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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陵矿业发电公司 开启“智能物料”新模式
本报讯 近日，在黄陵矿业发电公司

以数字化、自动化、信息化为基础，以物联
网为“神经”的物料智能化管控系统进入
试运行状态。

该系统通过快速识别车辆 ID卡，司机
专用 APP 上传进厂车辆、物料信息，按物
料类别智能规划车辆采样、卸料路线，自
动生成运费单据传输至司机手机 APP，实
现车辆进出免登记、卸料免等待，彻底告
别“车等人、车等车”现象。

在人工智能、激光定位、图像识别、机

器人技术的支持下，智能采样间直接将煤
样通过密封式皮带输入破碎机，自动研磨
成标准颗粒，转运到由无人制样系统、无
人化验系统、气动传输及机器人存样系统
构成的智能制化室，仅需一名运行人员进
行设备远程监控，即可存储煤样 2275 个，
24小时不间断制备、化验样品 108个，并自
动生成报表，为值长室、发电二车间等生产
部室进行燃煤调度、掺配，调整机组运行方
式提供精准、实时、高密度数据。

同时，智能制化室作业全流程进行煤样

编码加密、气动传输，搭配设备内部自清
洁功能，彻底实现“人样分离”，杜绝人为
因素影响及样品交叉污染，使燃煤质检数
据更加精确、客观、真实。

“目前，我们已投运了‘无人值守化学制
水一键启动’‘智慧仓储’、设备管理‘二维码
系统’‘机器人在线检测固定碳’等‘智慧电
厂’子模块。未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电厂

‘一中心六系统两应用三平台’的建设、优化，
全力打造黄陵特色‘智慧电厂’品牌。”该公司
经理张代信心满满地说。 （史灏 高一木）

“喝杯茶，免费品尝，不要钱。”榆林
合力公司营销员陈锦田一边热情地给
每一位看热闹的职工及家属端上一杯
香气怡人的参芪五宝茶，一边介绍着产
品推销会的特惠活动。

连日来，为全力宣传推介特色扶贫
产品，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提高产品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榆林合力公司主动
联系陕北矿业公司，在所属的八家基层
单位开展“走进矿区”产品推销活动。

映入眼帘的是丝路芪缘蒸汽眼罩、
参芪五宝茶、草本护龈抑菌牙膏、天芪
柠 檬 茶 等 黄 芪 系 列 产 品 组 成 的“ 方
阵”，琳琅满目；小米、红豆、绿豆、玉
米 糁 等 各 色 各 样 的 杂 粮 产 品 备 受 青
睐。“酣醒”“若眠”“枣妍”三款口服液
造型精致，“枣悦”“枣纤”红枣果汁在
阳光映照下折射出璀璨光泽。“靓丽”
的容颜和独特功效让大家眼前一亮，
纷纷驻足参观品尝。

“麻烦帮我拿 2 盒牙膏！”“我拿了 2
盒面膜、2 袋陕北大枣、2 袋黄芪柠檬
茶，一共多少钱？”心动不如行动，矿工
及家属们将展台围得水泄不通，争相询
问产品的效果及作用，踊跃购买。

销售人员这边，打包的打包、结算
的结算，忙得不亦乐乎。一件件农产
品，一个个空纸箱，一句句谢谢消费，一
张张灿烂笑脸，是满意，亦是支持。

李万智 李雅妮 摄

目前，蒲白
煤矿运营公司
积极开展纪律
教育、竞赛答
题、警示教育、
感恩奋进活动，
引导党员干部
坚定理想信念、
强化纪律意识，
让纪律教育步
步为“赢”。

纪律教育
筑牢防线。“作
为一名党员干
部，六大纪律要
牢记于心、见之
于行……”该公
司纪委从正反
两方典型案例
分析入手，扎实
开展廉政党课
大宣讲活动。
从中国共产党

纪律发展史到违纪与处理方式；
从纪律建设的重要性到如何做
到守规矩担使命，都进行了深入
浅出讲解，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干
部对党忠诚、永葆奋斗精神、为
民情怀和担当本色。

答题竞赛如火如荼。“你忙
啥哩？”“陕西纪检监察网上答题
么，李总答了 96分。”“真的吗，让
我再答一次。”为了提高“明党
规、重学习”党史党规党纪知识答
题测试质量，该公司纪委为党员
干部发放《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等书籍 230余套，不仅方便
了党员干部学习，而且提供了更
加专业的知识，激发了党员干部
学习纪检监察知识的热情。

警示教育形式多样。“这个廉
洁视频拍得好，我先给你排上
队。”自纪律教育宣传月活动开展
以来，该公司纪委坚持生活化理
念，进行抖音拍摄、书法征集、案
例宣讲等工作，改变了以往开闷
会、看视频、写标语的旧模式，坚
持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的理念，
提高党员干部的参与度，通过亲
自动手的方式，引导党员干部吸
取教训，做到反腐倡廉警钟长鸣。

