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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新技术加速更换斜井胶带
本报讯 日前，由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承建的蒲白

矿业建庄公司主斜井胶带更换工程采用履带式液压换带
机新技术，安全高效完成施工任务，比传统施工工艺缩短
工期10天。

据悉，该主斜井胶带机坡度为 15度、胶带总长 2500
米，在长期运行中磨损严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对此，机
电安装公司采用调整和优化施工工艺更换胶带，并在机头
处设置一台液压系统操控放带机，布设两道夹带装置，代
替以往稳车牵引和布设多道夹带装置的繁琐工艺，不仅保
证了施工安全，而且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为同类型安装
工程积累了施工经验。 （范亚文 高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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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提升班组建设管理水平
本报讯 日前，陕钢集团龙钢公司储运中心按照“紧抓

基层、夯实基础、练好基本功”思路，强化班组基础管理、员
工技能培训和岗位创新，全面促进班组建设标准化管理水
平上台阶。

据悉，该公司打破班组传统管理模式，通过开展星级
班组评比、末位班组挂牌、内部对标、师带徒、重点人员监
护等活动，激发班组全员工作热情和干事创业激情，并结
合各一线岗位特色，逐步完善“一日一学、一周一堂微课
堂、一月一次总结会、一季度一次技术比武”班组学习教
育体系。同时，以“三小一练”“查找提改献”等创新活
动，引导广大职工结合设备运行、技术改造、降本增效等
开展技术创新和项目攻关，挖掘职工工作潜力，创新提
升班组建设管理水平，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促
进作用。 （潘想开 张鹏飞）

陕
钢
集
团
龙
钢
公
司

到米脂杨家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近日，黄陵矿业公司纪委组织所属单位纪委

书记到榆林市米脂县杨家沟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开展“学
党史、知党情、感党恩、跟党走”主题党日活动。

在杨家沟红色革命教育基地，该公司纪检监察干部认
真聆听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在杨家沟革命根据地组织
开展全国土地改革运动的光辉历程，重温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爱国为民的家国情怀及艰苦
卓绝的奋斗精神。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老物品，无不激
励着纪检监察干部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走好新时代的长
征路。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
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参观学习结束后，
该公司纪检监察干部面对党旗和毛主席雕像，重温了入党
誓词。 （张战军 赵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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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拓非电煤大客户
本报讯 截至 11月 8日，运销集团彬长分公司累计铁

路发往四川峨胜水泥公司煤炭102.8万吨，日均发运煤炭1
列，同比提前45天完成百万吨建材煤签订用量任务。

据悉，该分公司秉承“保长协、保重庆、保大客户”销售
宗旨，自 2019年与四川峨胜建立合作关系以来，通过调整
运输结构，优先保障建材用户发运，加强与用户沟通协
调，提高合同兑现率，加强售后服务，保障供需双方的顺
利对接，加快结算速度，实现双方企业快速“循环”发展。
同时，对用户不断调整和优化，“彬长煤”已占据了主供目
标区域电力、建材企业的“半壁江山”，而建材百万吨用户
的产生，为企业在开拓稳固西南区域市场起到了关键作
用，更标志着该分公司在开拓非电煤大客户工作中迈开了
新步伐。 （卢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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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研项目荣获国家两项科技奖
本报讯 近日，韩城矿业公司桑树坪二号井报送的“高

地应力特松软破碎煤、岩巷道预应力锚注支护机理研究及
工程应用”项目获“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
（科技进步）”二等奖。该矿总工程师张杰、生产副总孙立
庆、科技副总邸广强等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奖。

据悉，该获奖项目是该矿结合矿井实际，与山东科技
大学等单位合作研发，在煤巷掘进过程中和在锚网支护的
基础上，对煤体进行注浆加固，既提高煤体整体性确保了
支护强度，又为瓦斯抽放打下了坚实基础。

（韦玉梅 邸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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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生态水泥公司前三季度经营指标呈稳增长态势，
营业收入较同期增长94.82%，利润较同期增长10.46%。据
悉，该公司统筹推进疫情防控生产经营，双促双优显担当，着
力创建“三低三高”生态党建综合体与融入中心有实效，聚力
挖潜安全环保内生动力，绿色发展辟新径，深度探索“5G工
业化”模式，转型升级育优势。 白岚 摄

