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编审：李素梅 责编：刘洋 美编：刘洋 2020年4月3日
要闻

◎本报记者 张岩

三月，春光明媚，徐矿综合利用发电公司
的职工正夜以继日地坚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
上，奏响了供电供热供汽保障进行曲。

走在宽阔的厂区里，随处可见工人们忙碌
的身影。维修管理部张林辉正在进行#2炉脱
硝喷枪拆除检修工作，一会儿俯身研究零部
件，一会儿又进行全身“体检”，不一会儿，就找
到了“病根儿”，接着“对症下药”。

“#2-1、#2-7中心给料机电流大处理”“#
2-3给煤机清扫链故障处理”“#1炉掺烧固废
技术改造”……一个月来，张林辉时刻在为安
全生产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我们厂已经完成
了38个配电柜，8个变压器，36个避雷器，以及
32个配电柜的继电保护装置的春试工作，全厂
构筑物独立避雷针的接地电阻测试工作已全
部完成。”电气专工邬建斌向记者介绍了近期
的重点工作。

“化学脱水，脱泥机不能正常运转……”汽
机专工徐乐在值班期间，机器突发紧急状况，
他两步并作一步跑到故障点，迅速组织其他工
友投入到紧张的排查工作中。在仔细检查后，
徐乐发现是化水脱泥系统脱水助剂发生堵
塞。一番紧锣密鼓的维修工作后，故障被成功
排除，脱泥机恢复了正常运转，徐乐悬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除正常的检修工作以外，我们
目前还在准备#2机组A级检修筹备工作，包括
轴承、阀门、螺栓、电片等物资，现在都已排查
完毕。”

“师傅，锅炉床压不正常上升，#3冷渣机回水温度降到
30℃，排渣温度降到20℃。”凌晨一点半，新入职半年的李飘
逸在监盘时发现参数变化不正常，随即告诉师傅张彬。身为
集控副操的张彬，有着多年的实操经验，他立刻做出系统故障
判断：管道发生堵塞。穿好防护服、带好防护面具，做好一系
列安全措施后，师徒俩赶紧拿着捅渣工具跑到冷渣机入口处
进行捅渣操作。

在作业平台上，师徒俩一会俯身，一会弯曲身体交替进行
捅渣工作。一个小时之后，不间断的高强度工作让师徒俩汗
流浃背。凌晨三点多，伴随着3至4秒的喷射，冷渣机回水温
度和排渣温度恢复正常，师徒俩成功排除了故障。

“为了做好疫情期间供电供热供汽的保障工作，我们会尽
心竭力，分秒必争，为机组安全运行作贡献。”师徒俩异口同
声。

◎本报记者 周川翔 实习记者 尹鸿博

清晨的江苏省煤炭运销公司南岗车站，紧张忙碌，
秩序井然。站场上，54节载满煤炭的车厢即将驶往华
美热电公司，9车从江苏科尼商贸有限公司运来的工
字钢正在陆续卸下；轨道上，5697号机车调试完毕，整
装待发，准备调车作业；调度室里，显示屏上实时记录
着各条线路的工作状态……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南岗站职工们始终坚守
一线，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逆行的脚步不能停”，为
城市西区煤炭供应提供了坚实保障。

疫情发生后，徐州市所有城乡公交线路暂停运营，
这让离单位较远的职工犯了难，如何走上岗位正常开
展工作，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大家依然相互配合协调，克服
出行困难。预备党员胡建主动放弃休息日，驱车搭载
出行不便的副司机徐晓洲；调车员刘海军主动请战，和
离家较远的青年职工庄岳辉替班……他们互相帮助、
同心协力，担负起保障铁路运输持续运行的重任。

困难挡不住“逆行者”的脚步。徐矿铁路人在本该
团聚的日子里，在疫情防控期间，他们勇敢逆行，坚守
工作岗位，用行动诠释了徐矿人的责任担当。

“体温36摄氏度，健康状况良好”“体温正常，没有
相关症状”……早班刚开始，南岗站的微信群就响个不
停，大家在群里汇报身体状况。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该站按照疫情防控“日报告”要求，每天利用微信
群，采用信息接龙的形式，统计职工身体健康情况，确
保及时准确掌握信息。

