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丢失声明

综合新闻02 编审：李素梅 责编：陈颖 2019年2月12日

坚
定
信
心
不
动
摇

敢
于
担
当
展
作
为

◎本报记者 孔文
实习记者 张炜玮 李本领 周川翔 柳絮

欢乐吉祥闹新春，喜气洋洋又一年。
当守岁的欢笑声声响起，千家万户都沉浸
在吃团圆饭、看春晚、走亲访友的喜悦中，
享受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刻。在天山南
北、渭水河畔，有一群徐矿人为了“大家”，
舍弃“小家”，默默地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为千家万户的团圆和美满奉献自己的责
任担当，成为春节里一道风景线、最美的

“敬业福”。

坚守岗位 只为“点亮”万家灯火

受访者：华美热电公司发电运行部值
长 安鹏

农历大年三十上午，华美热电公司运
行部机声隆隆，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设
备检修、发电运行、燃料保障……如果不
是厂区内挂上了红灯笼，贴上春联，办公
室里挂上中国结，忙碌的职工似乎忘记了
春节的到来。

“我们肩负着发电和徐州西区60多
个小区的供暖重任，春节期间，我们要守
护万家灯火、保障西区百姓温暖过节。”安
鹏说，今年春节是他在岗位上度过的第
13个春节。

上午7时10分，离正式上班还有20
分钟，安鹏打开了微信视频，给远在内蒙
古家乡的父母拜年。“我是内蒙古人，由于
工作原因，我已经13年没有和父母在一
起过春节了。”说起过年，安鹏心里有着对
父母的亏欠。

上午8时30分，电气运行人员汇报：
“报告值长，运河泵房#2线路保护动作开
关跳闸。”与此同时，运河值班人员电话汇
报：“运河泵房失电，厂区补水中断。”“检
查备用电源是否正常，采用‘先拉后合’的
方式立即启用备用线路，一定要保证供暖
和机组的安全运行！”安鹏当机立断，同时
联系检修人员查找线路故障原因。

接到电话后，检修人员立即准备维修
工具、维修材料。“从我们电厂到京杭运河
的补水泵站线路有十几公里，故障点可能
在这十几公里的任何一个地方，检修难度
可想而知。”安鹏在做好汽机、电气、锅炉、
化水、环保、燃运等工作协调调度、异常处
理的同时，不时调度检修进展，终于在下
午1点检修人员找到了故障原因，此时安
鹏的心才放下。

“春节期间，为了保障供电和供暖正
常，我们从人员、设备两方面入手，确保了
发电、供暖可靠运行，实现了客户‘零投
诉’‘零停电’目标。”安鹏自豪地说。

“我的坚守是为了让更多人平安过
年！”

受访人：三河尖矿35KV变电所值班
电工 王赛赛

除夕中午，三河尖矿35KV变电所值
班电工王赛赛在食堂简单吃完饺子后，赶
忙来到工作岗位。作为要害场所，变电所
事关全矿用电安全，必须保持时刻有人在
岗，除夕也不例外。今年，为了让家远的
同事回家过年，王赛赛跟同事韩顺主动承
担起了除夕当天的值班工作。

“新年快乐！”王赛赛和韩顺互拜早年
后，收起手机，迅速进入工作状态，一丝不
苟地例行检查绝缘工具、红外测温仪蓄电
状况、消防器材……

下午4时，当班的第一次记录，在韩
顺的帮助下，王赛赛认真地从电脑屏幕的
接线图系统上读取表底数据，虽然节日停
产，用电量相对稳定，但用电“大脑”的运
转一点不能含糊，运行日志、运转日志、日
用电负荷曲线表，两人将数据一一准确记
录，精确计算。下午6时许，正是千家万
户团圆的时刻，王赛赛穿戴好绝缘手套、
绝缘鞋，对35KV的主变开关、母线、刀闸
等要害部件进行细致检查。“保障更多的
人平安过年，我觉得很骄傲！”