红色教育入脑入心。该公
司纪委组织 15 名党员走进扶眉
战役纪念馆，开展“跟党走、担
使命”感恩奋进活动，通过向
纪念碑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
词、唱红歌等形式，重温党的光
辉历史，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注入
了新活力。 （弥凡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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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合力公司 扶贫产品俏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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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获煤炭行业优质工程及“太阳杯”
本报讯 近日，从中国煤炭建设行业创先争优表

彰会上传来喜讯，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承建的曹
家滩选煤厂 1号转载点至产品仓设备及动力配电安
装工程荣获 2019 至 2020 年度煤炭行业优质工程及

“太阳杯”，这是该公司第六次获此殊荣。
据悉，工程施工期间，该公司科学筹划、精心组

织，调集施工经验丰富、专业技能精湛职工参与工
程建设，严格把好过程管控，以安全基础管理和安
全质量标准化为准则，采取“一工程一措施、一工序
一交底、一工序一检查”措施，有效保证工程质量安
全，展示了公司综合施工管理水平，进一步扩大了

“陕煤建设”品牌影响力。 （唐岐）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启动低浓
度瓦斯发电项目，持续做好瓦斯‘零排
放’示范矿区建设，加快文家坡矿井下矸
石充填试点项目，推进低热值电厂项目建
设……”7 月 29 日，在彬长矿业公司下半
年工作会上，该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赵文革要求，把握时代脉搏，立足超前定
位，制定“双碳”行动方案，加快绿色矿山
建设，勇担国企新使命，争做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排头兵”。

建设瓦斯“零排放”
绿色能源发展树旗帜

“今年 1至 6月，公司累计完成瓦斯抽
采量 4302.44万立方米，完成计划 109.4%。
目前，公司采煤工作面瓦斯抽采率达到
70%以上，矿井瓦斯抽采率达到65%以上。”
该公司通风部业务主管付航航说。

据了解，该公司始终践行“黑色产业、

绿色开采”发展理念，践行绿色低碳战略。
2009年，建成装机1.2万千瓦全国最大的低
浓度瓦斯电厂；2012年，建成全国首个通
风瓦斯发电厂。2013 年，矿区初步形成

“以利用创效益、以效益促抽采、以抽采保
安全、以安全促生产”的煤矿绿色开采和
可持续发展方式，同年 11月，被国家能源
局正式批准为全国首个瓦斯“零排放”建
设示范矿区，成为国家绿色能源发展战略
中的旗帜和榜样。

“截至今年上半年，矿区 5对高瓦斯矿
井连续 8年实现瓦斯‘零超限’。”该公司通
风部经理郭魏虎说。

超超临界燃煤发电
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据介绍，去年初，国家能源局同意将陕
西彬长660MW超超临界CFB发电项目，正
式列为国家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能

技术科技示范项目。
去年 3月，由国家能源集团神华国能

和彬长矿业合作开发建设的该项目开工，
项目概算总投资 60 亿元，分两期建设两
台 660MW发电机组，建成后年发电量达
60亿度。

“该项目可充分利用矿区大量赋存煤
矸石、煤泥等资源，变废为宝，清洁转化，实
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该公司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原德胜说。

“具备开工条件后，今年10月确定主体
施工单位，11月浇筑第一方混凝土……”副
总经理王铁说。

运输“公转铁”
助力蓝天保卫战

“今年上半年，彬长矿业铁路专用线在
实现安全生产 2220天的基础上，外运煤炭
778万吨。”该公司铁运分公司总经理周朝

阳说，截至 6月末，矿区铁路专用线投运 6
年多来，累计发运煤炭8270余万吨。

据了解，2015 年 5 月和 12 月，该公司
抢抓国家“西部大开发”机遇，建成 7.12公
里两条铁路专用线，打通了彬长矿区与陕
西煤炭外运大通道连接的最后“一公里”，
实现了从煤炭产地到国铁线路的无缝对
接，也标志着彬长矿区从此告别了 12年不
通火车的历史。

今年上半年，彬长矿业铁路外运煤炭
量占比达 74%，彻底改写矿区煤炭外运以
公路为主的历史。

“全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工作，实现
‘双碳’引领下的绿色环保高质量发展。”
该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白永明表示，
煤炭企业是承载并实现“双碳”目标的关
键群体，彬长矿业要勇做这场全社会减碳
运动中的“主力军”。 （弯桂清）

上半年，陕化公司营业收入 33 亿，
同比提升 62.47%，超额完成陕煤集团下
达的目标任务，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好成
绩，党史学习教育成效在企业发展实践
中得到了检验。

据了解，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该公
司党委坚持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发展实
践，在边学边悟、边融边干中，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不仅要让广大党员、干
部受洗礼、有提升，也让群众受教育、得实

惠，更凝心聚力，开创了企
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边学边悟，构建企业
文化和企业典型精神。公
司党委将党史学习教育融
入构建“员工幸福、同行尊
重”文化价值体系中，提升