同时，该站每天两次对厂区各重要场所进行消杀。在门卫加设
疫情防控排查点，严格控制外来人员进入，确保现场安全稳定。“外部
业务较多，我们更要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证疫情期间安全
运输。”南岗站站长郑勇语气坚定地说。

“3号道岔突发红光带故障，影响安全生产，请尽快排除。”2月2
日上午10点多，正在做饭的机电班长徐永华接到报修电话后，立马
骑上电动车赶往车站。

100多米的轨道线，20多个道岔箱盒，徐永华来回巡查、逐一测
试，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经过近4个小时排查，他终于发现故障来
自于轨道绝缘片击穿。等处理完故障之后，已经是下午5点了。“3号
道岔是通往杨屯站的咽喉道岔，连接国铁，如果不及时处理，势必会
影响正常运输。”徐永华说。

南岗站是徐州西部物资运输的枢纽车站，担负着华美热电公司、
夹河钢材市场、义安洁净煤的铁路运输任务。“保证运输线路安全畅
通，既是对煤炭供应的支持，也是践行客户的承诺。”南岗站党支部书
记颜铸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南岗站认真按照“两严一保”要求，转思
维、转方式、扩业务，全力盘活存量资源，通过加强车辆调配、优化运
输网络，保障了外部运输市场，提高了运输质量，为保障集团公司和
地方物资供应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报讯（通讯员 王宏胜）“学
规程、抓落实、强管理”活动开展以
来，百贯沟煤业公司高度重视，把
学习法律法规作为提升企业安全
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的有效途径来抓实抓细，加快
推进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各
项工作。一季度，在疫情防控特殊
时期，该公司安全生产、经营管理
和职工队伍均保持稳定，多次在属
地监管部门和陕西能化公司安全
生产标准化检查中动态达标。

该公司坚持贯彻落实集团公
司文件精神不走样，第一时间研究
制定实施方案，成立了以公司主要
领导为组长、其他班子成员和机关
部室负责人为组员的领导小组，全

面负责该项工作的组织、协调与考
核。同时分解细化学习宣传、对标
整改、督导检查等方面责任，确保

“学规程、抓落实、强管理”活动在
公司全面铺开。

为了有针对性地推进学习，保
证学习效果，该公司安全管理人员
重点学习煤矿安全法律法规、安全
生产责任制、安全培训制度、隐患
排查治理相关规定等内容；工程技
术人员重点学习“一规程三细则”、
《煤矿安全规程执行说明》《煤矿瓦
斯等级鉴定办法》以及公司主要技
术设计、措施、规定等；普通职工重
点学习“一规程三细则”和《煤矿
安全规程执行说明》中的作业规
定、岗位操作规程、各类事故预防

和自救、互救、避灾方法等。该公
司有效利用党委理论中心组、周一
大课堂、周二周五职工学习、周三
技术例会等途径组织全体干部职
工集中学习，每周学习一项法律法
规、重点掌握一条专业知识。

在活动开展过程中，该公司
各职能部室各司其责，技术中心
每天跟踪落实基层各单位、机关
各部室活动开展情况，每周汇总
分析、梳理问题并及时上报。培
训中心、党群部每周下发学习计
划，通过内部办公群上传学习内
容。安监部、生产调度指挥中心
把住现场安全生产和标准化第一
道关口，把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
状态，保证了安全生产。

缘份，存在于相遇。在我看来，我
与徐州矿工报相遇的60年，就是一种
奇妙的“缘份”。

还记得 1960 年，我 17 岁，从家乡
淮安“支徐”来到夏桥煤矿。不久，我
就从运搬工区一位姓唐的师傅那里，
第一次见到了一张四开二版的《徐州
矿工报》。那时候，这份报纸在我们
矿工的心目中是极其神圣的。唐师
傅读完报上一篇高产消息，只让我接
过来扫了几眼，便把报纸珍藏起来。
至今，我还记得报上的一句口号：“国
家需要煤，我们增产；国家有困难，我

们分担。”
从此，我便与《徐

州矿工报》结下了不解
之缘。但不久，报纸因

纸张紧缺而停刊。在经历过“三年困
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直到
1979 年，《徐州矿工报》正式复刊。我
得知消息后，欣喜若狂。

