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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生态水泥公司以“融入中心抓党
建、抓好党建促发展”为根本遵循，大力推
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提高党
支部建设质量。

以“三高三低”为统领 打造品牌强优势

该公司党委围绕“如何才能建强支部，
实现支部建设与生产经营相融互促，取得
实效？”带着问题思考研究，经过多次调研
论证后，决定在科学运用“党建+经营”双
百考核机制基础上，创新性开展“三低三
高”生态党建综合体品牌创建工作，即以

“三低”为切入点，做到低能耗、低排放、低

成本；以“三高”为落脚点，实现高效率、高
效益、高质量，大力推进党支部“六有”标准
落地落实，充分发挥党建工作“融入中心、
嵌入管理、引领发展”的独特优势，引领企
业高质量发展。

以“六学四法”为抓手 把握标准明方向

为了精准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
建设，该公司采取集中专题学——知悉标
准、业务辅导学——熟悉标准、现场答疑
学——理解标准、对标先进学——明晰标
准、情景模拟学——运用标准、考评测试
学——吃透标准的“六学”方式，以“华山大
讲堂”为载体，以党委书记带队对标学习、
党建业务培训班、党组织书记讲党课、党小
组会视频教学等“四法”为切入点，让基层
党组织和党支部进一步明确了“标准是什

么、日常抓什么、创建做什么”，特别是公司
党委在 9月份组织各党支部开展实战模拟
党员大会培训，以实战演练促本领提升受
到广泛关注。

以严督实导为手段 转变提升强组织

据了解，该公司党委主动邀请陕煤集
团支部标准化指导组成员现场指导 4次，
同时成立督导组，结合现场提问、测试、模
拟召开支委会、党员大会等方式，指导督导
19个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工作共计14轮，以
考核打分现场公示、不符合项清单双向确
认、整改督导闭环管理的模式倒逼党支部
标准化建设工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通
过持续不断努力，涌现出了一批达标党支
部和先进工作者，尤其是所属富平公司原
料车间党支部荣获陕煤集团党委“党支部

标准化建设示范点”称号。

以深度融入为核心 激发活力见成效

在党支部标准化建设过程中，该公司
党委注重创特色、抓亮点、树典型，经过总
结提炼，形成了生产设备党支部党建融入
中心有实效、原料车间党支部“三亮”（亮身
份、亮职责、亮承诺）激活组织力等支部建
设特色案例，在各党支部以点带面推广运
用取得显著效果。所属汉中公司生产党支
部开创了 1#线由生产 75矿粉到 95矿粉的
先河，且产量连续 3个月保持在 10万吨以
上，创历史新高。所属黄陵公司水泥电耗
持续保持行业领先水平，进一步提振了党
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加大了党建文化
与生产经营的融合力度，促进了生产经营
质量的有效提升。 （李慧敏）

目前，建设集团路桥分公司秉持“ 以
人为本、尊重人才、培育人才、德才兼备、人
尽其才”理念，将培养职工一岗多能作为发
展首要任务，使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与职工
成长实现双赢。

小改革大作用 激发人才活力

“要大胆培养使用年轻干部，积极发现

和选拔在工作中勇
于担当、具有创新意
识、有执行力和潜力
的年轻干部。”这是
路桥分公司的“人才
经”。

近年来，该公司
不断完善人才队伍
考核评价体系建设，
先后建立完善了《青
年干部培养工程实
施办法》《人才队伍
建设与薪酬管理办
法》等制度，对人才
引进、岗位等级、任
职资格等作出了明
确规定，建立了适才

适岗、适岗适酬、按岗取酬的差异化薪酬管
理体系，同时以“四位一体”人才管理机制
为依托，通过内部常态化竞聘、外部引进、
挂职锻炼培养的方式，着力培养技能精湛
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

小培训大改变 加速人才培养

“听说了吗？咱单位各项目部的小夜

校开张啦！”“都讲点什么呀？对咱用处大
不？要不先去听听……”一时间，夜校成了
该公司各项目部职工口中的高频热词。

在公司，上夜校补习班可不是什么丢
人的事情，反而因为灵活新颖的方式和优
厚的激励奖励政策支撑，使上夜校补习班
成了职工追捧的香饽饽，被称为工地上的

“黄埔军校”。
“关于钢筋翻样问题，以前我总是搞不

明白，这回师傅带着现场实践，一下子就弄
懂了……”职工小王兴奋地说。这一切都
得益于该公司实施的“导师制”青年人才培
养计划，结合学员成长规律和个性化需求，
确定了导师和学员，通过名家课堂、警示教
育等载体，精准设置培训主题，适当加大案
例教学、现场教学力度，以“小打小闹”提升
职工“大有作为”的新培训方式，切实增强
学员学习的主动性。

小环境大改变 建造人才沃土

“我是刚入职公司的大学生，感到工作
生活环境好得超乎想象，企业现在正是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正是我锻炼成长
的好机会……”

该公司不但以身边模范、青工讲堂等

活动为载体，宣传优秀青年的典型事例，还
经常深入职工中开展谈心对话等活动。“职
工夜校”“小培训课堂”等都是公司职工提
出的金点子。同时，该公司不断加大“两堂
一舍”的监督力度，拓宽征集意见渠道，及
时了解职工的“口味”，改善职工住宿环境，
提高职工幸福指数。