400公里距离、六年时间，一家企业和
一个贫困村上演了一段远亲胜过近邻的感
人故事。

“实在不好意思，早就应该上门来走亲
戚了，锦旗送来得有些晚了……”两联一包
扶贫工作座谈会上，榆林市清涧县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刘建华和清涧县乐堂堡便民服
务中心党工委书记王健波，将两面锦旗送
到了陕煤集团柠条塔矿业公司董事长闫敬
旺的手上。握着闫敬旺的手，刘建华激动
地说：“感谢党的好政策，让我们清涧县曹
家沟遇到了这样好的企业。”

清涧县曹家沟村位于榆林市最南端，
距离清涧县城 20 公里，由曹家沟、刘家
河、杨家沟三个小组组成，是周边出了名
的贫困村，全村 270户 733人，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户就有 70户 168人，村民基本靠天
吃饭。

从 2014年起，柠条塔矿业公司按照省
国资委和陕煤集团的安排，开始对清涧县
曹家沟实施定点帮扶工作。从此，远在榆
林市最北端的柠条塔矿业公司就与榆林
市最南端的清涧县曹家沟村结下了不解
之缘。

“六年时间过去了，村里大变样，过去
的土路变成了今天的柏油路。村子变美
了，环境变好了，厂子也建起来了，总算有
了盼头。”谈起村里的变化，村民刘志军乐

得合不拢嘴。
当初，曹家沟留给帮扶企业的第一印

象是贫穷、可怜、恓惶，为此，柠条塔矿业
公司领导班子趁假期驱车跑到 400公里外
的曹家沟村调研实情，了解实况。功夫不
负有心人，2018年，一份周密的调查报告
被递到了柠条塔矿业公司的党委会上，上
面赫然写着开办小米饴糖厂……利弊分
析、预算投入等信息一目了然。至此，小米
饴糖项目的扶贫方案正式开始在曹家沟村
实施。

“最终决定开办小米饴糖项目，我们
考虑是变输血为造血，真正为村民解决
永久脱贫的问题。开办小米饴糖厂，一
来可以帮助村民解决小米的销路问题，
二来可以利用产业带动村民就业，三来
项目实施后可以让村民集体受益。”提及
当初的想法，柠条塔矿业公司党委书记
贾小虎由衷地说。

小米饴糖是将小米进行加工，制成食
品和药材的原材料销售。同时，以此为源
头，延伸上下游产业链，形成一个集农业种
植、杂粮加工、小米饴糖生产及小米食品加
工的小型工业园区，实现产品多元化，提高
产品附加值。

“按照 1200吨产能，年需要小米 1800
吨，大概需要 4万亩土地种植，可带动全
村 70户 168名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致富。”

清涧县曹家沟村驻村第一书记刘文龙自
豪地说：“该项目还可以提供 30 个就业
岗位。”

回望漫漫扶贫路，柠条塔矿业公司在
六年时间里，向曹家沟村共派驻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队4批次6人，投入消费扶贫资金
42万元，温暖到家资金21.87万元。可喜的
是，如今曹家沟村 68户 165名贫困人口均
已高质量脱贫，贫困户仅剩余 1户 2人，脱

贫率98%，贫困发生率由脱贫前的22.9%降
到脱贫后的0.41%。

据了解，除了小米饴糖项目外，柠条塔
矿业公司还先后投资 184.6万余元帮助曹
家沟村打造美丽乡村，建成了文化广场、停
车场、新型干湿分离无公害环保厕所、标准
化村卫生室……如今的曹家沟村已是鸟语
花香，绿树成荫。

谁还敢说远亲不如近邻？ （任治雄）

本报讯 11月 13日，由中国煤炭工业
协会组织的西煤机公司“高性能8.8米超大
采高智能化采煤机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
项目科技成果鉴定会在北京召开。项目得
到了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名誉会长王显
政、工程院院士康红普、王国法等 10名专
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的高度评价，一致认
为该项目经济与社会效益显著，成果整体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陕煤集团副总经理尚建选、国家能源
集团神东集团副总经理王存飞、中国矿业
大学机电学院院长王忠宾以及陕煤集团研
究院、西安重装集团、西煤机公司等项目单
位相关人员参加鉴定会。

西煤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会武
在致辞中表示，西煤机公司将以把采煤机
打造为“国之重器”，把西煤机建设成为世