细心再细心 做安全的守护人

受访者：新安煤业公司通风工区通风
员 梁红强

除夕这天，当大多数人全家团聚的时
候，新安煤业公司的通风员梁红强早已来
到了工作岗位。上午7时许，他换好工作
服，背起工具包，带齐瓦检仪、风表、抽气
机、多种气体检测仪等装备，开启了他的
春节第一班。10时30分，梁红强已经巡
查完轨回联巷、轨道石门等场所的通防设
施，来到5202工作面开始每班例行的瓦
斯检验。“该巷道煤体容易氧化产生一氧
化碳，所以每班都要细心再细心，检查气
体变化情况，逐个标记升高点并及时汇
报。”在现场他与瓦斯员一起用瓦检仪、多
种气体检测仪、抽气机等仪器仔细检查核
对工作面回风流、回风隅角、采空区束管、

架间中的一氧化碳、乙烯、氧气、瓦斯等气
体浓度，并对照前一天检查数据进行分
析，认真填写牌板。

“我们要根据春节期间工作面停采通
风措施要求，进行现场风量调控，确保矿
井安全。”梁红强坦言，“这是我第二次在
井下过年，一定尽职尽责，让组织放心，让
工友安心，做安全的守护人。”

大年初一巡检 夫妻“背靠背”很温暖

受访者：长青能化公司运行部运行主
任 杜顺龙

大年初一，长青能化公司运行部运行
主任杜顺龙8点就来到了岗位。开完早
会布置完当天的工作，他戴上安全帽开始
了巡检。

“越是放假越是关键期，更要保证设
备的平稳运行。”设备运行的轰鸣声中，杜
顺龙巡检更加仔细。为了保证设备在放
假期间的平稳运行，工作人员提前对故障
设备进行检修，但是杜顺龙不敢掉以轻
心。想到气化捞渣机在几天前的检修中
更换了链条，他准备再去检查一遍。当看
到气化捞渣机上显示电流等工艺参数均
在正常范围，他才放下心来。

忙碌中时间过得很快，下班后，杜顺
龙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搭上回家的班车，而
是在职工宿舍住了一晚，“妻子今天值夜
班，明天下班我们一起回去。”原来，他和
妻子都是一上班就直奔岗位，即使离得那
么近，除夕这天，两人竟然没能见上一
面。“虽然没见面，但我能感受到她离我很
近，这份温暖很真切。”杜顺龙告诉记者。

最美最美““敬业福敬业福””激扬激扬““家家””情怀情怀
卜宪狄，中共党员，2018

年被公司评为“优秀共产党
员”；代表采煤工区参加公司
举办的“12·.8”安全警示教育
知识竞赛，获得第一名。

集团第八次党代会即将
召开，作为一线技术人员，我希望党代会更加关注矿
井综合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先进自动化开采技术的
引进，以及生产设备的更新换代等问题。通过积极
推进煤矿采煤工艺改革和技术改造降低生产成本，
降低事故率，实现创新创效，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王润生）

新安煤业公司采煤工区技术员 卜宪狄

本报讯（通讯员 刘兴洋）
“项目部为我们准备了五香牛
肉、红烧排骨、辣子鸡，让我们
共同举杯，迎接企业美好的明
天！”春节期间，坚守在赛尔能
源公司六矿检修岗位的江苏省
矿业工程集团的职工快乐地吃
着年夜饭。

针对近千名职工节日期间
坚守岗位的实际，该公司各级
党组织把职工的冷暖放在心
上，采取多种措施，让他们欢乐
过大年。矿建分公司郭家河项
目部为职工准备了牛肉、大虾、
糖醋鱼等美食；矿业分公司红
石岩煤矿为63名留守职工提供
水饺，并在除夕夜组织职工欢
聚在一起吃年夜饭。“留守兄弟

齐上阵，包饺做饭很热闹。菜品丰盛味道美，异
地他乡过大年……”建筑分公司双峰道项目部组
织职工包饺子比赛，大家积极参与，欢乐幸福。

为营造过大年的喜庆氛围，该公司基层单位
开展了各种活动。矿业分公司西川煤矿举办了
拔河、飞镖、套圈等职工喜闻乐见的活动；花草滩
煤矿开展“喜迎新年写春联，情暖矿山送祝福”活
动，写出了职工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安装分公司
俄矿保运项目部75名职工春节期间坚守矿井施
工岗位，项目部购买了毛巾、香皂、红糖茶等物
品，让家属到一线慰问亲人。与此同时，还组织
家属与职工一同包饺子、做美食。