小创新大效用 激发生产大活力

“公路建设过程中，路缘石安装是一个
大问题，现在使用省力夹子，可以一次性把
路缘石放到正确位置，减少多次搬运带来
的损坏，减少人工费 13.8万元。”该公司天
汉大道项目部经理说。

围绕企业高质量发展，该公司秉承“以
赛代培促训”理念，从小处着手，以小改革、
小创新为突破口，在提质增效、降成本上狠
下功夫，制定包括劳动竞赛、技术比武、岗
位练兵、“五小”成果管理办法、评审办法、
奖励办法在内的运行机制和规章制度，广
泛开展创新项目课题研究、岗位练兵活动，
并将“五小”创新成果及岗位竞赛情况纳入
绩效管理考评体系，通过制定奖惩办法，建
立常态激励机制，让职工学技练功在全公
司蔚然成风。 （徐静云）

建强战斗堡垒 推进企业发展
——生态水泥公司党支部标准化建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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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陕北矿业龙华公司坚持将库
房管理作为节支降耗的重要源头，在日常
实践中妙招频出，有效降低了库房资金占
用，提高了库房物资管理水平，为企业打
造极限成本奠定了基础。

启用扫码系统
各个物资有了“身份证”

只见库管员小王来到库房打开扫码
机，对准物资条形码轻轻一扫，屏幕上迅
速出现一个文档，点开一看，只见该物资
的名称、型号、库存数量等信息清晰，一目

了然。“有了条形码相当于库房所有物资有了‘身份证’，
只要扫一扫，就能找到物资信息，实在是太方便了，大大
降低了我们的工作难度。”小王激动地说。

扫码系统启用，不仅解决了物资信息杂乱不清问题，
盘库困难问题也迎刃而解。“以前没有条形码，每次盘点
库存都要拿着纸质材料一样样手工对，不仅效率低，而且
容易出错。现在有了条形码，盘库时就像超市里的商品
包装袋上有条形码一样，用扫码机扫一扫就可以知道所
扫物资的全部信息，非常方便。”库管员小张说。

据了解，该公司启用扫码系统，实现了仓库管理从传
统管理向信息化管理的转变，做到了一物一码一档案，清
晰明确记录各物资库存量，促进了仓库资源的合理利用，
提高了工作效率。

取消二级库房
区队小仓库成为“历史名词”

区队二级库房的存在方便了材料领用，但随之也带
来沉淀物资不能有效利用、以领代耗等诸多问题。今年
3月，公司实施全面取消二级库房材料储备，将各二级库
所有物资退入公司材料库，退回的物资纳入库房管理。
经过两个月努力，全面完成退库清点工作。盘活沉淀物
资多达 1010种，金额达 387.3万元。该举措整合了公司
现有资源，优化了物资配置，提高了物资利用率，杜绝了
以领代耗现象，缓解了物资采购压力。

扩大代储代销范围
降低库存成本

代储代销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全新的采购
模式，今年该公司进一步拓展代储代销品种，“能代尽
代”，从只对车辆配件代储发展到对采煤机的所有配件
进行代储，代储量达到库存总量的 15%。同时，优化采
购程序，报批计划前，区队首先与库房对接，根据库存
量，做到按需报批，合理报批。这样的流程不仅促进了
仓库资源的合理利用，而且避免了资源浪费，确保物资
高效周转运行。 （孙妮）

成效共享CC HENGXIAOGONGXIANGHENGXIAOGONG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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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文化DD ANGJIANWENHUAANGJIANWENHUA

首台套智能化掘进机器人整装入井
本报讯 近日，蒲白矿业公司首台套智能化掘进机器

人落户建新煤化，这是该公司提高“四化”建设水平，推动
公司智能矿井、智慧矿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据悉，该套设备国内一流，技术成熟，由掘锚一体机、
锚杆转载机、带式转载机、自移机尾组成，集掘、支、锚、
运、通风、除尘于一体，具有远程遥控操作、设备状态在
线监测与故障诊断、协同联动控制等多种功能，实现掘
进工作面减人提效，能够有效解决矿井因回采速度加快
导致采掘接续紧张问题，破解高瓦斯矿井、中厚煤层、地
质条件复杂快速掘进难题，完全能够满足该公司智慧化
建设需求。 （高永生 赵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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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建设集团大秦置业公司江南世纪城小区，成
为商洛市首家拥有产权车位小区。据悉，该小区位于商
洛市丹南新区，是一座集江景高层、小高层和教育、高端
商业为一体的高品质复合功能新区，对提升城市品位、
改善人居环境意义深远。图为业主高兴地拿到了车位产
权登记证。 雷娟 摄

大小兼用 打造人才培养新高地
企业蓝讯QQ IYELANXUNIYELANXUN

开展“学习强国”知识擂台赛
本报讯 近日，为检验党员“学习强国”学习成效，加强

党员线上学习线下交流，陕钢集团龙钢公司储运中心党委
以“不忘初心强意识，学习强国提水平”为主题，开展“学习
强国”知识擂台赛，该中心100余名党员组队参加了比赛。

