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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以来，国铁西安局西安通信段扎实开展通信
铁塔专项整治工作。图为通信人员在西安国际港站
登塔调整天线方位角。 □李龙飞 摄

□陈凤鸣 宁鲁泉 崔宁平

6月中旬，万木争荣，麦秀两歧，正值
丰收好时节。陕煤韩城矿业公司王峰煤
矿也迎来了“大丰收”——主斜井揭露3号
煤区域关键性控制工程——打钻工程按
期完工。工程共完成各类钻孔 857个，累
计总长度近 2.38万米，为预抽瓦斯和下一
阶段揭煤作业打下了坚实基础，标志着煤
矿建设换挡提速驶入快车道。

岩巷掘进4万米

王峰煤矿作为陕西省“十四五”重点
建设的煤矿项目、陕煤集团与江苏悦达集
团合作的重点项目，一直备受关注。

摆在王峰煤矿面前的是超过 4万米
的岩巷掘进、永久提升系统安装、主副井
贯通等一项项重大工程，主斜井揭煤区域
长度更是全国罕见，且瓦斯压力大、含量
高，揭煤防突工作难度大。

惟其艰难，更显勇毅。王峰人拿出敢
啃“硬骨头”的勇气，反复论证优化工艺，
变更井筒设计，调整巷道坡度，科学合理
减少巷道施工 126米。对每个成孔定时
间、定人员、定成本、定标准、定工作量，
生产过程环环相扣良性循环，确保施工高
效推进。

施工初期，面对工程技术人员缺乏揭
煤现场经验、关键岗位人员紧张，受疫情
影响、各类设备进场缓慢等诸多困难，煤
矿及时召开工程项目推进会，出台保勤办
法，制定打钻措施，解决钻孔施工中遇到
的难题，全力以赴推进揭煤工作。

管出来的合格率

王峰煤矿各级管理人员、技术骨干分
工明确，包班组、包片区、包人员盯守井下
施工现场，让各项技术执行更到位。钻孔
施工期间，采用煤矿图像监视系统，对钻
孔施工进行全过程录制，重点监控稳钻、
定位、钻进、冲煤、护孔、封孔等，做到“一
孔一视频”“一钻机一台账”，力保每个钻
孔质量合格。

“质量是安全的基础，动态不达标，必

须推倒重干。”在标准化建设要求上，通风
副总经理吴向态度坚决。

在施工过程中，技术人员一旦发现不
合格的成孔，毫不留情，一律要求返工。
这样一来，施工单位更加重视质量，在打
钻过程中严格执行抽采工程化、施工标准
化、过程视频化、计量精准化，一次成孔率
达 98%以上。正因为有高效成孔的保证，
6月上旬，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来
煤矿开展重大灾害风险专家会诊式监察
工作时，主斜井揭煤防突工程独到的设计
施工一体化模式，得到专家组的肯定。

齐心拧成一股绳

面对揭煤工作时间长、任务重、条件
差等困难，通风党支部加强职工思想教
育，深入一线鼓士气。同时，走进宿舍排
忧解难，搭起与施工人员的连心桥。

人齐心，泰山移。在最困难时期，煤
矿通风部职工无一人缺席，全都坚守在岗
位上。按照 5台ZYWL-4000型钻机分段
布置要求，通风党支部在井下建立 5个党
员责任区和党员示范岗。

每到打孔施工的关键时刻，党支部书

记崔宁平与大家在工作面一干便是十几
个小时，啃不下“硬骨头”就不收兵，鼓舞
了大家的工作干劲。

党员殷高飞是防突专业技术骨干，在
下行钻孔施工期间，为解决排渣难的问
题，连续跟班 56天。

入党积极分子王振旭负责标准化工
作，走进揭煤工作面，各式牌板、设备光洁
如新，巷道干净整洁，物料码放整齐，在每
次公司标准化达标验收中，均名列前茅。

“目前，主斜井揭煤施工所有钻孔已
联孔抽采，总管路瓦斯浓度达到 30%，累
计抽采瓦斯纯量 47万立方米，预计今年 9
月开始进行预抽效果评价和揭煤作业。”
通风部负责人介绍说。

