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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榆北煤业曹
家滩公司拉开年度全面大检修
帷幕，广大职工以为民服务孺
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
奋斗老黄牛的“犇”字精神，用
实际行动为新一年安全生产
打下坚实基础。

当好“孺子牛”，下好“先
手棋”。“我们以‘孺子牛’精神
全身心投入到各项设备检修
工作中。”机电运输区区长任
明说，“为确保大检修工作如
期保质完成，公司各专业部室
与检修单位紧密沟通，对外委
单位项目进行实时落实，并总
结梳理以往检修经验和不足，
切实消除各环节安全隐患，确
保检修工作安全顺利进行。”

争做“拓荒牛”，当好“排
头兵”。在综采区检修现场，
刮板输送机减速箱的更换，成
为了横在大家面前的难题，减
速箱总体重达十几吨，配件众
多，体积庞大，加之工作面作
业环境空间有限，要想在规定

时间内安全、快速、精确地完
成搬运、拆卸、组装等工序着
实不易。

在检修现场，“拓荒牛”精
神激发大家激烈讨论、周密思
量后敲定利用导链将设备一
点点移动到装配位置，以慢搏
快，以稳确保安全，实现了安
全平稳更换作业。

甘做“老黄牛”，打好“主
动仗”。“大活就是主斜井皮带
11#接头硫化和主运大巷皮带
更换工作，其它的都是小活。”
此次皮带硫化，需要经历固
定、剥绳、打磨、搭接、硫化几
个过程，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对检修都会造成影响。

在硫化皮带打磨现场，笔
者看到职工在皮带旁埋头用
小刀片以“绣花针”的功夫打
磨着皮带，他们的任务是将 98
根 6.5 米长的钢丝绳打磨干
净。“一次皮带硫化下来，一大
箱装潢刀片都不够用。”该区
检修班职工张晓林说。（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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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驼迹绝，塞上柳色新。在毛乌
素沙漠南缘，美丽的红碱淖湖畔，一座现
代化大型矿井掩映在丛丛绿树之中，它
就是陕北矿业张家峁公司。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直以来，
该公司牢固树立“绿色开采，低碳发展”发
展理念，通过生态修复治理、优化施工工
艺、强化设备改造等一系列举措，大力提升
矿井环境综合治理水平，有效推进了“绿色
矿山”建设步伐。先后荣获全国煤炭系统
文明煤矿、国家级绿色矿山等多项荣誉。

生态治理 绿水青山终不负

该公司加大投入，严格环保标准，实现
煤不露天，杜绝粉尘污染。在蓝天保卫战
方面，全面拆除燃煤锅炉，实行市政集中供
热和天然气锅炉，在二盘区风井场地实施
乏风能源综合利用项目，减少了大气污染
物排放；在碧水保卫战方面，实施生活污水
集中处理管网工程和在线监测设施，实现
矿井、生活污水处理后COD、悬浮物及PH
等符合地表水Ⅲ类水标准，新建井下污水

扩容改造项目，采用高效旋流技术处理污
水，矿井水经处理后部分回用于公司生产
用水、消尘洒水、灌溉绿化；在净土保卫战
方面，按照“串点成线，连线成面，拓展空
间，丰富功能，结合实际，主题彰显”原
则，加大坡改梯、填沟造地等开发式治理，
提升土地综合利用率。先后投入 1588万
元，完成了 100亩农业示范区立体式生态
修复治理，400亩林业示范区草本植物飞
播，建成了 500亩农业和林业示范区。

科技创新 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

科技是矿山绿色发展的助推器。该公
司实施《边角煤安全、高效回采工艺及配套
设备技术研究及应用》，采用连采机大采高
回采，垮落法管理顶板，实现了高产高效和
创值增盈。建成全矿井智能通风管控系
统，实现了矿井通风一键测风、反风和调
风，危险区域机器人作业；建成矿井水资源
智能管理系统，实现了无人自动化水处理
车间、井下恒压恒流量分层供水及智能化
灌溉；构建双重预防机制信息管理系统，形
成了具备风险动态评价的煤矿双重预防机
制管理模式，实现了大数据对多种安全信
息的综合分析；建成国内首个采用3D技术
可视化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选煤厂，该系
统集管理、监控、展示于一体，具备远程控