据悉，本次比赛以“学习强国”题库题目为挑战答题，
设置有必答、抢答、限时答题、双人对战、观众互动等多个
竞赛环节。通过线下交流和比赛，达到了用“学习强国”激
发学习积极性，用“知识竞赛”巩固学习成果，以竞赛促学
习，以学习促实干的效果。进一步巩固了“学习强国”应知
必会知识，全面提升了党员政治素质，凝聚了“干事创业”
共识。 （张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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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集团路桥分公司

为了汲取先进经验，推动企业更好发展，近年
来，黄陵矿业发电公司积极采取对标先进“走出去”

“请进来”汲取经验“再思考”管理理念，派业务骨干
到先进企业跟班学习、挂职锻炼，邀请业内专家到
厂“把脉问诊”，从安全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进行
全方位对标，查找自身不足，制定有针对性的具体
措施落实整改，经济运行指标持续优化。在中国电

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19年度电力行业循环流化
床发电机组能效对标结果”中，该公司300千瓦电厂
1号机组首次获得300千瓦级亚临界空冷供热CFB
锅炉机组“AAA级”优胜机组，成为2019年陕西省内
唯一一家跻身“AAA级”优胜机组行列的企业。图
为该公司邀请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相关专家到现
场指导。 高一木 高婷婷 摄

本报讯 近日，从榆北煤业曹家
滩矿大断面斜井过松散层砂化段综
合防治水项目阶段性总结报告会获
悉，煤层气公司通过SJP粘度时变水
泥浆液注浆封堵，该矿大断面斜井过松
散层砂化段综合防治水项目主斜井治
理段剩余水量27m3/h，较堵水前97m3/
h总体消减 70m3/h，缩减率达到 72%，

堵水效果显著。
据悉，承接矿井筒治水项目以

来，该公司组织技术人员在对该矿井
周边进行实地踏勘调研的基础上，按
照“先加固井筒辅以变形监测，再实
施地面帷幕及井筒搭接帷幕，最后壁
后充填注浆”的治理思路，施工过程
中，通过高风压冲洗置换，可有效携

带砂量，解决砂化层不可注难题；通过
地面钻孔投掷浮石充填空腔空洞，减
缓水流及浆液流速，达到注浆封堵的
目的，减少涌水量，保证安全生产及
当地生态环境不遭到破坏。项目预
期可使主副斜井出水量各小于 5m3/
h，治理区段附近未治理区域涌水增加
不超过5m3/h。 （马壮 任薇娜）

煤层气公司

曹家滩井筒治水工程效果显著

黄陵矿业发电公司黄陵矿业发电公司

专家面对面专家面对面 ““把脉问诊把脉问诊””促发展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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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举办对标管理现场会
本报讯 近日，府谷能源公司组织举办对标管理工作

现场会，旨在持续深入推进企业对标管理和高质量发展。
据悉，此次对标现场会集中组织对标成果观摩和经验

交流。与会人员通过一块块对标成果展板和深入现场参
观，不仅对公司在党的建设、生产经营、技术管理等方面的
对标成果进行了全面了解，增进了对标促发展的认识，也
通过开展内外对标和纵横对标，进一步明晰了抓好对标工
作的努力方向。同时，深入开展“三层九类”对标，坚持内
外结合，树立问题思维，聚焦企业发展短板，深入学习行业
先进单位理念方法，积极引进电石出炉机械手、煤泥综合
利用节能改造、智慧化仓储物资系统、防磨格栅技术改造，
光伏组件无人机巡察、智能机器人自动清洗等技术项目，
促进了企业工艺技术及管理水平的长足进步。 （常艳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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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商品煤年销售突破1400万吨
本报讯 日前，运销集团港口商品煤年销售首次突破

1400万吨大关，达到1430万吨，再一次刷新了该公司商品
煤港销的纪录。

据悉，今年后半年以来，由于下游水泥、化工行业旺季
的到来和上游安全检查及铁路线路检修的影响，导致港口
煤炭库存一路震荡下行，价格连续爬升，个别煤种资源短
缺。该集团港口办事处积极抓住阶段性市场变化带来的
销售利好，统筹一盘棋销售模式，主动出击，多点发力，在保
证东出蒙冀线、瓦日线直达港口的常态化增量的情况下，与
万华化学等一批优质化工用户强化合作关系，进一步促进
陕北优质动力煤和环保化工煤的市场优势与下游需求旺盛
优质用户的“双优”合作，切实提高港口销售服务质量，真正
实现了陕煤资源的吨煤增效和港口增销。 （曹延鹏）

运
销
集
团

11月6日，从彬长矿区传来喜讯，经过“产、运、销、路”
四方共同努力，截至当日零时，彬长矿业公司铁路专用线
在实现安全生产 1985 天的基础上，年内累计外运煤炭
1502.91万吨，提前56天超额完成全年1500万吨煤炭铁路
外运任务。据悉，该公司铁路专用线投运5年多来，累计安
全发运煤炭7303万吨。 弯桂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