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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小安 李拴龙 刘新 王继龙 孙新民 冯荣辉

“年度工作会议上冯兴振同志所作的工作报
告明确了今年的工作总体要求，提出了‘三稳、三
增、五个高质量年’的总体目标，确立了做好今年
工作要‘突出一个总抓手、用好五大平台、打赢三
大战役’，是我们谋划工作、推动发展的根本遵循
和行动指南。”

找准新定位、焕发新气象、展现新作为。1月
18日、19日召开的徐矿集团2018年工作会议，在
全集团引起高度关注和强烈反响，无论是远在新
疆、陕甘的异地单位，还是地处本部的矿井、电力
企业等，处处涌动着用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活
力和热情。

这几天，华美热电公司发电部部长助理刘青
一直在用心学习领会工作会议精神，冯兴振同志
在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让他“心潮澎湃、思
绪万千”。“实现高质量，我们要做的还很多。作为
负责公司市场电量、发电权交易电量工作的人员，
我们必须苦练‘内功’，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
在做好机组运行相关各专业工作的同时，认真学
习电力市场改革相关文件，全面了解电力市场规
则和营销手段。主动对接大型电力用户，宣贯公
司发展理念，争取签约一批大用户。积极与省电
力公司交易中心对接，尽最大可能协调发电权交
易电量，为企业降本增效提供保障。”热网办公室
副主任张宗辉（主持工作）则表示，“作为煤电化主
体产业的一部分，华美热电热网管理要结合去年
和今年的供热情况，对管网供热能力与热负荷自
然增长量进行评估，针对问题做好近期及远期规
划。同时抓好管网营运工作，通过设备缺陷治理、
优化管网运营，降低热网管损，做好热用户的开
发，为企业增效。”

工作中的赛尔能源公司三矿副矿长杨正全，
浑身散发着力量。他说：“工作会议问题找得准，战略定位高，工作措施
实。‘徐矿使命’‘徐矿情怀’‘徐矿责任’的提出，让我们对明天充满了期
待，也充满了干劲。转型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没有效益的支撑难以实
现，必须坚定信心，以‘开局就要起跑、起跑要冲刺’的态势，抓实安全生
产和经营工作，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完成。我们必须明确赛尔能源公司在
徐矿集团、北疆的发展定位，擦亮赛尔在北疆发展的‘名片’，加快推动高
质量发展，为集团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相信徐矿的大船一定能够行
稳致远！”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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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李亮

“虽然远离矿本部，但矿党政
惦记着咱们，有了这些新被褥，冬
天就不怕冷了！”2017年底，张双楼
矿陕西建北项目部几名职工抱着
新领取的被褥开心地说。

张双楼矿坚持为职工谋福祉、
为企业谋发展，以给职工提供更稳
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
的保障、更舒适的环境为目标，着
力加强“家”文化建设，让职工在工
作的同时，享受着与企业共同成长
的幸福与快乐。

天气转冷，异地创业职工的
冷暖牵动着该矿党政领导的心。
今冬由于受到甲方供暖影响，建
北项目部职工宿舍供暖效果较
差，职工的被褥因使用时间较长，

御寒效果也大打折扣。
得知这一信息后，该矿
党政立即作出批示，为
项目部购置了460套新
被褥和三件套，发放到
职工手中。

在张双楼矿，这样的
暖心事有很多。

“2015年10月，全矿职工登记
车辆283辆。到去年10月底，全矿
登记车辆达到943辆。目前职工
的私家车数量还在快速增长。”在
该矿安保中心，工作人员刘建科正
忙着为新购入车辆登记输入停车
场门禁自动识别系统。

随着企业发展，职工的收入稳
步提高，职工中有车一族队伍的不
断壮大，多年前修建的停车场已经
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停车难，成为
职工的烦心事。为了化解职工停
车的烦恼，该矿去年两次扩建停车
场。目前，该矿正启动新自行车棚
建设工程，工程完工后，原自行车
棚位置将被扩建成新的停车位，方
便职工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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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朱纪平 徐海涛 王
宏胜 位小安 李拴龙 李亮 孙新民）徐
矿集团2018年工作会议召开后，各单位
迅速行动，深入学习领会精神，结合实际
制定措施，凝心聚力主动作为，兴起了学
习宣传贯彻热潮。