界一流煤机装备高端制造基地为目标，不
断加快安全、智能、高效的高端煤机装备
的研制与应用，为推动我国煤机装备制造
的发展和前进持续贡献“西煤机力量”。

王存飞从项目研发背景、研制过
程、应用情况、意义四个方面对 8.8米超
大采高智能采煤机使用情况进行了说
明。他说，8.8米采煤机除生产能力超大
外，其高可靠性也经过了实践的检验，
截至 11月 9日，该采煤机生产原煤 1630
万吨，配件消耗仅更换滑靴、链轮等易
损件，未更换过摇臂、牵引块等大型部
件，根据以往进口采煤机使用情况来
看，过煤量达 1000 万吨就已经达到摇
臂、牵引块等大型部件传动系统的设计
寿命，需进行更换。8.8米采煤机传动系
统的强度及安全系数远高于同类进口采

煤机。8.8米超大采高智能化采煤机的成
功研发，标志着我国已经具备研发制造超
大采高、高可靠性智能化采煤机的能力，
设备的生产能力及可靠性均达到了世界领
先水平。

该项目组从立项背景、主要技术参
数、研究内容与创新点、主要技术成果、
推广应用、经济社会效益六个方面，向专
家鉴定组汇报了“高性能 8.8 米超大采
高智能化采煤机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
项目。

专家鉴定组认真听取了项目汇报，详
细审阅了相关资料，经过质询、讨论，最
终对“高性能 8.8米超大采高智能化采煤
机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给予高度的
评价。一致认为，该项目在国家能源神东
上湾煤矿成功应用，日产最高达 6.5 万

吨，月产最高达 150万吨，稳定可靠运行
14 个月，单工作面产出煤炭 1630 万吨，
经济与社会效益显著，成果整体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同意通过鉴定，建议进一步推
广应用。

尚建选代表陕煤集团对各位领导和专
家，在百忙之中参加智能化采煤机关键技
术研究与开发项目科技成果鉴定会表示衷
心感谢。他表示，各位专家院士，针对这
个项目提出很好的指导，从宏观理论的角
度给采煤机创新性研发的着力点指明了
方向，并对采煤机在现场应用过程中遇
到的关键性问题进行指导，帮助我们理
清了思路。他要求，西煤机公司在今后工
作中，要围绕行业要求，加强多方沟通协
调，通力合作，进一步扩大智能化采煤机应
用的覆盖面。 （息惠丽 李思远 黄军娣）

贫居山沟有“远亲”

﹃
创
新
之
花
﹄
竞
相
绽
放

榆
北
曹
家
滩
机
电
运
输
区

目前，在榆北曹家滩
公司机电运输区主斜井皮
带控制程序及通讯系统优
化、闭墙观察孔等，一项
项技术创新、一件件发明
创造，都是广大员工的智
慧结晶。截至三季度末，
该区已上报创新项目 20余
项，创造经济效益上万元。

“小改造”助力安全生
产。“班长，煤量太大，溜
煤斗又堵了。”这是发生在
曹家滩公司 122109主运顺
槽机头生产运行中的一
幕。本月已堵塞三次，引
发该区检修工的注意。

“咱们以前设计的落煤
差过大，不仅影响生产，
而且煤块直接落到主运大
巷皮带，使带面多处存在

砸伤。”在查明原因后，该区迅速组织技术人
员重新设计施工。在溜煤斗内加装全断面缓
冲平台，落煤方式由原来的砸落变为滑落，
避免了落煤砸伤皮带事故发生。经过运行验
证，该创新不仅使用效果理想，而且降低了
岗位员工劳动强度，进一步保障了皮带安全
运行。

“小发明”提高检修效率。“班长，这东
西就是好用。”皮带检修工张黎明激动地说。
张黎明是一名年轻的皮带检修工，主要负责
主斜井皮带检修维护工作。近期更换托辊成
为困扰他的一道难题，即主斜井皮带已运行
两年多，好多托辊需要更换，但目前检修时
间紧张，导致此项工作不能按时完成。

由于主斜井坡度大、皮带沉重、巷道环
境复杂等原因，更换一个托辊往往需要30分
钟以上，占据了大量检修时间。该区检修班
班长得知后召集技术骨干，现场反复观察，
设计加工出一个斜撑支座，只需要把支座支
撑到皮带架边上横梁，用千斤顶很容易就能
把皮带支撑起来，更换托辊变得容易、简
单，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

