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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稳定 全集团杜绝重伤及以上人
身事故和二级及以上非伤亡事故；生产矿
井安全生产标准化确保达二级，力争2个以
上达一级，非煤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力争
全面达一级。

经营稳定 生产原煤1130万吨，发电
52亿千瓦时，甲醇40万吨；利润确保2亿

元、力争3亿元；清理“僵尸企业”10家；应
收账款下降12亿元、力争16亿元；全面完
成省国资委下达的其他指标。

大局稳定 总体工作平稳有序，职工队
伍保持稳定，矿地关系稳定和谐，杜绝政治
敏感期越级进京赴宁上访，杜绝重大群体
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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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孔文）9月 13日下午，在陕
甘片区开展“走转访”调研活动的徐矿集团党
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冯兴振一行，专程会见宝
鸡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双方就加强交流、深
化合作进行友好会谈。宝鸡市委书记徐启方、
宝鸡市市长惠进才、徐矿集团领导赵从国、陈
清华，投资总监张周权等参加座谈。

会上，冯兴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
介绍了徐矿集团在宝投资情况，并对宝鸡市
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对徐矿集团的关心和支持
表示感谢。他深有感触地说，宝鸡厚重的历史
文化、宜居的生态环境，特别是近年来经济社
会跨越发展的靓丽成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刘邦起于徐沛兴于汉中，徐州和宝鸡自古
就有很深的渊源，现在又是扶贫对口帮扶城
市，可谓情谊深厚。14年来，徐矿在宝鸡的企
业规模不断壮大，盈利能力大幅提升，为当地
税收、就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成绩的取得离不
开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帮助，我代表徐矿集团党
委和4万多名职工向宝鸡市委、市政府及企业
所在县区领导表示感谢。冯兴振饱含深情地
说，宝鸡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是投资兴业
的热土，更是徐矿长期以来重要的发展阵地。
徐矿集团将加大在宝投资力度，在宝鸡这片创
业热土上寻求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广领域
的合作，努力为宝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
献。希望宝鸡市委、市政府一如既往地支持徐
矿的转型发展，为项目建设提供更加优越的环
境。徐矿集团坚持融入地方、共同发展、合作
共赢的理念不动摇，在寻求更多合作的基础上
将切实履行好应尽的社会责任，树立好特大型
国有能源企业的良好形象，为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

徐启方介绍了宝鸡市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他说，宝鸡是炎帝故里、周秦文化发祥地，
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工业体系完备，营商环境
优越。宝鸡与徐矿集团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
和共同的发展愿景。今年以来，宝鸡作为“一
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加快推进清洁能源
汽车、宝鸡机场、综合保税区等重大项目建
设。同时，积极发展轨道交通、军民融合等优
势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速追赶超越。
宝鸡和徐矿是合作共赢的“好伙伴”，是感情深
厚的“老朋友”。多年来，徐矿发挥技术、管理
和资金等优势，积极投身宝鸡煤炭资源开发、
转化，为宝鸡经济转型和加快发展作出了突出
贡献。宝鸡人信奉“一言九鼎”的诚信发展理
念。我们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主动协调
解决企业发展难题，为徐矿在宝投资提供最优
环境、最好服务。希望徐矿集团进一步坚定投
资信心，双方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发挥各自
优势，实现互利共赢。

座谈会由惠进才主持。他表示，徐矿在煤炭产业方面有着丰富的经
验，恳请徐矿集团在煤炭开发、煤化工、煤电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宝
鸡将不断优化环境，为徐矿集团在宝发展开辟绿色通道。双方在长效合
作机制的基础上，优化合作模式，落实相关内容，开启共赢发展新篇章。
徐矿集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赵从国就郭家河煤业公司二盘区用地批复
等具体事宜与相关负责人作了沟通交流。

徐矿集团党政办公室、党群工作部、财务部有关负责人，宝鸡市政府
秘书长马孝全、市委副秘书长高宏真、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峰、市发改委、
工信局、国资委及陇县、麟游县、凤翔县负责人参加座谈。

9月12日至15日，冯兴振一行还亲切会见了陇县、麟游县、崇信县党
政领导，并就深化合作和具体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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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孔文

9月份，正是宝鸡最美的季节，道旁
的栾树和渭河边生长的核桃树郁郁葱
葱，为这座关中古城平添了一份醉人秋
色。

9月12日至18日，徐矿集团党委副
书记、副董事长冯兴振一行专程赴陕甘
片区开展“走访转”活动。他先后拜会了
陕西省宝鸡市委、市政府及下辖的麟游、
凤翔、陇县和甘肃省平凉市崇信县党政
领导，就企地共赢发展进行友好会商；看
望并拜会江苏省、徐州市对口帮扶工作
负责人；专程到陕西省煤田地质集团考
察调研并洽谈协商资源开发、项目合作
事宜；赴陕甘片区企业调研职工生产生
活情况，讨论研究陕甘片区转型发展问
题；召开陕甘片区工作座谈会、年轻干部
座谈会，给陕甘片区一线职工送去了节
日的祝福和慰问。徐矿集团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赵从国，副总经理陈清华，总法
律顾问李卫东、投资总监张周权以及党
政办公室、党群工作部、财务部、房产管
理部相关负责人陪同调研。

