量，该车间高度重
视他们的中坚作用。首先根据彬州公司
乙二醇项目指挥部要求，车间主任主动与
渭化本部操作经验丰富和能力突出的核
心人员沟通，邀请他们投入到制气项目建
设，并给他们发挥传帮带提供平台。

在新员工培训中，老师傅提出的合
理化建议，车间主任带头实施。“利用课
堂培训效果还不错，但是为了学习的持
续性，我觉得车间可以提供一个场地，
让员工与老师傅待在一起，集中讨论，
边学习边讨论，效果会更好。”听到建议

后，制气车间立刻作出回
应，把在渭化本部外专楼的
办公室腾出来，申请电脑和
办公桌，交给老师傅和新员
工使用。

严管与厚爱 凝聚新员工

用正能量引导新员工，关
心他们，但必须有纪律有规
矩，严格要求，不能放任自流，
听之任之。这是制气车间业
务培训坚持的一个原则。“90
后青工思想活跃，能力突出，
但纪律性相对薄弱……做培
训，甚至后续的管理，要严管加厚爱，真正
关心他们，积极引导他们。”这是车间主任
经常挂在嘴上的管理“秘方”。

为了新员工全方位成长，制气车间通
过人员轮换的形式克服彬州项目宿舍不

够住的困难，让所有员工都有机会参与
到项目前期建设上。目前，新员工不讲
条件，不提要求，心无旁骛地一边在生产
装置上“练兵”，一边在工程建设中增长
见识。 （李晓锋）

企业蓝讯

↓

本报讯 近日，随着二号
产品仓上螺旋溜槽滚滚煤
流顺利进入产品仓，陕北矿
业红柳林公司洗选系统改
扩建工程第二套系统成功
实现带煤试运转，标志着该
公司洗选系统改扩建项目
双系统具备带煤运转条件。

据悉，该公司洗选系统
改扩建工程包括现有系统
改造、新增扩建系统和新增
生产辅助设施三部分，改扩
建后总规模达 18.00Mt/a，

项目总承包合同价款为 2.4
亿元，选煤工艺采用 150-
6mm 块煤重介浅槽分选。
项目投产后，煤炭品种以洗
中块、洗小块、洗粒煤、混煤
为主，增加了洗小块和洗粒
煤两个新品种，可实现原煤
全部入选。在产品品种丰富
的同时，还能实现定制化生
产，满足不同用户的个性化
需求，扩大了销售范围，提高
了商品煤售价，增强了产品
市场竞争力。 （吴升林）

红柳林公司红柳林公司 洗选系统改扩建工程实现带煤试运转洗选系统改扩建工程实现带煤试运转

本报讯 近日，由生态水
泥富平公司申报的“一种新
型袋装水泥装车机收尘装
置”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
利，这是该公司自投产以来
获得的首个专利授权，标志
着企业科技创新工作取得
新突破。

据悉，此项专利主要针
对袋装水泥装车过程中产
生的粉尘污染，有效避免了
水泥扬尘所造成的物料损

耗，在实际应用中对于降低
装车扬尘、缓解大气污染有
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此装置
具有密封性好、收尘范围大、
收尘效率高、使用方便快捷
等特点。安装后可随着出料
输送机皮带架灵活移动，有
效杜绝装车过程出现的二次
扬尘，极大地改善厂区生产
生活环境。此项专利的取
得，进一步激发了全体员工
的科技创新热情。（张雪晶）

生态水泥富平公司生态水泥富平公司 获得首个实用新型专利获得首个实用新型专利

本报讯 近日，由陕西
省写作学会举办的“新闻信
息及公文写作”培训班在西
安落下帷幕。陕钢集团荣
获省文秘工作先进单位、优
秀组织单位称号。

据悉，本次培训两期，
陕钢集团党群工作部共选
拨出17人参加培训，旨在提
升企事业单位新闻工作者
的新闻素养和撰写能力，全
面提升企事业单位文秘人
员公文写作水平，加快推进

