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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中能煤田公司袁大滩煤矿，以
90.82 分，顺利通过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验
收，刷新企业管理新纪录。

据悉，该公司以“十大战略”目标为引领，全面推
行“三位一体”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建设，以工程质量
达标为基础，将安全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贯
穿到各专业达标建设日常工作当中，按照“严标准、重
细节、抓提升”的精细化管理，狠抓全过程管控、全员
覆盖和动态达标，把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与尽责
履责、追责问责进行闭环的着力点放在现场，把安全

风险分级管控与防范化解闭环放到区队和班组日常
管理中，采取闭环隐患排查整改治理五定、五落实，确
保点、线结合，重点突破，全面推进动态达标管理，坚
持静态与动态、结果与过程、硬件与软件达标相统一，
建立并完善各项管理机制，实现安全生产标准化检查
的动态化、常态化，进一步提升矿井安全保障能力。

此次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验收的顺
利通过，标志该矿迈进新的发展阶段，将进一步推动
企业建设创新、安全、绿色、智能、幸福中能与混合所
有制示范企业。 文/图 王惠武 刘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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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榆林分公司紧紧围绕煤层气公
司“十四五”开局目标，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凝心聚力、
振奋精神、砥砺前行，以实干奋力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党建引领，齐抓共管，抓严抓细抓实。该公司全面落
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强化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中心工
作融合机制，严格落实党建目标责任制考核，积极开展
党风廉政建设。严格执行党员积分制管理考核，大力
弘扬“三特”“北移”和“六争”精神，引导党员职工立足
岗位、扎实工作。采取六个第一时间、“1234”特色工作
模式完成党史学习教育工作，使该公司党总支荣获
2021年度“陕煤集团先进基层党组织”。

多措并举，攻坚克难，生产经营创历史新高。该公司
在原有项目基础上，新开辟了红柳林、韩家湾等项目，以实
际行动笃定前行、用辛勤汗水浇灌收获。当前，公司完成

产值3400万元，利润900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22.34%
和 37.62%，为完成今年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该公司始终将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增强职工
安全意识，强化安全基础管理，严格生产过程管控，持
续加大井下灾害治理市场开发力度，继续开拓外部市
场，加快引进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不断降低成本，
严控费用支出。

深化改革，开拓创新，激发职工内生发展动力。该公
司坚持收入向一线、关键岗位和骨干人才倾斜，引入“高
精尖”人才，引入钻机承包制、“延米”工资等激励机制，
试点“工资天天算”公示制，积极实施差异化薪酬管
理。同时，推行机关与基层双向交流机制，为各类人才
脱颖而出创造有利条件，试行超额利润分享机制，实现
了职工与企业发展的共赢。 （徐云杰）

煤层气榆林分公司 以实干奋力“犇”向前

陕北矿业龙华公司积极推进
支部建设，不断研究创新方法，通
过现场观摩、互检互诊、狠抓学习
不松懈等举措，使该公司基层党
组织工作更加规范化、标准化。

现场观摩
面对面手把手指导

“说话大大咧咧，不注重工
作实效。”“开会东拉西扯，抓不
住重点，占用时间。”近日，在该
公司支部组织生活会的观摩现
场，辣味十足的批评意见听得
参会人员乃至前来观摩的人员
一阵面红耳赤。

“这一次观摩受益匪浅，学到
了很多东西。”会后大家对新的培
训方式赞不绝口。

该公司党委曾先后多次召开
专题会议、举办培训班进行专项
指导。利用更直观的“课堂”，更
高效的学习方法——现场观摩
来帮助支部规范组织生活。

互检互诊
让支部“出高招”

“互检互诊，目的就是查找问
题、解决问题，发现亮点、推广亮
点。”党群工作部刘庆峰认为，推
动支部工作的捷径，就是要不断
扬长补短。

“党员承诺践诺周期过长，
不易于考核结果；支委会研究事
项单一，与中心工作结合不够”
等“顽疾”在互检中被及时发现
并解决。

互检互查一方面是督导工作滞后的支部，另
一方面还会将发现的好方法、好经验进行推广。
在党委的推动和帮助下，各支部也纷纷拿出了自
己的“高招”。

如综采队党支部为了提高党员的应知应会学
习，制定了“每日 1题、每旬 1查、每月 1考”的“3个
1”学习模式。

夯实基础
抓学习不松懈

“党支部书记每年至少在本党支部讲 1次党课，
应该注意的事项是……”该公司党支部各类会议和
学习中均有一项党务知识现场抽查环节。这是为
了督促广大党员加强学习的一项举措。

此外，每季度党群例会上，该公司会安排 1 名
党务工作者现场进行知识分享，内容由党支部知
识、党史、先进经验方法介绍等部分组成。

“不定期对各党支部党员的学习情况进行现
场抽查。每月再开展 1 次集中考试来综合检验大
家的学习效果。”该公司党群工作部负责人介绍。

（杨玉池 田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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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水泥公司生态水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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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25日，据生态水泥公司
最新财报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各类产品产
量同比增长 16.46 万吨，销量同比增长
18.38 万吨，营业收入同比增收 40.9%，各