在新疆片区，学精神、聚干劲、展作
为成为各单位当前的重点工作之一。赛
尔能源公司组织班子成员和副总师以上
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冯兴振同志的工作报
告，并结合自身分管工作，就如何贯彻落
实会议精神，做好2018年工作提出了具
体要求。编发集团2018年工作会议专题
学习材料，把会议精神、指导思想、目标任
务、“三稳、三增、五个高质量年”“突出一
个总抓手、用好五大平台、打赢三大战役”
等进行喷绘，迅速在公司、三矿和六矿等
工广场所进行张贴。各基层单位充分利
用职工学习日、党团员活动日和班前会
等，学习会议精神，引导广大职工知形势、
明目标、晓内容，以“绝地奋起”的干劲和
冲劲，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用
好“五大平台”，按照“长远发展、普惠职

工、擦亮名片”的自我定位，延长安全生产
周期，杜绝重伤以上安全事故和二级以上
非伤亡事故，安全生产标准化达到一级。
上半年完成六矿矿井改扩建所有项目，尽
快拿到安全生产许可证，实现合法合规生
产。培育践行“家”文化，千方百计提高职
工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积极打造北疆
四地五师最大的煤炭生产供应商、两地十
县市重要的冬季供暖用煤保障基地。
开展全过程成本管理，把降本增效工作
引向深入，全面完成集团下达的各项目
标任务，激发干部职工同心共筑徐矿梦
的正能量，为企业转型发展提供有力保
障。

夏阔坦矿业公司主要领导牵头，分
安全生产组和经营政工组，组织座谈讨
论，谈认识，定措施。该公司明确，要以
工作会精神为指导，将思想和精力集中
到企业确保安全、证照办理、生产经营、
从严治党、民生福祉五件大事上来，充
分发扬“马上办、钉钉子”精神，扎实细
致地做好当前安全发展各项工作。按
照安全发展高质量的要求，认真推行

“意识+责任+标准化”的管理模式，全
力以赴保安全、办证照、保接续，确保榆
树田煤矿尽快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发
展。

与此同时，地处陕甘片区的百贯沟
煤业公司也迅速兴起了学习宣传贯彻
工作会议精神的热潮。该公司在组织
干部职工学习、讨论集团年度工作会议
精神的基础上，认真谋划今年工作，明
确要提高政治站位，迅速将思想统一到
集团工作会议精神上来，大力开展形势
任务教育，凝聚起干事创业、奉献企业
的正能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两个
核心”作用，树立全局、全矿一盘棋的大局
意识，坚定不移推进安全生产。推行“重
责任、强管理、严考核”的安全生产管理理
念，打造公司“执行力”文化。坚定不移持
续做好“走访转”工作，找准问题所在，抓
实问题整改。围绕“三个稳定”，落实富口
袋、富脑袋、富生活的具体工作，确保异地
职工工作顺心、生活舒心，实现职工队伍
稳定，企业平稳发展。

在本部，张双楼矿结合徐矿党办《关

于迅速学习宣传贯彻集团公司2018年工
作会议精神的通知》要求，制定学习宣传
工作方案。宣传部门采取传统媒体和新
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利用“美丽双楼”
微信公众平台、井下语音广播系统、地面
与井下宣传橱窗图牌板等，宣传会议精
神，引导全矿干部职工做到方向清晰、目
标明确、履责担当、自觉于行。专门召开
党委（扩大）会，学习传达贯彻会议精神，
结合矿井实际，明确2018年主要奋斗目
标，并制定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确保集
团工作会议精神落地生根。

