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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霖

无论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还
是在公司本部；无论是作为运行岗位
的值班员、值长，还是项目经理、公司
生产部副部长，刘新都兢兢业业、一丝
不苟。自从199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
垞电公司，刘新就扎下了根，25年初心
不变，写下人生路上一个个精彩的瞬
间。

孟加拉国希拉甘杰项目商运服务
进入最后技术指导期，安全生产的担

子越来越重。身为项目
经理的刘新丝毫不敢放
松，天天盯住现场，不放
过任何蛛丝马迹。有一
次，#1余热机组准备停
机，一个看似微不足道

的参数变化引起刘新注意，凭借多年
经验，他迅速作出判断并进行排查，发
现机组停运后轴封供汽减温水被孟方
人员误开。由于发现及时，处理果断，
避免了一起汽轮发电机组大轴弯曲恶
性事故的发生，刘新获得CMC项目负
责人好评。去年5月25日凌晨1时30
分，机组突然跳闸，接报后刘新迅速赶
赴现场检查。确认是润滑油位低保护
短时误动跳机后，他立即采取有效措
施，机组很快恢复了运行。

在刘新的带领下，去年，希拉甘杰

项目部年度内实现机组安全启、停机
38次，处理重大异常停机事故18次，
发现并处理各项设备缺陷、问题232
项，4人获得甲方嘉奖。

在异国他乡创业，对家的惦念更
为强烈。为让海外职工安心工作，刘
新精心组织，努力建好“海外家”,温暖
海外职工的心。他积极协调甲方，在
宿舍安装了无线网。与家人视频，成
了职工缓解思家情绪的重要方式；组
织集体秋游，举行快步走、羽毛球比赛
等活动，丰富了职工业余生活；他甚至
放弃休息时间，研究菜谱，采购新鲜食
材，担任起大家的厨师……温暖贴心
的“海外家”，把项目职工团结在一起，
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合力，提升了服务
质量，在海外成功打响了“垞电”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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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奋斗书写精彩人生
——记徐矿劳模、垞垞电公司生产部刘新

高质量发展新实践

本报讯（通讯员 董博）5 月
19日，沛县政协党组书记、副主
席揭月华带队到郭家河煤业公
司，就矿区融合发展、生态治理
等进行调研。

在郭家河煤业公司，沛县政
协考察组听取了企业建设、矿井
装备、矿区生态治理、解决当地
劳动力就业、参与地方扶贫脱
困、融入地方发展等方面的情况
介绍，对该公司的矿井建设及生
态环境治理工作充分认可。揭
月华说，郭家河煤业公司作为苏

陕两省的合作典范，建设标准
高，理念先进，改变了传统煤矿
企业的形象。特别是在矿区生
态环境治理、企地关系融合、用
工本土化及扶贫脱困等方面有
很多经验值得学习。沛县与徐
矿集团在地企融合发展、矿区生
态治理等方面大有文章可做，将
积极借鉴先进矿山的丰富经验，
不断转变思路，在推动企业发展
的同时，积极开展县域生态治
理，保障地方与企业高质量发
展。

沛县政协考察组
到郭家河煤业公司调研

本报讯（通讯员 高源 李明
生）5月 21日，天山矿业公司团
委被授予“2017 年度全国煤炭
行业红旗团委”称号，成为集团
唯一获此殊荣的团组织。

去年以来，天山矿业公司团
委以“争当建设新徐矿排头兵”
为主题，积极打造“凝聚青年、服
务大局、当好桥梁、从严治团”的
四维工作格局，深化“青春建功
新天山”主题活动，发挥广大团

员青年在企业转型发展中的生
力军作用，汇聚青年群体创新创
效促发展的智慧和力量。坚持
服务至上，助推青年成长成才；
突出安全生产，实施“青年安全
护航”工程，引导团员青年时时
讲安全、处处保安全；拓宽活动
空间，精心打造青年职工品牌，
先后有6名青工被评为“最美俄
矿人”，1名青工被评为“最美徐
矿人”。

天山矿业公司团委获评
“全国煤炭行业五四红旗团委”

本报讯（记者 王亚男）徐矿集团
将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作为推动安
全生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周密
部署、精心安排，以“生命至上、安全发
展”为主题，着力增强全员应急意识、
提高安全素质、落实各级安全责任、提
升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水平，为企业
高质量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环境。

为确保活动取得实效，徐矿集团
要求各单位成立组织机构，完善工作
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扎实有效推进。
在做好日常安全宣传教育培训的同
时，突出活动主题，通过开展现场咨
询、发放宣传单、安全知识竞答、安全
知识牌板展等活动，大力宣传安全发
展理念。在“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
集团安监部将邀请专家学者举办1期
专题讲座，各基层单位组织1次党委中
心组专题学习，举办1期专题安全大
课，基层区队（车间）组织1次学习讨
论，排查分析职工在安全意识、岗位履
职、隐患排查等方面存在问题及原因，
制定保障措施，确保整改到位。扎实
做好安全改革发展、依法治安、安全典
型、科技强安等系列专题宣传，凝聚安
全发展正能量。以“安全生产月”活动
为契机，推进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进机
关、进基层、进家庭。充分利用各种资
源，制作安全知识图册，推出“身边的
安全随手拍”作品，推动“三进”活动落
地见效。组织职工观看全国“安全生
产月”主题宣教片和警示教育片，提高
教育活动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在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中，徐
矿集团将其融入安全生产重点工作，
要求各生产矿井和非煤企业咬定安全
生产标准化创建目标，压紧压实责任，
保障必要投入，保持动态达标，确保各系统、各条线、各岗位、各流程全面
标准化，提升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水平。响应“城市安全发展共建共享”
号召，融入地方安全发展大局，实现人人参建、人人共享。“安全生产月”
期间还将开展违章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及应急救援救灾演练。各单位安
监部门通过深入开展明查暗访，重点整治违反安全规程、技术规定和规
章制度等行为，无措施施工、规程措施不落实等问题，干部违章指挥、职
工违章作业等现象，狠抓反面典型，强化责任追究，形成严抓严管的声
势。利用职工安全活动组织学习安全生产应急预案，让每位职工知晓应
急措施、避灾路线、自救互救方法，增强职工应急意识，提高实战状态下
的应急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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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孔文