制功能，能按厂房、区域调看任意摄像头。
“过去，给运煤车辆装煤时，我要站在

仓下，通过按钮控制给煤机和皮带的启
停。现在，只需轻点鼠标，就可以完成全部
装车工作。”销售中心职工张登举说。

据了解，远程智能装车系统的应用，
不仅降低了职工的劳动强度、改善了职
工的工作环境，而且实现了“一键”装车、
手机 APP 排队放车、车辆装车远程控制
等功能，形成了装车现场“无人值守、有人
巡检”工作机制。

植绿护绿 让矿区春色满园

多年来，该公司坚持实施绿化、美化、
亮化工程，不断改善工作生活环境，加大地
面生活区、工业区的绿化工程建设。先后
在办公楼、公寓楼、职工餐厅和厂区大力种
植花草。目前，已经在矿区内建成了职工休
闲花园、工业厂区沿河绿化带、办公区绿化
广场等，种植各类花草树木百余种，绿化面
积达90%以上，涉及60余种绿植花卉，大大
丰富了道路景观。同时，在生活区修建了文
体中心，内设有健身房、图书室、舞蹈室、篮
球羽毛球场地等多个区域，为职工及家属创
造了一个安全环保、优美舒适、文明和谐的
宜居环境，构建出一幅文化底蕴与生态文明
交相辉映的美丽画卷。 （李潇洋 丁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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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举措”全力确保销售平稳运行
本报讯 日前，运销集团彬长分公司着眼长远谋

划，扎实运行保障，全力确保销售平稳运行。
加强市场调研，掌控需求动态，及时了解下游

企业生产、库存、需求及港口储运、接卸能力，做好
煤炭外运保障工作，不断提升市场快速反应能力。

优化营销策略，应对压力变化。以市场为导
向，以专业化销售为依托，以价格杠杆为抓手，全
面调动客户采购积极性，提升市场竞争力。

提升服务质量，稳固合作关系。持续加强产、
运、销、需多方面业务联动，加深彼此互信，提升客
户认可度和产品粘度，共同构建互利共赢、长期稳
定的合作关系。 （李军）

本报讯 日前，建设集团澄合公司党委、
纪委通过“六个抓实”为企业健康发展保驾
护航。

抓实看，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在全公司
机关、基层广泛集中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
活动，《贪腐的代价》等系列廉政教育片成
为干部职工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在党员
干部、管理人员内心引起强烈反响。

抓实学，树立廉洁从业意识。将廉政教
育与党委中心组学习、干部培训、入党培训、
集中教育等全面结合，让知敬畏、守规矩成
为不可逾越的“红线”。

抓实诺，家庭助廉作用凸显。深入开展
家庭助廉教育活动让家中“半边天”真正吹好
枕边风、算好廉洁账、当好监督员，净化了家

庭环境，营造了廉洁家风。
抓好考，提升学习作用效果。在组织全

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等党内条例法规基础上，适时组织应知应
会考试，达到以考促学、以考促廉的真正目的。

抓实报，突出超前预防手段。对党员干部
直系亲属或由个人操办的红白喜事，严格执行
党风廉政建设个人报告制度，杜绝了因违规
违纪大操大办而出现的借机敛财不良现象。

抓实节，严把关键节点提醒。充分利用
年内重要节日节点，召开专题廉政教育提醒
会，从会议议程、记录、影像、班子及成员廉政
承诺书、廉政监督员履职情况报告、党员干部
廉洁自律自查自纠表及工作小结上报等各个
环节，突出抓好过程，确保警示教育效果。

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该公司先后三
次获陕煤集团“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单位”，
企业产值规模和职工收入连年呈现“双增
长”态势。 （郑启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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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集团澄合公司

“六个抓实”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本报讯 近日，彬长矿业
小庄矿重新修订了《机电设备
点检管理制度》，在各区队大
力推行设备点检制，一举消除
了机电设备运行中反复出现
的“牛皮癣”顽疾，转变了该矿
机电误时影响的被动局面。
通过点检，超前发现机电设备
运行问题，超前检修设备，超
前闭环分级管理，大幅提升了
该矿机电设备运行水平。

在更换 40309工作面后溜
机尾电机时，后部溜子包机检修
工刘胜利急于更换机尾电机，忽
视了对后溜机头设备点检，造成
后溜机头设备散热水停水过早，
驱动部整体散热不良。设备组
检查人员发现后，责令刘胜利
立即对后溜机头补充散热降
温。通过批评教育，刘胜利深
刻明白了点检制的作用就是全
面检查，确保设备整体优良。
同时，他欣然接受了处罚，表示
以后检修再也不能顾此失彼