王峰煤矿总经理李伟涛表示，将始终
按照陕煤集团智能矿井建设标准，遵循

“因地制宜、因矿施策”原则，锚定“陕煤
关中第一矿”建设目标，力争把王峰煤矿
建设项目打造成“投资周期最短、投资成
本最小、投资质量最高”的现代化煤矿标
杆，跑出王峰矿建速度，早日为陕煤集团
在稳增长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经
营效益。

——韩城矿业王峰煤矿揭煤区域关键性控制工程施工纪实

揭开混沌见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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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自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前 5 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为
16.0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
口 8.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4%；进口
7.1万亿元，同比增长4.7%。此前，海关
总署印发《关于促进外贸保稳提质的十
条措施》，明确指出要“支持中小微企业
开展市场采购贸易”，为进一步开展相
关工作指明方向。中小微企业是我国
外贸进出口的“毛细血管”，在过去较长
一段时间里，随着我国经济稳步发展，
外贸快速增长，全球出口份额不断扩
大，众多中小微企业进入外贸行业，丰
富和完善了外贸结构，进一步支撑和带
动我国外贸加速前行。

当前，国际贸易环境充满不确定
性，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黑天
鹅”“灰犀牛”事件风险加剧、国际供应
链物流链运行不稳定等因素影响，外贸
企业尤其是中小微外贸企业面临严峻
复杂的发展局面。对于中小微企业而
言，其缺乏主动搭建自主完整产业链供
应链的能力，在外贸交流中也较难具有
主导话语权，在相对困难的环境中应对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法比较有限。而
作为一种新兴贸易业态，市场采购具有
门槛较低、操作简单、税收优惠、收汇方
式多元等特点，与中小微企业存在高度
的适配性。在当前情况下，支持中小微
企业开展市场采购贸易，能够充分挖掘
潜在的外贸空间，进一步实现对中小微
企业的让利。

与此同时，作为近年来外贸出口领
域的新贸易业态，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是
国际客商在国内购买“多品种、多批次、
小批量”商品的便捷出口途径，有助于
推动传统商品市场转型升级，带动更多
中小微企业参与对外贸易。此次印发
的《关于促进外贸保稳提质的十条措
施》指出，简化优化市场采购贸易小额
小批量监管适用条件，扩大小额小批量
出口检验检疫自动审单、快速签发电子
底账的范围，促进市场采购贸易健康发
展。此举可以吸引更多中小微企业开展市场采购贸易，同时
进一步提高出口效率，推动企业加快回收成本和获得利润，切
实为中小微外贸企业排忧解难。

进一步完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一方面，相关部门应共建
共管，在提高市场采购收汇规范性、出口信息准确性、市场专
业集聚性等方面共同发力，多措并举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畅通；另一方面，各地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将减税降费
等措施落实到位，助力市场采购给中小微外贸企业带来更大
的支持带动作用。

□王春涛

“廉洁究竟是什么？廉洁就是保持清醒头脑，不为欲望所
动，是操守，是美德，也是智慧。”“幸福的答案就在我们的一言
一行中，它需要忠诚、干净和担当来坚守……”参赛选手们深情
地讲述着廉洁故事。

这是 6月 16日，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一公司组
织开展的“青年说清廉 清廉伴青年”主题演讲比赛决赛现场
的情景。

该公司此次主题演讲比赛从今年 4月初开始，至 6月结束，
为期两个多月，来自 15个项目部的 20名青年职工参赛。经过
评委组选拔，12名选手进入决赛，并采取线上方式评比角逐，6
人分别荣获一、二、三等奖。

比赛中，选手们围绕主题，用饱满的热情、真挚的情感、铿锵
的语言，从不同角度分享廉洁故事、剖析典型案例、畅谈廉洁感
想。选手们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抒发廉洁建设心声，号召2000余
名干部职工时刻自重自省，扣好廉洁从业“第一粒扣子”。

此次廉洁主题演讲活动是该公司廉洁教育的一次创新和
尝试。

近年来，该公司党委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以“党建+廉洁+项目”模式，围绕工程项目“生产安全、资金安
全、工程优质、干部优秀”的目标，积极探索廉洁教育常态化工
作机制，大力推进廉洁工程建设，不断落实各种监督举措。

