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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世和）今年以来，苏新
能源公司认真贯彻集团公司打造全国一流
煤电化基地建设要求，深入开展市场调研，
广泛寻求合作伙伴，积极推进北疆煤化能
源基地建设。

该公司作为苏新两省区《关于深化两
地清洁能源战略协议》的执行主体和徐矿
集团建设北疆煤化能源基地的责任单位之
一，积极研究国家煤化能源产业政策和市
场变化，着力在开发新项目、寻求新合作上

展现新作为。坚持干“自己有条件干、能干
好和干成功”的事，严格按照“靠近原料产
地、靠近销售市场、能够进入园区”的要求
选项目，量力而行谈合作，初步确定了煤制
乙二醇为新项目产品方向，通过了专家初
审论证，完成了可研报告的编制论证及报
批等工作。

今年初，苏新能源公司班子成员又分
别带队，重点跟踪有规划布局和上下游产
业链的企业，多次走访实体投资企业、下游

聚酯企业、拟参建企业等31家，广泛传递
合作诚意，寻求股权合作，并对有初步合作
意向的企业进行重点跟踪回访。3月12
日，苏新能源与新疆天业集团就双方合作
事宜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同时，针对市场
变化情况，与合作方保持密切的沟通交流，
探讨合作开发其他煤化工产品的可能性，
力争新项目建设尽快启动。

苏新能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张
开玉告诉记者，徐矿集团北疆区域具有得

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方便快捷的交通优势，
拥有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以及与地方政府
良好的合作关系，是集团公司建设新疆煤
化基地的良好选择。我们将认真贯彻集团
公司打造全国一流煤电化基地的战略部
署，整合现有资源，融入地方发展；坚持面
向市场求发展不动摇，生产市场亟需的煤
制化学品或清洁能源，为能源基地建设，实
现高质量发展贡献北疆煤化“苏新智慧”和

“苏新力量”。

苏新能源公司

积极推进北疆煤化能源基地建设

近日，在华北电力大学（北京校区）学习动力工程与热物理、
热能系统和自动化的4名巴基斯坦大学生到华美热电公司发电
部接受为期一个月的理论及实操培训.华美热电公司积极辅导，
确保培训效果。图为该公司发电部运值人员带领大学生参观机
组。 通讯员 王玉瑶 摄

◎本报记者 李世和 通讯员 曾彬

复原军人陈彬是徐矿集团新疆
公司的一名驾驶员。他只要不出
车，每天早上总要提前半小时到达
位于乌鲁木齐时代广场C座33楼的
办公室，将公司的会议室打扫得干
干净净、桌椅摆放得整整齐齐。平
时只要听说哪间办公室的水电管线
出了故障就主动修理；看到哪间办
公室的墙返潮起皮就主动修补粉刷
……就这样默默无闻一干就是6年
多。

陈彬出生在江苏邳州八义集
镇，从小崇拜军人，1994年高中一
毕业就入伍到新疆当了一名汽车
驾驶兵，并在部队入了党。2006
年复员时他又选择留在新疆，2007
年加入徐矿集团在新疆的创业队
伍。

12年的军旅生涯，让陈彬养成
了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他说，新
疆公司作为区域协调管理机构代表
的是徐矿集团的形象，我看到乱摆
乱放总感觉不舒服，公司没有专职
保洁员，自己就多干一点，方便了别

人也愉悦了自己。作为一名驾驶
员，迎来送往是常态，他每天总是把
车洗刷得干干净净，提前10至20分
钟到达预定地点，安全地将来宾送
达目的地，行车20余年从未发生过
交通责任事故，深受领导和同事的
好评。

陈彬的爷爷、叔父也是徐矿集
团职工，如今陈彬也成了徐矿大家
庭的一员，他为自己能在新疆为徐
矿服务深感骄傲和自豪。虽然他家
住乌鲁木齐，但是与家人聚少离
多。每当妻子埋怨他加班无法照看
孩子时，他总是耐心地劝说：“我虽
然工作繁忙、收入不高，但比起那些
远离故土来新疆创业的同事，已经
幸福多了。”

他把为同事服
务看作是自己分内
的事。“我虽然是一
名司机，但还承担着
办公室的事务性工
作，我有责任和义务
让来新疆工作的同
事住得安全舒适、生
活方便、工作快乐。

为此，他主动当起了职工生活的“大
管家”，职工要租房，他就热心地到
附近社区考察议价；职工与房东发
生了纠纷，他就去协调处理；职工需
要配备生活用品，他及时去采购，货
比多家力争价优物美，为此花去了
许多休息时间。“只要同事们满意就
好。”陈彬常说。

“我当年参军是为了守卫边
疆、建设边疆，如今加入徐矿集团
就是为了建设徐矿、奉献徐矿。
我作为新疆公司的一名党员要永
怀感恩之心，像驻守乔尔玛为烈
士守墓的老兵陈俊贵那样，用不
计回报的坚守来体现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使命。”这是陈彬发自内心
的话语。