庞庄矿在会议当天组织全矿干部职
工收听收看直播实况，并组织本部和异
地项目部60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进行
专题讨论。会后又召开党委(扩大)会，原
原本本学习冯兴振同志所作工作报告，
对新定位、新目标、新要求详细解读，加
深理解。基层单位充分利用职工学习
日、党员活动日等学习宣传会议精神。
同时，利用标语、条幅、板报、电子显示屏
等，大力宣传会议精神，营造了学习和宣
传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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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矿集团救护大队强化队员地震应急救援专业技能训练，为应急保障做好准
备。图为救护队员学习使用地震抢险新装备。

本报记者 孟婕 摄

和谐“家”风扑面来

在全面建设实力强职工富形象好的新徐矿征程上迈出坚
实步伐，开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实现“三稳、三增、五
个高质量年”，即安全稳定、运营稳定、大局稳定；营业收入、经
营利润、职工收入同口径比均增长10%以上；成为大项目落
地年、管理提升年、脱困攻坚年、民生改善年、融合发展年。

徐矿集团徐矿集团20182018年工作总体目标年工作总体目标

把服务好全省能源保障作为徐矿使命，不仅是省委、省政府对徐矿转型
的战略定位，也是集团生存发展的现实抉择。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需
要我们在服务全省“两聚一高”大局下找准徐矿定位、发挥徐矿作用、体现徐
矿担当、贡献徐矿力量，以优异成绩擎画“徐矿蓝图”、展现“徐矿作为”、构架

“徐矿坐标”。
在服务全省能源保障中贡献徐矿力量，是徐矿历史和现实发展决定

的。徐矿集团作为省属国有能源企业，离不开省委、省政府，徐州市委、市政
府的支持和帮助。长期以来，徐矿人牢记历届省委、省政府的嘱托，自觉把
服务全省能源保障作为自己的职责和使命。上世纪60年代国家经济严重困
难时期，徐矿党委响亮提出了“国家有困难、我们来分担，国家需要煤、我们
来增产”的口号；2008年冰雪灾害中，徐矿人坚持春节期间不放假，停发所有
市场煤，力保全省电煤供应，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迈入新时代，
随着本部矿井的陆续关闭，徐矿集团正在寻求转型发展新的突破口。在这
种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更加自觉地履行好国有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扛起
服务全省能源保障的大旗，为江苏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服务全省能源保障中贡献徐矿力量，必须发挥徐矿作用、体现徐矿担
当。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基本支撑，能源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直
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还
是市场经济时期，江苏省委、省政府都把保障江苏能源安全的重任寄托在徐
矿人的身上。这对我们来说，既是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去年12月
底，江苏省副省长马秋林在徐矿调研时，要求徐矿服务全省能源保障、争当
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国企排头兵，为我们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一
定要牢记职责，不负重托，真正做到“带着责任想事，揣着担当干活”。同时，
要在融入“两聚一高”新实践和“1+3”功能区战略中发挥徐矿作用、体现徐矿
担当，奋力谱写徐矿转型发展新篇章。

在服务全省能源保障中贡献徐矿力量，必须践行徐矿使命，展现徐矿作
为。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以服务全省能源保障为使命，不是一句简单的要
求和口号，更不是一句口头的承诺和表态，它体现的是责任和担当，要求的
是干字当头、实字托底。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职工要义不容辞地肩负起这
一历史使命，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荣誉感，主动而为、强力而为、顺
势而为。要把服务全省能源保障的重任扛起来，聚焦主业，聚力转型，围绕
能源和资源开发整合力量、整合资源，一项一项抓推进、抓落实，一环紧扣一
环抓拓展、抓落地，坚决做到不达目标决不罢休，以实实在在的效果来回报
省委省政府的重托和厚望。

服务全省能源保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一定要鼓足劲、拉满弓，
上下同欲，奋力攻坚，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通过不懈努力，确保完成这
一伟大而又艰巨的任务！

贯彻落实徐矿集团2018年工作会议精神系列评论之二

在服务全省能源保障中
贡献徐矿力量

本报评论员

实干担当展作为 实现徐矿发展梦
学 习 宣 传 贯 彻 年 度 工 作 会 议 精 神

长青能化公司

抓“龙头”提质量 树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