目前，该公司纪委为在建项目配备了 52名党风廉政监督
员、33名纪检员，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廉洁从业承诺
书》《廉洁共建协议》730份。此外，还通过开展“纪检干部下基
层、廉洁教育送清风”、廉洁万里行等活动，采用在重大节日期
间编发廉洁提醒短信、每日电子显示屏推送廉洁提醒标语 800
余条等措施，不断夯实清正廉洁的思想根基，着力涵养风清气
正、业兴人和的政治生态，大力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践行廉洁工程理念，落实廉洁工程监督措施，正在成为推
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一种强大力量。

让清廉之风劲吹

□张辉

“这次公司安全通报处罚班子成员每人 500元，
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

“王副厂长，你作为现场安全负责人要严格把关
工程质量和现场安全，不能疏忽大意。”

“那天我休班了，不在现场，处罚我可以，但是这
个责任我不背！”年轻的王副厂长对这样的处理结果
不太满意。

……
眼前这一幕激烈的讨论发生在黄陵矿业机电公

司水厂会议室里。
就在几天前，该厂在对管辖的 28座泵房进行地

面硬化过程中，由于混凝土高出原有地坪，导致泵房
大门无法关闭，加之施工人员疏忽大意，未经锁门就
自行离开现场。这一安全隐患被值班领导发现，从
而引发了一场安全警示“小地震”。

“公司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泵房大门没上
锁也不影响啥呀，还要处罚咱，再说了，这是施工
队伍的责任。”“就是，他们的责任让咱背锅，这不
合理！”职工们你一言我一语，会场气氛逐渐紧张
起来。

“连大门也守不好，安全又从何谈起呢？作为水
源重地的守护者，我们要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厂
长李波突然发声，正沸腾的会场瞬间安静下来。

“作为厂长，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大家也
不能‘各扫门前雪’，公司一再强调安全无小事，要严
格遵循‘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
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在生产过程中，任何
一个人都是安全员！”

李波心里明白，这一张“芝麻大小”的处罚单背
后，映射出公司对安全隐患“零容忍”的态度和坚定
决心。

“是我没尽到责任，会后立即带人对所有泵房存在的隐患进行
排查。加强现场施工监管力度，做到人走‘查’不凉，杜绝安全隐
患。”王副厂长认识到自己未尽职尽责，心里暗自下定决心：以后一
定要做好安全管控，不放过任何隐患。

“管道班将对管线所有阀门再一次进行全面检查。”“调度班将
做好现场远程监控，严格监测流量，确保供水万无一失。”各班组长
纷纷表态，将以这次的教训作为鞭策和激励，力争将处罚单换成沉
甸甸的奖励单！

短暂的会议随着大家的先后离场而结束，看着大家急匆匆奔
赴现场工作的背影，李波意识到每个人心中的安全警钟已经鸣
响。他走向厂区安全违章曝光台，小心翼翼地将这张“芝麻大小”
的处罚单贴在最显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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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姜晓芹 白岚） 6月 23日，陕煤集团
生态水泥智引科技公司在秦创原召开“数创未
来 智引共赢”2022年数字经济成果发布会，集中
展示在传统工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研究成果
与亮点。目前，该公司 5G智能化合作企业已达
40余家。

发布会重点推介了矿用4G/5G融合专网通信
系统、2.1GHZ本安型 5G基站暨综采工作面 5G无
线局域网方案、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管理系统、智
慧工厂建设成果、特种机器人生产线项目、工业固
废资源管控交易平台六大场景的数字化转型和智
能化升级案例。现场连线演示了黄陵矿业一号煤
矿智慧矿井系统、曹家滩煤矿全国首家商用 5G+

瓦斯智能巡检系统以及富平生态水泥公司智慧工
厂运行系统。

发布现场，该公司自主研发的多个型号 5G消
防侦察灭火机器人、侦察无人机、5G矿用无线通讯
系统、矿用智能穿戴系统等软硬件产品，引来了与
会者的驻足参观。

据了解，该公司立足传统工业科技转型发展
需求，搭建校企强强联合平台，加大 5G科研投入，
创建了 5Gn创新推进中心，成立了陕西能源行业
首个 5G生态联盟，与西安交通大学战略携手成立
西部首个能源行业 5G+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建成
西部首个 5G特种机器人生产线，为点亮制造企业
数字未来提供了人才和技术保障。