在徐州矿工报社任职期间，我曾
担任副刊编辑、主任编辑、专刊部主
任、副刊部主任，退休之后又被返聘为
副刊编辑，直到 2004 年。其中，编辑

《煤海副刊》1200多期。我的大半生是
伴随着《徐州矿工报》度过的。细细算
来，矿工出身的我，既是它的读者，也
是它的作者和编者。

我对《徐州矿工报》的感情，说来

话长。退休前后，我积极投入“作家协
会”“写作研究会”“孔子学会”等各种
社会活动，还参与主编了《当代徐州》
杂志，但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担任什么
职务，我都骄傲地自我介绍：“我是一
名徐州矿工报社的新闻工作者。”

我钟情于《徐州矿工报》，更热爱
收集它。

从 1979 年复刊至今，所有报纸几
乎一份不少，合订本也有了200 多本，
占据了我那书房的“半壁江山”。

《徐州矿工报》虽然仅仅是一份企
业报，但影响范围不小。若干年之后，
即使徐州没有煤矿了，如果有人们想
查阅徐州煤矿的历史，就会找《徐州矿
工报》。而且，《徐州矿工报》是江苏省
唯一一家有全国统一刊号的企业报

纸。
我已年近八旬，闲暇之余，我出版

了13部小说，5部散文随笔集等；多次
获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举办的全国性
大奖，以及电视风凰奖和金鹰奖。退
休后，我还出版了1300万字的《世界信
仰百科》，待出版《故事易经白话读
本》，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但是在我
眼里，这一切都不如《徐州矿工报》珍
贵。

我供职 30 年的《徐州矿工报》，已
经成为我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坚
持收集40年、立志还要继续收集下去
的《徐州矿工报》，已经成为我晚年的
精神伴侣。世间万物易得，唯缘分难
求。茫茫人海，浮华世界，可以说，《徐
州矿工报》就是我最难舍的灵魂归宿。

本报讯（通讯员 曹建斌 王永昌）
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天山矿业公司坚
持战疫在关口、生产抓一线、服务暖民
生，为全面夺取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

“双胜利”提供坚实保障。
该公司党委靠前指挥、冲锋一线、

精准施策，班子成员在天天带班把控
现场的同时，全力协调处理防疫和保
供工作，确保矿井正常生产。各党支
部在做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的同
时，提前谋划1408面拆除、1410面安
装准备工作，保证安装拆除按节点推
进。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积极推动防疫工作有力有序展开，
有力保证了当地煤炭供应。

为夺取防疫和生产的“双胜利”，
该公司生产一线各单位牢固树立“一
盘棋”思想，齐心协力、主动作为。综
采二区作为拆除安装的主力区队，克
服人员少、条件差等困难，超前做好刷

扩、打锚、卧底、设备回撤等准备工作；
掘进一区克服困难，全力组织人员进
行1410材料道系统修建，为1410工作
面安装打下良好基础。机电科针对人
员休假集中、防疫任务较重、物资运输
延期、厂家维修人员无法到位等困难，
成立维修小组，利用旧支架配件，进行
支架检修，为下一步安装工作争取宝
贵时间。

该公司各党支部有效落实包保责
任，通过定期走访、及时救助等针对性
帮扶措施，摸排出10余名生活困难职
工，拟进行办理救济。基层党支部书
记坚持到职工宿舍，提醒职工做好疫
情防控，了解他们生活现状，及时消除
后顾之忧。食堂在保证正常供应的情
况下，一方面督促阿格乡配菜中心配
齐菜品、配送及时；另一方面安排人员
到附近村庄采购牛羊肉等，力求让职
工吃饱吃好。

本报讯（通讯员 董博）为了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市场下行压力影
响，郭家河煤业公司充分做好过紧日
子、苦日子的思想准备，苦炼内功，主
动出击，降本增效，确保完成2020年各
项经营目标，为高质量建设“五强”新
徐矿贡献力量。

该公司坚持系统化思维，每月召
开一次经营分析会和风险排查会，深
入分析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对可
能出现的经营风险和挑战进行全方
位研判，超前采取预控措施，确保公
司以更加稳健的发展姿态应对市
场挑战。大力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对
全部经济活动的所有开展过程精细
预算，将材料费、电费、煤质、产量、成
本等指标分解到区队、班组和个人，