各项文字工作的制度化、规
范化和科学化。

近年来，该集团把文秘
人员培养列入重要议事日
程，不断创新培训方式方
法，主动搭建学习交流平
台，扎实开展培训工作。在
安排经验丰富的政工干部
日常做好“传帮带”的基础
上，多次组织大型新闻宣传
培训，力促进了党群人才服
务决策、服务发展、服务落实
整体水平的提升。 （陈蝶）

陕钢集团陕钢集团 荣获省文秘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组织单位称号荣获省文秘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组织单位称号

本报讯 9月，销集团榆林
销售公司铁路煤炭销量达到
269.93万吨，较月度任务目
标230万吨多销39.93万吨，
增幅达 17.36%，超额完成目
标任务。

据悉，进入9月份，煤炭
市场整体弱势运行，下游用
户采购积极性较弱，加之台
风等恶劣气候影响，造成部
分时段下游用户无法正常接

卸铁路车辆。该公司根据统
销矿井月度生产计划主动作
为，走访、调研下游用户，合
理调配铁路发运车皮计划，
并实施列列跟踪，努力保障
车皮按计划到厂，有效降低
了下游市场及天气等因素对
铁路正常发运造成的影响，
确保铁路增量计划如期兑
现，保障了公司煤炭销售工
作有序、高效开展。（梅波）

运销集团榆林销售公司运销集团榆林销售公司 超额完成超额完成99月份铁路销售任务月份铁路销售任务

本报讯 日前，从中国煤
炭建设协会传来喜讯，建设
集团机电安装公司荣获

“2018-2019年度煤炭行业施
工统计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据悉，长期以来，该公
司紧紧围绕建设集团、本单
位年度生产经营目标，深
入落实上级统计工作部署
要求，通过建立符合企业
经营管理的统计体系、详

细的统计台帐、深化部门
沟通交流、强化统计监
测、严格审核程序等系列
举措，不断加强统计人员
综合能力与素质提升，积
极采用科学的统计方法，
合理运用统计信息网络和
现代化办公软件，确保统
计数据质量，为该公司实现
追赶超越、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 （范亚文）

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 被评为行业施工统计先进单位被评为行业施工统计先进单位

本报讯 近日，从澄合
煤机公司传来喜讯，该公司
1- 9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15211.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
长 7110.4 万元；实现利润
523.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305.5 万元，完成上年同
期的 240.1%，各项经营指标
创历史新高。

据悉，该公司坚持以贯
彻落实集团和矿业公司经
营管理相关会议精神为契
机，深入推进中心工作及重
点项目，统筹生产任务、协
同调配生产班次，不断强化

内部各环节管理，充分释放
产能和发挥内外协作优势，
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
益。加大市场营销、产品宣
传和售后服务保障力度，
进一步强化重点市场、重
点客户战略合作，定期开
展客户回访，掌握售后服
务情况，使品牌形象持续提
升。同时，该公司根据生产
任务、用户需求现状，优化
生产环节管理，加强生产组
织力，严把产品出厂关口，
保持各项工作稳中有进的
良好态势。 （王文亮）

澄合煤机公司澄合煤机公司 前三季度经营指标创新高前三季度经营指标创新高

本报讯 近日，为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和企业
成立10周年，神木煤化能源
公司在凝聚着北移人青春
与汗水的毛乌素沙漠上举
办了首届职工徒步比赛。

来自该公司机关和六个分
子公司近百余人参加了此
次活动，一场25公里的徒步
行，见证了热血、青春与激
情的绽放，再次凝聚起共同
奋斗的力量。 （徐晓林）

神木煤化能源公司神木煤化能源公司 百人徒步比赛献礼新中国成立百人徒步比赛献礼新中国成立7070周年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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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建设中的榆北小
保当公司工作和生活条件相对
艰苦，在井口联建楼竣工之前，
基层区队的办公场所都在临建
的彩钢房内，其中有这么一间