查实情 寻对策 解难题 这一路走
得扎实

通过走进基层、走进职工、走进困难
群体，访民情、访问题、访对策，推动作风
转变、思路转换进而推进企业转型发展，
是此次“走访转”的题中之意。

12日下午4时许，从宝鸡市南站下
车放下行李后，冯兴振同志就直奔陕西
能化公司开展调研活动。在随后召开的
专题座谈会上，冯兴振听取了陕西能化
公司的工作汇报，详细询问了公司及所
在片区今年以来主要指标完成情况，要
求该公司及所属企业牢牢把握“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自我加压、忠诚履职，继
续突出问题导向，拿出改革创新的魄力
和破解难题的办法，助推企业转型发展。

座谈结束后，窗外已是暮色四合，时
针指向晚上7点30分。在接下来的调
研行程中，这种高强度、高效率、快节奏
的工作方式更是成为常态。

“咱们徐矿领导扎实得很。”随行的
一位宝鸡当地干部这样评价。在陕西方
言中，“扎实”不仅有务实之意，更体现求
真的精神、求实的作风以及身体力行解
难题的魄力和毅力。6天中，冯兴振一
行先后到10家企业进行现场调研，行程
之紧凑、调研之全面、作风之务实，犹如
一股新风扑面而来。

6天的时间不长，却成果颇丰。冯

兴振同志带领调研组深入基层，与广大
干部职工面对面交流，针对各企业实际
查实情、“开药方”、提要求，“每家单位的
情况不一样，面对的具体困难也都不一
而足，但总能切中要害。比如郭家河煤
业公司的安全生产、长青能化的下游产
品延伸、秦陇运销如何依靠大数据促销
售、秦源煤业公司的后续发展问题等，都
做到了把脉准、措施实。”陪同调研的陕
西能化公司有关领导如是说。

虽然陕甘片区经过14年发展形成
了以煤为主、以煤化工为辅的产业格局，
是徐矿当前转型发展的强劲引擎。但冯
兴振同志讲得更多的却是忧患意识。“在
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当前陕甘片区
企业盈利能力还不强，基础仍然薄弱。
一些闲置资源没有利用起来，不稳定因
素还不少……”他认为，要建设一个让上
级放心、职工满意、社会认可的煤化公
司，必须有针对性地抓重点、解难题、求
突破，拿出更多硬招、实招、新招，这个任
务等不得、慢不得、拖不得。

对此，紫金山大酒店副总经理（主
持）衡敦兴深有感触，集团主要领导虽是
第一次来，但对企业的发展情况、存在问
题十分熟悉。与衡敦兴有同样感受的干
部职工还很多，长青能化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何圣龙说：“调研组一针见血指
出，甲醇是煤化工比较初级的下游产品，
门槛低、竞争激烈，将来抗风险能力弱，
必须要延伸下游产品。”

抓问题就要抓住“牛鼻子”。研判离
不开扎实的前期准备。调研前，冯兴振
和调研组中有关职能部室负责人已经对
陕甘片区的情况和突出问题作了全面了
解，所以这次调研问题抓得准、方向把得
准、措施定得实。

实事求是地把情况摸实、把问题找
准，才能找到引领企业发展的路标。“不
唯上，只唯实。”尊重事实，不做“拍脑袋”
的决策，是这次“走访转”调研的主旋律。

诚为先 和为贵 善为本，这一路访
得融洽

宝鸡古称“陈仓”，是周秦文化的发
源地。周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基因已深
深印刻在每位中国人的头脑中，渗透进
血液里。宝鸡城市精神表述语中，“一言
九鼎”“和而不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弘扬，也是对新时期徐矿创业文
化的精准注解。

徐矿集团党委高度重视企地融合发
展，冯兴振此次陕甘“走访转”之行除了
对片区所属企业密集调研指导外，还专

门拜会了属地所在市县党政领导和合作
企业。作为徐矿在陕发展的重要城市，
宝鸡与徐矿一直保持着友好深入的合作
关系。郭家河煤业公司、长青能化公司
等在宝企业也成为苏陕合作的典范，实
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冯兴振同志在宝鸡市县调研期间遇
到了很多“老同事”“老朋友”。这源于苏
陕两省和徐宝两市交流交往源远流长。
尤其是1996年中央确定江苏对口帮扶
陕西以来，历届江苏省委、省政府组织动
员各方力量投身陕西扶贫开发，加速了
陕西脱贫攻坚进程。共享西部大开发、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等机遇，不
断加快两省发展步伐、增进了两地人民
的福祉。江苏的“强富美高”与陕西的