制定下发《2020年经济指标分解控制
办法》，做到全员参与、全员实施，确
保完全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以内。
坚持对物资采购、综采综掘备件管
理、无轨胶轮车配件使用等高消耗环
节开展专项督查，确保及时发现并堵
塞管理漏洞，持续规范管理行为。严
格控制非生产性、非民生性工程的数
量和规模，能自主完成的绝不外委施
工。成立定价小组，每月根据市场情
况对水泥、砂石、油料等大宗物资的
价格和供应商进行调整，确保降低采
购费用。狠抓煤质管理，用好有限的
产能指标。定期组织对各类废旧物
资进行鉴定，加大二次复用和报废物
资处置力度，最大限度盘活废旧资
产。

◎本报记者 张岩 实习记者 丁娟

“党员不仅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责任。”2020年一开春，华东
机械公司结构件厂职工郭迅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左手拿护具，右手提焊枪，在一块块钢板焊缝处“绣花”，这是郭
迅每天都要进行的操作。一把沉甸甸的焊枪，他一拿就是28年。

郭迅说，电焊作业中最苦的是仰焊，哪怕穿着厚厚的防护服，依
然会被掉落的焊渣烫出不少疤痕。要想达到完美，唯一的办法是身
体保持纹丝不动，哪怕被烫疼，也要咬牙坚持。在郭迅的工装上，记
者看到了数不清的烫痕。

焊花闪闪，机器轰鸣，结构件厂内上演着一幕幕热火朝天的劳
动场景。“我们班组从2月12日正式复工生产，大伙儿都铆足了干劲
儿，到现在已经完成三部张双楼矿皮带机滚筒制作、山东鲁泰全套
样架、前连杆20件、后连杆30件……”郭迅详细向记者介绍疫情期
间车间生产情况。

企业复工复产之后，郭迅带领着班组人员竭尽全力，与时间赛
跑，全力确保车间生产任务保质保量按时兑现。“白加黑”“早中班连
轴转”都成了“家常便饭”。

听闻公司要设立党员先锋岗，郭迅主动请缨，第一时间发出“请
战书”，加入公司党员先锋队，加入结构件厂防疫突击队，主动担当
起公共区域和车间的防疫消毒工作，为车间工友们送“爱心盒饭”，
合理安排职工进行间隔用餐。“一线是奋斗的‘战场’，也是彰显党员
精神的地方。作为一名老党员，我会主动克服当前困难，主动担当
作为，强化质量管理，有力有序抓好复工复产工作。”郭迅说。

一声响应就是一份忠诚，一笔捐款就是一片爱心。工作28年
来，郭迅扎根生产一线，兢兢业业、尽职尽责，挑最难最累的活儿
干。疫情防控期间，他更是冲在防疫复产第一线，带头自愿捐款，时刻用行动诠
释着一名党员的责任与使命。

如今厂里生产全面恢复，谈及抗击疫情的最大感受，郭迅说：“工友们为抗疫
情、保生产，主动坚守岗位，互相鼓劲，配合默契，我真的很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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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规程 抓落实 强管理

百贯沟煤业公司靶向推进 定责保安

60 余载缘未尽
◎耿家强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好转，夏阔坦矿业公司严格按照集团公司和地方政府
要求，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列出问题清单，认真抓好整改,做到疫情防
控与安全生产两手抓、两不误。图为该公司安全督查队员正在对安全设施进行检
查。 通讯员 徐海涛 摄

天山矿业公司
把关口 盯一线 促攻坚

郭家河煤业公司
精打细算 提升经营成效

● 孟昭强因不慎将身份证丢失，证
号：32030419711001551X，声明作废。

● 李磊因不慎将车号为苏AS411P
车辆的行驶证丢失，声明作废。

● 樊吉尚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P2589
车辆的车牌、行驶证、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
废。

● 陈静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AS987
车辆的行驶证丢失，声明作废。

● 张虎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752A1
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 张跃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PZ893车
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 张 玉 亮 因 不 慎 将 车 号 为 苏
CBM755车辆的车牌、行驶证、登记证书丢
失，声明作废。

● 刘彬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X901R
车辆的行驶证丢失，声明作废。

丢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