“陋室”，它既是员工们学习交
流的场所，也是大家工作之余
放松的“活动空间”，同时还是
支部开展组织生活的主阵地，
更是区队组织生产运筹帷幄的

“作战指挥中心”。
员工获取知识的“园地”
6月，该公司全面推行安全

精细化管理，要求全员背诵岗
位描述，但基层区队除了这间

“陋室”外，并没有多余的地方
让职工集中学习，于是员工们
下班后就集中到这里。那段
日，只要没有会议和活动，这间
屋子就会“变身”为“图书馆”。

班组建设的“摇篮”
依旧在这个“陋室”里，该

区队定期组织班组经验交流
会，班组长之间管理经验交流，
各岗位的技术能手还会向大家
分享操作技巧。截至目前，该
区队已经成功举办交流会 9
次。通过经验交流，该区队班
组建设工作不断向前跨越。
党员学习教育活动的“阵地”

第一次支部委员会、第一次
支部大会、第一堂党课……这个
房间见证了掘进区党支部的成
长历程。布置在墙壁上的入党
誓词、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三会
一课”制度等内容，丝毫没有因
为条件简陋而显得暗淡无光。

员工休闲娱乐“场所”
每当遇到重要节日，掘进

区都会在这间屋子里举办活

动，刚刚过去中秋与国庆节，区
队就组织员工在这里举办了文
艺晚会。当天，“陋室”里欢歌
笑语，灯火通明，有麦克风不离
手的“麦霸”，有嘴不停歇的“吃
货”，还有闻歌起舞的“舞者”。
平日里“严肃”的“陋室”变成了
欢乐的殿堂，每个人脸上洋溢
着灿烂的笑容。

这间“陋室”其实还有很多
功能，“爱心水站”“职工书屋”

“安全警示教育基地”……很快
小保当公司各区队就会搬入新
建成的联建楼内办公，这间“陋
室”也终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成为大家的回忆，但有一点永
远不会改变，它是该公司掘进
区成长的“摇篮”，也是公司发
展建设中广大员工艰苦创业最
亲切的“见证者”。 （杜鹏）

榆北小保当公司掘进区

“陋室”成了职工成长的“摇篮”

本报讯 近日，陕焦公司化
产车间提盐工段新设备切片机
顺利投入使用，使脱硫液的盐
含量从 300g/L 降至 250g/L 以
下，每班脱硫液处理量增大
50%，“切”出了经济效益和生产
效率，更使脱硫工段工艺指标
又迈上一个新台阶。

据悉，切片机的原理是将
浓缩釜中的高温浓缩脱硫液与
水冷却滚筒直接接触，使高温
浓缩的脱硫液迅速降温结晶转
化为副盐结晶，然后由刮刀迅
速刮落，产品顺着出料口落
下，然后由工人现场包装送至
产品库房。

而以前是离心机生产副盐，
工艺复杂，费时费力。技术人员
肖工介绍说：“切片机的投入运
行只是提盐项目技术改造的一
小步，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
进一步对系统进行优化，加大技
术升级改造力度，为公司的生产
运行作出更大贡献。”（项振乾）

陕焦公司：化产车间“切”出效益和效率

本报讯 近日，在陕北
矿业中能公司装车站 1 号
转载点下料漏斗与闸板安
装被“卡住喉咙”，制约工程
进度。

该公司智能中心将任
务交由机修车间完成。由
于空间所限，转载点配置厂
家现有液压伸缩油缸和闸
板根本无法按正常“套路”
安装。该机修车间技术大
拿梅斌与相关技术人员讨
论，与车间的技术工人具体

实施整改方案，一时间氧
焊、气割，火花四溅，制约闸
板和下料漏斗的空间被打
开。同时采用3架倒链相互
配合，把 1 吨多的闸板和 3
米长的下料漏斗从1层吊到
负1层，再从负1层吊到7米
多的高空进行焊接安装，经
过5个昼夜的紧张有序标准
施工，顺利完成安装任务，
工程质量达到一级标准，为
公司运销工作奠定良好基
础。 （王文 王惠武）