陈彬，在默默奉献中坚守
丢失声明

本报讯（通讯员 朱俸永）秦源煤业公司党新项目部
认真落实公司决策部署，科学合理组织生产，7月份共
生产原煤14万吨，实现了稳产优产。

为完成月度生产任务，该项目部根据工作面实际，
制定完成任务时间节点，严实抓好每天、每班的产量及
指标完成情况，利用早调会、生产周会及专题工作会等
多种方式，进一步压实责任，明确各部门工作任务，并及
时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做到有安排、有组织、有落实。
通过班前会、周二学习时间等形式动员干部职工多为安
全生产想办法，遇到困难多找主观原因，少讲客观理由，
使干部职工形成了干事创业的巨大合力。为预防突发
机械事故，该项目部严格落实设备包机责任制，各班组
执行机电班长跟班上岗制度，对突发机械故障进行及时
处理，提高设备检修质量。针对生产中的薄弱环节，推
行领导干部跟班制，加大生产现场巡查力度，及时处理
安全隐患，为安全生产提供了保障。

秦源煤业公司党新项目部
原煤稳产优产

本报讯（通讯员 张祥电）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矿业
分公司柳巷煤矿项目部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攻坚克难，凝心聚力，取得优异成
绩。

该项目部自7月5日取得生产手续后，当月仅剩26
天时间。为进一步在陕北地区打响徐矿品牌、江苏矿业
品牌，该项目部变压力为动力，制定下发了《劳动竞赛考
核方案》，并张贴在矿主干道、井口，激发全矿职工安全
生产积极性。专门成立机电设备运行保障小组，由机电
矿长和机电副总分别跟中夜班，确保机电设备发生故障
时能够迅速、准确、有效地抢修。建立管理人员工作群，
调度中心及时发布安全生产情况。7月26日中午12点
10分，调度中心在工作群中发布井口集中皮带因煤量
大导致皮带故障的情况后，带班领导立即通知人员处
理，正在食堂就餐的综采工区、掘进工区的21名职工听
说后，放下碗筷，争先恐后向井口采中皮带跑去，最终仅
用21分钟就恢复了运行。

矿业分公司柳巷煤矿项目部
陕北打响徐矿品牌

本报讯（通讯员 刘青 王润
生）“我捐50元”“我捐100元”“我
微信转账 200 元”……近日，新安
煤业公司采煤工区会议室内人头
攒动，一场爱心捐款活动正在进
行。

该工区职工张某某的儿子在
7 月 11 日修理摩托车时，由于操
作不当引发火灾，烧伤面积达
95%。据医院初步估算，后续治疗
费用至少需要80万元。这场意外
和高额的治疗费用，让原本幸福

美满的一家人悲痛万分。张某某
向朋友、亲戚借钱，利用水滴筹平
台发布捐款信息，但为人低调谦虚
的他没有将实情告知工区，一个人
默默承受着压力和痛苦。7月 13
日上午，该工区干部职工在微信朋
友圈得知张某某通过水滴筹向社
会发出爱心捐款的消息后，利用周
二政治学习时间组织了一场爱心
捐款活动。区长胡新兵、党支部书
记刘青及其他党员干部带头捐款，
其他职工也纷纷慷慨解囊。副区

长王瑞好在休假回家的途中得知
消息后，下车后来不及回家，第一
时间赶到了医院，代表工区看望慰
问了病人及家属。有类似遭遇的困
难职工李文娟知道后捐款100元；
职工陈伟伟在承担孩子生病所需的
大笔治疗费用的同时，也伸出了援
助之手……与此同时，该公司党政
工在了解张某某的情况后，特批
了一笔救助金。目前，所有的救
助和捐款已转送到了张某某手
中。

本报讯（通讯员 陆洁）为
提高护理工作人员对突发事
件的应变能力，近日，徐矿二
院开展了消防应急演练活
动。本次演练由该院护理部
组织，神经内科九病区具体实
施，保卫科协作，共计70余人
参加。

本次演练场景设计为患
者家属正在使用微波炉热饭，
突然发生着火，火势较大，立
即通知护士。护士长接到火
情立即奔赴现场查看情况，拔
掉电源，并一声令下，迅速启
动火灾应急处置流程。只见
护士长王淑銮沉着冷静地拨
打保卫科电话及119报警电
话，并报告护理部和总值班，
明确着火点及范围，确定着火

原因。值班护士徐瑞红和医
师华昕拿着灭火器进行第一
组灭火，护士李婉庆第一时间
准备棉被浸湿，在确定断掉电
源后用浸湿的棉被灭火。早
班护士张静迅速打开安全通
道，关氧气总阀、断电。护士
张晓芹、李婉庆负责疏散轻症
病人，告知病人注意事项。护
士朱蕾负责用轮椅转移不能
行走的病人，危重病人由护士
朱婉婉负责看护，并拿起抢救
室床单用水浸湿，堵住门缝，
泼水降温，随时监测患者生命
体征。保卫科人员及时赶到，
协助灭火，最终将火势控制。
紧接着护士长清点人数，查看
伤情。整个演练过程规范有
序，忙而不乱，各尽其责。