5月初，一则发生在美丽贾汪的重
磅事件广受关注。由江苏省教育厅、国
土厅、环保厅和徐州市政府联合主办，徐
矿集团和中国矿大共同承办的江苏教育
界与产业界对话对接活动隆重开幕，“创
新引领发展，产教深度融合，推进城市转
型，共建美丽中国”成为本次活动的主
题，吸引了来自国内政产学研各个领域
的领导、嘉宾300余人共聚一堂，深入交
流对接。

活动中，徐矿集团以“融入地方，协
同发展，以系统化思维打造百年煤企转
型‘徐矿样本’‘全国典范’”的思路，博得

了满堂彩。徐矿集团与地方共同推进生
态修复和产业振兴协同发展的做法，更
是受到了国内资源型城市和传统煤矿企
业代表的关注。

“鹭影飞舟何处饮，池杉岸柳初成
荫。潘安五月雨蛙鸣，璀璨榴花千里
沁。”5月的潘安湖美不胜收。作为政企
协同、生态修复的典范，利用采煤塌陷地
建设的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让前来参
观的人啧啧称赞。望着湖阔景美、绿林
成阴的潘安湖景区，抚顺市副市长朱光
明十分感慨，“抚顺和徐州同为资源型城
市，面临的难题类似。徐矿与徐州市政
府协同打造的生态湿地样本，为我们这
些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提供了经验，增

添了信心。”
作为一家具有136年历史的“百年

老店”，在徐州本部资源逐渐枯竭的形势
下，面对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新要求，
徐矿集团坚持新发展理念，运用系统化
思维，积极融入地方发展，全力推进煤业
由内向外转、业态由散向聚转、资源由废
向宝转、生态由灰向绿转，协同开发战略
资源，携手推进合作共赢，着力把采煤迹
地变成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以徐矿
老煤炭基地转型，促进徐州老工业基地
振兴，写好资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发展
大文章。

矿井关闭了，存量资源怎么办？面
对这个几乎所有资源型城市都在苦苦思
索的问题，徐矿集团拿出了“徐矿方案”，
探索出了“徐矿模式”。去年下半年以
来，抢抓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建设机遇，
以满眼都是资源的战略理念，积极盘活

土地、采煤塌陷地、铁路、电网等存量资
源，实现资源再生、生态再造、产业协同，
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为提升转型发展层次，徐矿集团搭
建了“企企合作、银企合作、校企合作、政
企合作、研企合作”五大平台，全面开展
对外合作，借助外部智慧，助推企业转
型。合作平台的建立，让徐矿集团的“朋
友圈”不断扩大。贾汪区、泉山区以及新
疆、陕甘片区当地政府……一次次洽谈，
一场场拜会，一份份协议，见证了徐矿融
入地方谋发展的决心和魄力。就在几天
前，徐矿集团与中国移动江苏分公司这
对“老朋友”又有了新合作，双方相约在
信息化建设上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共同
开发基于互联网+、物联网、云服务的服
务产品，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关
系，实现互惠共赢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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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矿：“融”出新优势“合”出新活力

本报讯（通讯员 刘允侠 刘波）5月 17
日，江苏华美热电公司淮海大数据中心荣获
CQC（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数据中心场地基
础设施评价增强级（GB50174 A级）认证。

该评价认证历经检测、现场审核与见证、
获证后的监督三个部分，是全面衡量数据中
心总体性能的质量认证体系。截至目前，全
国取得增强级（GB50174 A级）证书的数据
中心为31家。

淮海大数据中心场地基础设施评价认
证，涵盖建筑、楼宇自控系统、消防系统、设备
布局、环境、空气调节等多个方面，对各子系

统均有量化的指标要求。华美热电公司从项
目立项开始，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在设计阶
段，建设方专业人员及设计院设计人员按照
国家标准对每一个子系统进行充分讨论、规
划、分析、设计；在施工阶段，建设方、监理方、
施工方克服工期紧、任务重的困难，严把质量
关、狠抓工程质量，为后续数据中心测试验证
工作打下坚实基础。第三方测试单位历经图
纸研读、现场查验测试、项目整改结
果确认、汇总分析报告生成等多个阶
段，经过近一个月严格的测试验证，
认为数据中心各项性能指标均优于

规范标准，顺利通过CQC数据中心场地基础
设施评价增强级（GB50174 A级）认证。

通过此次认证后，客户可以通过质量认
证中心官网对淮海大数据中心进行查询。淮
海大数据中心也可借此寻找合作伙伴、代理
商及其他客户资源，在行业内逐渐形成淮海
大数据中心为高等级、高可靠的数据中心共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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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拂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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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攻关排头兵

▶详见3版

张双楼矿

华东机械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