中能公司中能公司 转载点下料漏斗顺利安装转载点下料漏斗顺利安装

本报讯 在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黄
陵矿业公司始终把安全环保放在与改革
发展同等重要位置抓好抓实，不断擦亮

“生态环境”的名片。

矿山旧貌换新颜

“15年前，矸石山上寸草不生，遇到
大风天气，沙尘被扬起来，到处都是灰蒙
蒙的一片。”回忆起“晴天一身灰，雨天一
身泥”的老日子，一号煤矿老职工段建国
充满感慨。

环境治理刻不容缓。艰苦创业的黄
矿人早已看到环境保护对可持续发展的
意义，修筑挡土墙，建设拦矸坝，完善排水
系统和消防通道，分期绿化造地……位于
鲁寺村的一号煤矿矸石山就实现了“黑
山”变“绿山”的完美转变。

对于采空区治理，干净整洁的南河寨
社区便是最有力的证明。社区内篮球场、

路灯、公厕、太阳能热水器等设施应有尽
有，耕地面积不断扩大，昔日村民心中的

“伤疤”早已抚平。
良好的矿区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近年来，黄陵矿业公司大力实施美
化、亮化、绿化工程。如今，煤尘飞扬的环
境已不复存在，矿区树木郁郁葱葱，花卉
争相绽放，人家窗明几净。黑色矿山成为
历史，绿色矿区耀眼夺目。

高新科技改变你我

在二号煤矿生产调度指挥中心，职工
们穿着西装端坐在总控台前，轻点按钮，
井下的智能化采煤机随之“欢快的”转动
起来。这看似“天方夜谭”，却是黄陵矿业
当前真实的生产场景。

近年来，黄陵矿业依托两化融合、科
技创新，不断助推产业升级，加快推进智
慧矿区建设。所属四对矿井全部实现智

能化开采，成为全国首个薄、中、厚煤层智
能化开采全覆盖的煤炭企业。这便是对

“绿色开采 科技强企”最好的诠释。
运用高新技术是企业转型升级的

重要途径。黄陵矿业积极探索实践煤
炭开采关键技术，“110”工法实验留巷
效果良好，快速掘进系统取得成效，安
全生产信息共享平台投入使用，科技带
给黄陵矿业发展的正是极具绿色生命
力的智慧之光。

走出一条“循环经济”之路

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黄陵矿业始终
大力发展煤炭循环经济产业，将所属各生
产单位首尾相接，环环紧扣，形成了绿色产
业链条，实现了煤炭资源的“吃干榨净”。

在一号煤矿污水处理厂，经过净化处
理后的疏干水，10%用于厂区绿化和地面
洒水降温降尘；70%用于发电厂补充用

水；剩余部分输送至洗煤厂用于洗煤，实
现了洗煤废水零排放，每年节约成本 600
万元，这只是黄陵矿业人探索循环经济模
式的一个缩影。

不仅是废水的合理利用，黄陵矿业还
让各类废弃物“各有去处”。煤矸石热电
厂每年消耗煤矸石、煤泥等燃料 100万
吨，年发电量2亿千瓦时。自建粉煤灰砖
厂，每年消耗粉煤灰和炉渣27万吨，节约
土地资源 6万多平方米。一号煤矿瓦斯
发电站累计利用瓦斯 7743万立方，发电
量2.8万千瓦时。

从80年代末的偏僻之隅、荒芜之地，
到一个煤、电、路、建筑建材、生态农业多
元产业并举的大型能源企业。黄陵矿业
人始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升级转
型、创新发展，实现了黑色资源、绿色发
展，高碳产业、低碳运行，绘就了一幅天
蓝、地绿、水清、人和的绿色矿山蓝图。

（徐泳铎 张瑞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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