陕煤生态水泥智引公司发布2022年数字经济成果

6月22日，陕西国铁工程建筑有限公司职工在榆林科创五路下穿包
西铁路工程施工现场，进行卸梁作业。 □田家卫 摄

□秦骥 刘斌斌

6月中旬以来，我省气温持续走高。
在商洛，中铁二十局集团公司的建设者们
头顶烈日坚守在施工一线，全力推进西十
高铁建设。

烈日炎炎，高温炙烤下的隧道内像一
个巨大的“蒸笼”。6月 21日 14时许，在
商洛市商州区红旗村的深山里，肖岭隧道

进口内的施工作业面，气温超过 50摄氏
度，达到隧道内一天中的最高值。

“请大家戴好安全帽。”“谁要是身体
不适，请及时告知我们。”中铁二十局集团
公司西十高铁项目负责人李宗辉在检查
隧道安全工作时反复提醒施工人员，他的
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

“西十高铁陕西段全长 169 公里，共
有 16座隧道。中铁二十局集团公司负责

施工长度 15.05公里，其中肖岭隧道全长
11511 米，为单洞双线隧道，是陕西段全
线第四长隧道，施工难度大，工期紧。”李
宗辉说着，用手掌抹一抹额头，豆大的汗
珠摔在地上。

为了高效完成年度目标任务，4月以
来，中铁二十局集团公司西十高铁项目全
面掀起了“大干二季度、完成产值目标”劳
动竞赛热潮，柏朵山隧道、肖岭隧道等多
个作业面紧张施工，先后组织 60 余台
（套）施工机械、300多名施工人员投入现
场，在全面做好施工组织、安全保障的前
提下，力争早日建成这条“绿色高铁、生态
高铁”。

肖岭隧道进口的施工人员内穿劳保
服装，外披反光马甲，采取两班倒的方式
交替施工，平均 12小时换班一次。“天气
热，大家都自带了 2升容量的水壶，一上
午就能喝完两壶。”来自四川的隧道开挖
作业班工人杨茂枝说，“高温下，连续作
业确实挺让人难受的，鞋子里面发烫，衣
裤都湿透了。即便如此，大家对隧道掘
进工作仍不敢有丝毫懈怠。”

在南秦河特大桥的施工现场，地面
温度直逼 40摄氏度，桩基施工在高温下
火热推进。“质量是高铁建设的‘生命
线’，仅靠技术标准约束还不够，必须紧
盯每个环节、严把每道关口。即便天气

再热，我和同事们都时刻在施工现场，关
注项目进展。”2018 年参加工作的“90
后”技术员于永胜边说边拿着钢卷尺全
神贯注地检查每一个桥梁桩基钢筋笼的
焊接质量。

为了做好西十高铁建设工作，在全面
抓好施工生产和疫情防控的同时，中铁二
十局集团公司西十高铁项目部还为职工
的办公室、宿舍安装了空调；浴室保持 24
小时热水供应；调整菜单，严格监督饭菜
质量，将绿豆汤、西瓜等防暑食品纳入职
工的日常食谱；及时为现场施工人员发放
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物品，多措并举做
好夏季防暑降温工作。

“因为天气炎热，我们采取了错峰作
业，并为大家配备‘爱心小药箱’等，还定
期组织高温防暑、心理健康、安全作业等
方面知识及业务培训，保障职工的身心
健康，最大程度加快项目施工进度。”中
铁二十局集团公司西十高铁项目党支部
书记贾晓楠说。

今年以来，中铁二十局集团公司西
十高铁项目部紧盯年度目标，优化方案，
精心组织，加快各项手续办理、前期临建
施工和施工队伍、机械物资的进场，保持
大干快上的劲头，目前正全力推进南秦
河特大桥桥墩、肖岭隧道进口等重难点
工程施工。

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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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 他们坚守一线稳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