文化软实力；开展企业典型选树活动，层
层推荐，网络公开投票选取 10名“幸福陕
化优秀实践者”，50名“建功百年”优秀共
产党员，7个“党旗在这里飘扬”五型班组
代表，重塑新时代陕化精神。

边融边干，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
事”。公司党委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推行
建功百年作风建设“融”工程，建立生产经
营“融”机制，围绕员工幸福期待、公司战略
规划、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开展“聚焦传承

发展学党史，围绕员工幸福办实事”活动。
党委层面成立三个服务小组，建立“四项”
响应机制，解决基层困难，靶向攻坚，重点
推进。4月份，形成 49项办实事项目，目前
35项已落实措施取得实效，既解决职工当
下急需解决的迫切问题，又侧重制度建
设，建立长效机制，受到职工普遍欢迎。

求实求效，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公司党委将学习教育融入经营管理，推进

“12556”规划目标、“员工幸福、同行尊重”
发展愿景、智能化工厂建设作为办实事的
长期任务专项讨论，持续推进。聚焦事关
公司高质量发展和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重

点领域，着力解决停车收费腐败、房地产交
易、医疗、保险、生活救助、生态、作风建设
等问题。截至目前，以“总部机关化问题”
为抓手，专项整改 20项，已完成 4项，持续
推进 16项。以争创一流企业为目标，包含
13个重要方面领域37 项重点任务47 条主
要工作中，已完成6项，持续推进41项。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该公司党委将
会继续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坚定信仰，把苦难
辉煌的过去、日新月异的现在、光明宏大的
未来贯通起来，在鉴往知来中砥砺前行，在
市场竞争中把准航向，在凝心聚力中团结奋
斗，共同创造企业新的丰功伟业。 （丁菲）

陕化公司

凝心聚力 开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迎“双碳”节点 奏响主旋“绿”
彬长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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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煤销售交出亮眼“成绩单”
本报讯 今年以来，运销集团黄陵分公司积极顺应

“双碳”形势，不断加大精煤发运，截至7月底，精煤累计
销售118.58万吨，同比增长21%，其中经铁路发运58.32
万吨，同比增长83.17%。

据悉，该分公司强化市场调研与信息分析，精准
研判市场走势，实时调整精煤销售方案，建立稳定
优质客户群，不断拓宽发运渠道，为铁路增量发运
奠定坚实基础。同时，积极了解用户需求和意见，
根据市场需求及煤质情况，及时协调统销矿井优化
产品销售结构，并发挥洗煤技改优势，稳定精煤产
品质量，促进以质保市、以质提效。与此同时，将风
险防控理念融入日常工作，加强资金安全管理，建
立有效的资金预防机制，严格执行“先款后货”，从
源头上防范货款风险，切实保障资金安全。（张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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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五万余元改善职工办公条件
本报讯 当前，蒲白矿业公司实业公司始终把

学习党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用心用情用力
解决职工困难事、职工烦心事，增强职工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因该公司办公楼建设年代久远，办公窗框严重
变形，办公楼多数的窗户，尤其是一楼的窗户根本
无法打开，办公室闷热不通风。为了给大家提供一
个舒适凉快的办公环境，便利用假期组织施工队完
成对公司变形窗框更换，拆除变形窗框，外运清理
垃圾，安装新的窗框、窗纱，抹灰，刷白等，共花费资
金 55000元，将实事办到了职工的心坎上。 （李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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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的抑制煤尘装置效果好
本报讯 “雾化抑尘装置雾化范围可达 20米，辐

射范围广，相比以往人工洒水除尘来说，大大降低
了员工的劳动强度。同时简单易操作，只需根据耗
水量不定期加水、启停泵操作即可，具有故障率低、
安全环保、节约便捷等特点。”陕焦公司炼焦二车
间负责人说。

近日，为有效抑制焦炉机侧各煤料转运点煤尘
逸散问题，提升安全环保管理水平。该车间通过
技术创新，利用废旧物件成功研制出新型雾化抑
尘装置。该装置主要是利用废旧油桶加工制作储
水箱，并用 PVC 水管连接，利用废旧雾炮机上的
喷嘴、安全阀、加压泵等配件组装而成，通过加压
泵对自来水进行加压，再通过雾炮机上的喷嘴将
水进行雾化，从而实现对粉尘的有效吸附和沉降，
从而达到抑尘的效果。 （南凯静）

开源证券公司将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到扶贫村
院落、田间地头，方便村民和村支部议事、定策，为
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图为该公司乡村振兴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瑞与扶贫村具有 57 党龄
的老党员付正友谈心等。 许高 摄

近日，由煤层气铜川分公司雪姆钻井队负责施工
的《山西省三交地区煤层气合作项目》SJ86-H1 井正
式开工。此井为该分公司实施走出去战略承建的第
二口水平井，全井共计 5 个分支、1 个主支，设计进尺
4947米，最长分支段井深1890米。 党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