项主要经营指标稳中有
进，企业经济发展韧劲
有力彰显。

“稳”——降本增效
成果显著。今年以来，
该公司围绕“质量、成
本”成立专项领导小组，
建立“主管领导-责任部
门-生产一线”管理体
系，践行“一企一策”确
立所属各单位目标责
任，定期召开挖潜增效
经营分析专题会，引导
全员共同探索技术革
新、增产增效、决胜市场
的有力措施。据了解，

今年该公司从源头抓起实时监测原材料
质量指标、稳定原材料供应；锁定工艺改
进和生熟料参配比例、混合材掺加等优
化方案，严格实施日常巡检、定期检修常

态化机制，立足节能降耗对高效永磁电
机、空气悬浮风机、喷煤管等设备进行技
改，实现了设备连续稳定运行、产品质量和
经营效益提升。

“新”——绿色引领培育动能。该公
司聚焦“双碳”目标，结合实际迅速投身
行业碳排放路线研究，成为西北五省建
材行业内率先制定并启动“双碳”规划
的大型企业之一。同时，主动寻求固废
应用于水泥生产新路径，按照“提产能、
扩增量”要求，盘活集团内部闲置资产，
所属富平公司改扩建年产 60 万吨水泥
立磨粉磨系统、黄陵公司年产 30 万吨超
细粉、汉中公司年产 60 万吨矿渣微粉项
目建成投产，产品投放市场，每年消纳固
废 70余万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30余万
吨。关注固废综合利用项目建设，自 6
月韩城龙钢年产 150 万吨钢铁渣粉等三
个项目通过集团立项批复后，多次召开专
题会议，组织项目建设专家、技术人员实

地调研、确定方案，推动项目快步建设投
产，预计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63.84
万吨，用实际行动锻造绿色发展新引擎。

“优”——科技助力智造赋能。该公
司紧跟 5G 工业化时代脉搏，随着陕煤集
团和西安交通大学联合组建的“陕煤集团
5G+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成立、西部首个
5G 特种机器人生产线建设工作初见成
效，该公司更加关注产品研发、市场拓
展，强化集团内部协作，与韩城矿业、彬
长矿业、神木煤化工等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就 5G 智慧化矿区建设、智能矿井建
设等深层次交流；针对陕西焦化、黄陵矿
业一号煤矿、榆北小保当煤矿打造智慧
型工厂、矿区工程，达到了“采煤数据化、
掘进模型化、有线无线化、矿区专网化”；
以所属富平公司为试点推进的“数字化、
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智慧工厂项目
即将建成，奋力书写着 5G+在建材、煤
炭化工领域的新篇章。 （白岚）

职工降本增效创新焊接工艺职工降本增效创新焊接工艺。。

当前，建设集团洗选煤运营公司坚持
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党史
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检验成效的重要
标尺，立足“小切口”，争取“大变化”，将职
工“急难愁盼”问题，分“短期、中期、长期”
三个阶段，扎实推进，力求实效。

校正“出发点” 永葆服务初心
“管理人员要不断深入基层、生产一

线，多指导、勤帮扶、便服务，聚焦职工在
工作、学习、生活等各方面反映集中的共
性需求和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要将服务
基层一线的意识扎根心底。”该公司将为

民办实事、解难题作为系列活动，
每周一例会上不仅要学习党史，
更要汇报为基层办实事情况，各
部门结合实际完善办实事清单，
层层推动落实，手把手教会，化“痛
点、难点”为“亮点、新点”。
找准“落脚点” 精准解决“难事”

聚焦科技工作办实事。面对科技工
作从“零”出发的瓶颈，该公司科管人员不
断深入基层，与项目技术人员一起从施工
工艺、新技术应用、科创等多方切入编报、
流程、核验、报批多个环节攻破帮扶，不
断取得“曹家滩主斜井井筒装备安装工
程”“陕西清水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电厂
储煤场封闭工程总承包 EPC 项目”两项

“优质工程”和“太阳杯”工程，陕西清水
川电厂储煤场封闭工程施工阶段 BIM技
术应用获得中国煤炭建设协会举办的
BIM 技术应用大赛一等奖、陕西省建筑

业协会举办的第六届 BIM技术应用大赛
三等奖等诸多殊荣。

聚焦施工资料办实事。随着业务范
围的不断扩张，面临业务技术型人才的紧
缺，该公司在专业知识方面，要求各项目
部针对工程性质，开展普会性专业知识
培训，公司级开展专会性知识要点讲解、

“以审促学”专题落地生根，将“临时用
电”规范性管理从“专题”走向“讲堂”，并
落根于施工一线。将施组、措施、方案从编
制、审批、交底、落实执行，一一帮扶，一一
指导，并针对存在的各类问题，制定了施
工资料编制对照表。截至 11月，累计审批
归档各类措施 103份、施工方案 42份、施
工组织设计 22份、开停复竣工报告 76份，
同比2020年归档审批量提升200.12%。

聚焦进度纠偏办实事。今年，随着山
东宏信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老厂区搬迁改
造项目、内蒙古广聚新材料 500 万吨/年