了，一定要把点检制执行到位。
该矿 40302回顺一部皮带

的后半部检修归掘一队管理，
文明卫生归掘三队管理。掘
一队皮带跑偏引起撒煤，掘三
队负责文明卫生清煤又不能
彻底解决问题。在矿调度会
通报点检制落实排名时指出
了这一问题，两个区队队长立
即赶赴现场，积极相互协作整
改问题，两队同时派人清煤，
同时派人调整皮带设施，皮带
运行中反复出现的“牛皮癣”
问题一下子消失无踪。

推行点检制后，各区队都
有一本“问题台账”，本队能解
决的设备问题记录在案备查，
不能解决的汇报职能部门并做
好记录闭环管理。该矿通过实
施点检制落实不到位“掉票
子”，点检制落实排名靠后“丢
面子”，点检制不闭环“挨板子”，
消除了机电设备运行中的“牛
皮癣”问题。 （王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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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蒲白矿业煤矿运营公司快速掘进工作全面展
开，暴露出了在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为了解
决制约掘进的瓶颈，该公司组织第二项目部快速掘队
技术骨干到第一项目部对标学习“掘锚一体硐室水仓掘
进工艺”，取得了良好效果。 高永生 李向军 摄

近日，总投资 11.63 亿元的神渭管道输煤项目富
余煤浆应用工程开工仪式在蒲城县举行，该项目由
陕煤集团出资建设，共建设两个站点，分别位于渭
南 市 蒲 城 县 孙 镇 煤 化 工 工 业 园 区 和 华 州 区 瓜 坡
镇。其中，蒲城、华州站建设煤浆脱水装置分别为
148 万吨/年和 120 万吨/年。 牛振峰 摄

瑞雪给大家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人员出行、交通安全
带来隐患。近日，韩城矿业公司桑树坪二号井生活服务中
心组织干部职工迅速行动，对矿区周边路段开展积雪清扫
和撒盐行动，保障职工出行安全。 韦玉梅 刘晓东 摄

“公司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作为混改
企业，我们将今年定为上市筹划年，肩负着更大的社
会责任，引领公司高质量发展。”日前，新型能源公司

“高位研讨，精准发力”助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图为研讨现场。 贺虎 摄

近日，黄陵矿业双龙煤业开展
“学雷锋日”活动，志愿者小分队深入
矿区进行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以实
际行动使雷锋精神在矿区永发光芒。

穆海宏 摄

3 月 5 日，煤层气铜川分公司青年志
愿者服务队为当地农村留守老人清理果
园树枝、杂草，并栽上新果树，不仅让留
守老人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也
增强了志愿者的社会责任感。 党瑞 摄

3月4日，陕钢集团龙钢公司储运中心团
委开展“青春耀钢城，建功新时代”学雷锋青
年道德讲堂活动，引导团员感悟新时代雷锋精
神实质，为企业打赢“稳产高产、降本增效、扭亏
为盈”三大翻身仗冲锋陷阵。 潘想开 摄

3月5日，为进一步学习弘扬雷锋精
神，彰显志愿者的热情和活力，建设集团
韩城分公司以“弘扬雷锋精神，助力安全
环保”为主题，组织青年职工为构建和
谐企业贡献青春力量。 赵雪娇 摄

立足岗位学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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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自评表”查摆大问题
本报讯“自查‘四风’之病，这张表真管用！有没

有病，病在哪里，我们只要一对照就知道了！”党员干
部李雅如此评价。近日，澄合矿业合阳公司为促使
广大党员干部能够不断提升工作效率，制定了别具
一格的“自评表”。

据悉，这张“自评表”全称为“管理干部履行‘五
要求、三切忌’自查考核表”。该公司纪委结合“四
风”问题，对照党章规定及职工群众期盼，分门别类
地列为五大类 42小条，使广大党员干部更清楚地对
照表中列出的“病象”，逐项查找，对号入座。通过
每月月底对自身存在问题进行自查来督促不断进
步，切实加强了企业内部管理，全面提升了管理水
平。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广大党员干部为公司持
续健康稳定发展更好地履职尽责。 （闵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