“小革新”加快智慧化建设。“122109顺
槽皮带已开启，速度调节正常。”机电调度员
马云康高兴地说。该顺槽皮带设计之初的驱
动电机调速，几经调试都无法实现远程控
制。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副队长带领电
工班组不断革新现有技术，力求尽快实现此
项工程。

最终，他们通过更改中加特变频一体机
控制程序、皮带控制程序及优化软件等相关
程序，实现了对 122109顺槽皮带的调度手动
变频调速功能。 （董文钰）

近日，陕化公司气化分厂按原
计划进行B/C炉倒炉。为确保倒
炉工作安全、优质、高效完成，生产
系统提质增产，顺利完成全年生产
任务奠定基础。现场，中控操作
人员按照倒炉预案，听从指挥，协

同作战，次序推进，全力打赢这场倒炉攻坚战。
进入四季度，企业完成全年生产任务目标

进入倒计时，该公司又下达增产任务。任务目
标能否顺利完成，取决于生产系统能否“安
稳长满优”正常运行。A/B/C三台气化炉作
为生产系统的“龙头”设备，开二备一，周期
倒炉，保证安全运行是重中之重，倒炉更是其
中的关键。这次B/C倒炉正逢其时，不仅要保
质量，而且中心控制室和现场要做到密切配合
赶时间，如同一场“空天一体”的攻坚战。该
分厂组织人员对相关设备设施进行整修，对倒
炉制定详细预案，并进行桌面推演，进入临战
状态。

“B气化炉烧嘴冷却水软管现在可以按程
序摘除，连锁开双泵投运。”“B炉烧嘴冷却水运
行正常。”“ESD安全连锁测试正常。”“维保人员
已准备到位，可以进行B炉灭火关燃料气倒工
艺烧嘴工作。”上午 8时 30分，煤化工二台中控
汇报调度倒炉程序完毕，二台中控室、调度室，
三台气化炉现场，对讲机里彼此间传递着指令
和信息，现场顺利进入 B炉自动程序初始化。
高压煤浆泵开启，倒抽引盲板，提升气化炉激冷
室液位，开五、七炉N3……

“中控、中控，六楼高压氮总阀阀套坏，阀门
打不开，还刺漏！”现场突然传来紧急情况。此
时B炉正准备投料，不及时处理险情，投料时间
延后就意味着再次烘炉，不仅需要时间，而且是
一笔不菲的开支。于是，一场险情处理立即展
开。10时30分，设备、工艺、检修人员集聚高压
氮总阀周围，指挥、打开、换阀套、安装，互相配
合，有序推进。11时 30分，B炉投料成功，顺利
并入系统。

13时 30分，C气化炉按下停车键。整个倒
炉用时比以往提前了半小时。至此，一场“空天
一体”的倒炉“攻坚战”终于高效完成。（张铁静）

陕化公司气化分厂

开启“空天一体”倒炉攻坚战

本报讯 近日，韩城矿业公司象山
矿井对24名业务能力拔尖人才进行表彰
奖励，其中“合理化建议提议人”“大
学生培训优秀学员”“安全知识竞赛优
秀选手”是首次表彰奖励，真正让一线
优秀职工在领奖台上当主角，成焦点，
得实惠。

据悉，该矿以调动广大干部职工

积极性和主动性为重点，在全矿各岗
位、各工种开展一系列职工“福利”
表彰奖励，矿内奖励综合考试成绩及
表现，公司奖励以“工匠杯”职工技
能大赛成绩论英雄，最终对近期在公
司“工匠杯”技术比武、1+10安全包
联活动中的“合理化建议提议人”“大
学生培训优秀学员”“安全知识竞赛优

秀选手”“矿内钻探工技术比武”等先
进个人进行颁发荣誉证书及现金奖励，
对获得公司荣誉的个人按照一、二、三
等奖，分别奖励 5000 元、3000 元、2000
元，让获奖者名利双收，在全矿上下营
造“比安全、比技术、比效益、比贡献、
比奖金”的浓厚氛围。

（严改丽 卫云龙）

韩城矿业公司象山矿 表彰业务能力拔尖人才

成效共享CC HENGXIAOGONGXIANGHENGXIAOGONGXIANG

科技项目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企业蓝讯QQ IYELANXUNIYELANXUN西煤机公司

脱贫攻坚TT UOPINGONGJIanUOPINGONGJ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