煤焦化多联产项目、陕西佳县中草药（甜
叶菊）提取项目等土建项目的不断增多，
也给公司进度履约带来困扰，面对公司
进度管理诸多问题，各类管理人员主动
出击，蹲点监管、任务倒排、定员定责，
以周汇报、月考核、排序销号等模式强化
任务分解落实、量化考核进度纠偏措施、
深化项目管理的过程保障，真正办到基
层项目部的心坎里。

拓宽“发力点” 真诚搭建连心桥
“设备侧板已开裂，请立即更换。”“安

全技术措施交底不到位……”生产管理
人员每天直面现场，深入工地“田间”，
在考、帮、服上“搭桥铺路”，与职工坐在
一条板凳上“唠唠嗑”，从不摆“架子”、
不做高姿态，主动嘘寒问暖，了解职工生
活之困、心头之急、发展之忧，为职工解
困帮难找到方向和发力点，给他们的工
作和生活带来活力和动力。 （王艳清）

深耕“点面结合” 亮出“满意答卷”
——建设集团洗选煤运营公司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小记

技术人员巡查设备运行情况技术人员巡查设备运行情况。。

为进一步提升青年职工整体素质，日前，建设集团
咸阳分公司组织开展了“青年职工实战业务考核”活动，
通过以考促学，找差距、补短板，增强企业核心竞争能
力，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王锐 摄

近日，一辆电机车牵引着悬臂式纵轴岩巷掘进机分
解件缓缓驶进韩城矿业下峪口矿井口，开始执行22306
回顺地板岩巷掘进任务。该掘进机的投入使用，标志着
该矿岩巷掘进方式正式采用机械化掘进。 张焯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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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驿站”用心办好青年事
本报讯 日前，韩城矿业公司桑树坪二号井团委

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同解决青年实际问题相结合，从
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切实解决基
层的困难事、青年的烦心事，着力惠及广大青年职工。

据悉，该矿团委通过实地走访、集体座谈、网络
调查得知，青年职工热衷网购，但该矿除了邮政，其
他快递公司无法送达，存在不能及时收到快递的烦
恼。对此，该矿充分发挥“便民服务队”“青年志愿
者”作用，成立“爱心驿站”，利用各区队职工在镇上
居多的便利，为网购职工提供取快递服务，解决了
取包裹难的问题。截至目前，已累计为职工取件
336件，惠及职工 82人次。 （弥鹏真 孙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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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伏变电站增容项目成功投运
本报讯 近日，陕焦公司黄陵煤化工公司千伏变

电站3#主变压器，经过5次合闸冲击一次性成功投运。
据悉，该公司 110 千伏变电站，担负着企业安全

用电重任。随着企业快速发展，生产工艺流程持
续优化、自动化全面提升与多个大型安全环保提
升项目落地建成，导致用电负荷高速增长，制约着
企业的安全生产。此次变电站扩容改造，主要是
将原有的 40000kVA 总容量扩大至 80000kVA。扩容
后的 110 千伏变电站运行方式更为灵活，当运行负
荷低时，可采用 3#主变独立运行，也可采用 1#、2#
主变并列运行，进一步提升了站内设备整体安全
性能，为企业稳中向好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用电保障。

（陈虎侠 樊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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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企业内控 提升管理效能
本报讯 日前，运销集团榆林销售公司强化企

业内控，修订完善《管理制度汇编》，加强对标学
习，优化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建立了科学有效的制
度管理体系。

据悉，该公司将对标工作与日常经营管理以及企
业自身发展充分结合，把对标贯彻到经营管理的各方
面，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闭环对标学习，切实提
高内部管理水平。同时，该公司持续优化绩效考核管
理办法，制定印发了《党建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办法》，
将党建工作纳入绩效考核，在薪酬分配、职级晋升、评
先选优等方面，重点向关键岗位和年轻业务骨干倾
斜，激发全员干事创业的动能和活力。 （胡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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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四史”守初心 践使命勇担当
本报讯 近日，运销集团进出口大秦联合党支

部以“学‘四史’守初心 践使命勇担当”为主题，组
织召开中心组学习扩大会。

会上，该公司副总经理汪志敏强调，“四史”是我们
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活的历史。在“四史”学习中，党员
干部要注重学习走深走实，将历史的好经验好做法运
用到现实工作中。要注重践行群众路线，掀起学习“四
史”的热潮，将党的思想传播到人民群众的每一个角
落。要注重提高务实，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更好
战胜前进征程上的困难和挑战。要注重提高干部工作
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主动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以理
论指导实践，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孙文胜 刘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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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大讨论 凝心聚力促发展
本报讯 近日，物资集团榆通公司面向全体干部

职工开展“总结反思 2021，展望规划 2022”主题大讨
论大实践活动。

据悉，该公司紧紧围绕“六思六解一建议”，采取
“分组交流+汇总分析+集中研讨”方式，深入探讨自
身问题、制定解决措施、提出公司 2022年高质量发展
建议，破除干部职工思想桎梏，探索公司发展难题，
着力凝聚全员的智慧和力量，健全和完善管理机
制，为公司实现陕北区域智慧化物流园区目标进一
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真正把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果
转化为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伟力。 （郭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