“追赶超越”成为全国发展协奏曲中不可
忽视的华彩篇章。

宝鸡与徐州联系千丝万缕，宝鸡与
徐矿的情谊厚重质朴。合作共赢，离不
开一个“诚”字。无论是信奉“一言九鼎”
的宝鸡，还是“尊崇信任”的崇信县，都是
徐矿创业的一方沃土。

“徐矿集团在陕甘地区企业发展的
成绩，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帮助。”
这是冯兴振同志调研期间多次强调的内
容。他总是叮嘱企业主要负责人，在推
动企业发展的同时，要履行好社会责任，
树立国有企业的良好形象，为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不可否认，在企地合作的过程中，也
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困难。对此，冯兴振
同志提出了“和为贵”的价值导向。当徐
矿深切感受到西府大地“崇德尚礼、和谐
包容”的精神底色时，宝鸡、崇信等当地
政府也被企业高度重视、真诚合作和大
力支持的态度所感染。在双方共同努力
下，许多难题逐步解决，共赢发展的共识
得到进一步深化，企地双方友好合作与
共同发展也更加融洽。

走基层 体民情 问冷暖 这一路转
得暖心

“家”是冯兴振此次陕甘片区“走访
转”之行的关键词。无论是与职工亲切
交谈，还是向基层单位负责同志叮嘱，

“家文化”都是冯兴振同志在“走访转”活
动中反复强调的主题。

“决不能将企业和职工简单等同于
雇主与雇工的关系，要把企业当作一个
家庭来经营，来维护，来发展，要把职工当
作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来关心，来爱护，
来对待。”这是在陕甘片区企业座谈会上，
冯兴振同志多次强调的观点。

这不是句简单的口号，在此次“走访
转”活动中，调研组一行“接地气”“听民
声”，身体力行践行了民生情怀的真谛。

“饭菜合口吗？”“对食堂的菜满意吗？”“你
们这是粳米还是籼米，咱们北方人还是
喜欢吃粳米，软糯清香还养胃。”看到食堂
干净整洁的后厨，冯兴振露出了笑容。
冯兴振说，这次“走访转”活动，就是亲自
摸情况，直接听反映。无论到哪一站，他
都看得仔细，问得具体。走进食堂后厨，
看看饭菜花样怎么样；来到职工宿舍，看
看职工起居环境如何，生活必备电器是
否配齐。

秦源煤业公司运输工区职工王金刚
今年47岁，患喉癌两年多，现在单位宿舍
休养。妻子王晓玲在公司后勤保障中心
上班，照顾生病的丈夫。9月13日，冯兴
振来到他们宿舍，送上救济物品和慰问
金，动情地劝慰：“有这样一个悉心照顾你
的妻子是你的福气。你要对生活重拾信
心。请放心，企业会尽力帮助你解决困
难。”他同时叮嘱公司相关领导，一定要为
王金刚的生活保障多想法子，帮助他们
解决生活实际困难。除了王金刚，冯兴
振一行还在时间极为紧张的情况下，看
望慰问了新安煤业公司困难职工李博
渊，亲切会见了常年坚持义务献血的长
青能化公司职工高康和被称为机电“土
博士”的郭家河煤业公司职工林长海。

一枝一叶总关情。只有把职工当成
兄弟姐妹，心的距离才会更近，也才能真
正把他们的冷暖放在心头。在秦源煤业
公司医务室，冯兴振同志向一位正在输
液的职工亲切询问“哪里不舒服？”“这里
的就医环境怎么样？”当他得知该职工老
家在新沂闸头时，风趣地说：“你们老家
的闸头鱼很有名，味道很鲜美。”职工开
心地答道：“欢迎您到我家做客，尝尝家
乡的闸头鱼。”一番轻松愉悦的对话让整
个医务室充满了欢乐的气氛。亲切的话
语拉近了干群关系，让“家人”的心贴得
更近了。

从个人道德层面的“孝”，到合作双
方的“诚”，再到整个发展大局的“和”。
徐矿集团党委倡导将中华传统文化精粹
融入企业文化中，让百年徐矿的精神更
加充实饱满，底蕴深厚。

“站高一层，看远一步，想深一些。”
站在历史新起点的徐矿集团在陕甘片
区这方创业热土上，正铺展出加快转型
发展的美好画卷，也必将谱写出稳中求
进创佳绩、创新求强促发展的和谐新乐
章。

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全力以赴抓创新破难题促转型

——冯兴振一行陕甘片区“走访转”调研纪实

冯兴振（左三）在郭家河煤业公司井口调研 本报记者 孔文 摄

稳中求进创佳绩稳中求进创佳绩
奋力攻坚谱新篇奋力攻坚谱新篇

冯兴振（右三）在百贯沟煤业公司食堂调研 本报记者 孔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