新安煤业公司

职工爱心捐助暖人心

徐矿二院
开展消防应急演练

阿克苏热电公司干部职工紧盯全年发电20亿千瓦时目
标，立足岗位，铆足干劲，力争交上一份完美答卷。图为该公司
技术人员在高温季节巡检主要设备。

本报记者 刘智勇 摄

电厂来了
“洋徒弟”

徐州风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央视连锁品
牌商标，徐州地区名牌荣誉标志和公司内部配
方整体转让出售，联系电话 17712952311，
13914879876。

徐州风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2日

公 告

● 梁元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U9X5挂车辆的行
驶证丢失，声明作废。

● 许雪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8S925车辆的车牌、
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 许雪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22J32车辆的车牌、
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 许雪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50J68车辆的车牌、
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 许雪因不慎将车号贵苏C28Q61车辆的车牌、
行驶证、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 徐州市龙鼎运输有限公司因不慎将车号为苏
C25933车辆的营运证丢失,证号：徐11308228，声明
作废。

● 蒋亮因不慎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注册号：320304600014749，声明作废。

● 陈 阳 因 不 慎 将 执 业 证 书 丢 失 ，证 号 ：
02000032030180202018005290，声明作废。

● 王 贺 因 不 慎 将 执 业 证 书 丢 失 ，证 号 ：
02000032030180202019001241，声明作废。

● 张玉喜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655L挂车辆的行
驶证丢失，声明作废。

● 康春雷不慎将苏CN107D号车，天安保险公
司 车 辆 商 上 、险 保 单 丢 失 ，保 单 号 ，
6613730080820190000993声明作废。

上接1版

“我们现有项目部57个，其中
异地项目部44个，4000余名
职工身处偏远山区、戈壁荒
漠，这就需要我们真正把职工
当家人，把职工事当家事。”徐
斌表示，“将持续开展夏送清
凉、冬送温暖、生日送祝福、困
难送关爱、节日送慰问等活
动，进一步改善生产生活条
件，做好困难职工家庭帮扶，
切实解除外出创业职工的后
顾之忧。”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建
设‘平安之家、殷实之家、责任
之家、廉洁之家、美丽之家、和
谐之家’，稳步提高职工收入，
改善工作环境等，不断增强职
工幸福感、归属感和获得感。”
谈到民生福祉，徐州华东机械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庄静表
示，“企业扭亏为盈，必须要让
职工共享发展成果。”

党课结束后，徐矿集团技
能大师夏伯党更加忙碌了。
他介绍说：“我们首席技能大

师工作室团队刚刚结束陕甘
之行，又奔赴山西为各单位解
决技术难题。”对于民生，夏伯
党有自己的认识，“要竭尽全
力为职工送去更多提高岗位
技能的福利”。

通过无线网络，党课内容
传遍天山南北。夏阔坦矿业
公司党委书记李明生非常振
奋，“听了冯兴振同志的党课，
心灵上受到了极大震撼，更增
强了我们为职工办实事办好
事的决心和信心。”他表示，

“将牢固树立以职工为中心的
理念，认真办好民生实事，让
职工快乐生活、体面工作。”

“哈密能源公司地处沙漠
戈壁，生活条件艰苦，目前又
处于矿井转型发展关键期，更
需要以满腔的家国情怀关心
职工，凝心聚力、攻坚克难。”
哈密能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李如纯表示，“将努力争取
今年年底前取得安全生产许
可证，建成合法合规矿井，尽
快投入生产，形成规模效益，
造福创业职工。”

上接1版

以“家文化”建设为目标，建设
绿色矿山，对地面工广进行美
化绿化亮化，做到产煤不见
煤、是矿不像矿。持续抓好新
建职工宿舍楼、综采库房、井
口房后续工作。做好污水处
理、煤尘防治、矸石填埋等环
保工作，推进绿色开采，将处
理后的水引入矿外戈壁荒滩，
提高矿井水综合利用率。加
强南工广地面卫生、环保、绿
化、储煤仓建设，尽快实现煤
不落地。按照 1000万吨/年
产能规模，对北工广、“两堂一
舍”进行重新规划，有计划地
进行改扩建。三要建成新疆
最安全矿井。在巩固提升国
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基
础上，总结提炼公司安全生产
经验和亮点，积极推进矿井

“四化”建设，重点抓好井下
4G 网络及综合自动化控制

系统建设，实现系统最优、环
节最简。坚持把党的政治建
设放在首位，强化监督执纪和
责任追究，坚持抓早抓小，驰
而不息纠“四风”，确保干部政
治安全。四要建成新疆效益
最高矿井。加强市场分析研
判，适时调整煤炭价格，努力
提高煤炭综合售价；出台提
高 5 煤产量和块煤率激励政
策，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充
分发挥产能优势，进一步挖掘
人均工效、成本管控、预算管
理、自制加工等方面的潜能，
确保走在行业同类型矿井前
列。加大税收筹划力度，维护
好企业和职工利益。五要建
成新疆形象最好的矿井。依
法组织生产经营，依法上缴各
种税费，使依法治企成为一种
思维和行为习惯。认真履行
国企社会责任，主动融入地方
发展，营造企地融合发展的良
好氛围。

践行初心使命
再攀“五最”高峰

奋力答好“为民情怀浓不浓”之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