“公司把我们放在心上，这是我们最大的幸
福，更是工作的动力。”红石岩煤矿调度室职工袁
美松开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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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煤业
公司开展套圈、
纸上拔河、袋鼠
跳、神手速等趣
味活动，营造了
欢乐喜庆的过
节氛围。

通讯员
李拴龙 摄

为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
围，春节前夕，徐矿综合利用发电
公司工会组织职工在职工食堂开
展“我包你吃迎新年”包饺子比
赛。图为比赛现场。

通讯员 韩遗龙 刘聪 文/图

◎实习记者 张岩

“叮铃，叮铃”，六点的闹钟准时响起，
张小彬快速起床洗漱出门，乘坐通勤车赶
往单位，又开始了充实而忙碌的一天。

张小彬是长青能化公司中控副操，气
化装置生产系统、设备运行操作、数据监
控是他的主要工作内容。“翻看DCS画

面，及时发现系统运行和数据
出现的异常情况，进行分析判
断，及时作出调整和协调处
理，消除异常情况，确保气化
装置生产系统和设备安全稳
定运行，为公司创造最大效

益。这是我的职责！”张小彬清楚自己岗
位的“分量”。

作为长青能化公司首批招聘的大学
生，张小彬对自己要求分外严格，不断为
自己充电，刻苦钻研技术。去年，他还夺
得集团职工技能大赛气化操作工组冠
军。在同事们眼中，张小彬是个“好奇宝
宝”，总是爱问问题，机械人员维修设备时

会询问相关知识，仪表人员检查时会问仪
表方面的问题，电器人员维修时会问一些
电器知识……正是这些“杂”知识，帮助张
小彬解决了工作中遇到的一个又一个问
题。

“气化系统复杂、容易出问题。”张小
彬说，“摸准了它的脾气，才能和谐相处。”
有一次，气化装置生产系统倒炉，刚完成
检修投入生产的气化炉半负荷投料后，三
个液位计一直处于低限附近，无法加载负
荷。一旦加负荷液位就会持续降低，若低
于低限就会触发系统安全，导致生产系统
停车。当值的工作人员忙碌了一整晚，没
能成功排除障碍。接班后的张小彬对系

统进行了细致全面检查，同时了解到三个
仪表模盒都是新更换的，一个想法浮上心
头：会不会是软件出现了问题？想到以前
阅读过的资料，他立刻向同事提问：“新更
换的模盒有没有进行参数设置？”一句问
话找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参数设置完成
后，仪表液位计马上恢复正常，生产系统
可加载负荷，很快恢复了满负荷生产。“小
彬真是当之无愧的技术冠军！”当值的同
事竖起了大拇指。

“严谨，爱琢磨业务，任劳任怨，技术
好！”同事们很喜欢这样的张小彬。“我要
不断鞭策自己，迎接更多更新的挑战！”张
小彬还在努力。

张小彬：学不厌“杂” ● 陈保停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YP518车辆的行驶证丢失，声明
作废。

● 徐州市出租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驾驶员王刚因不慎将
车号为苏CE5364车辆的履约合同保证金发票丢失，票号：7320815，
金额：5000.00元，日期：2018年1月23日，声明作废。

● 李召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S0527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丢
失，声明作废。

● 杨新红因不慎将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320303600104607，声明作废。

● 徐州市顺捷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9968E
车辆的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徐01508399，声明作废。

● 张之东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ND596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
丢失，声明作废。

● 桑桂宝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M625H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
丢失，声明作废。

● 刘冠军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DS772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
丢失，声明作废。

李星星，中共党员。

集团第八次党代会即
将召开，今年是集团上下推
进转型发展的关键之年，作
为电力板块的一名职工，我
希望集团领导班子继续以发

展的眼光、系统化思维探索徐矿高质量发展之路，多
关注一线职工，加速推进“五班三倒”出勤制度实施，
坚定不移地增进民生福祉，提高职工幸福指数，用

“家”的温暖聚人心、留人才，绘制发展新蓝图。
………………………………（实习记者 柳絮）

华美热电公司运行一值锅炉副值 李星星

牢记嘱托 继续努力
争当全国行业同类矿井标杆

上接1版
新的一年如何再展新作为？

对此，张建华胸中自有一盘棋，
“我们2019年的工作目标是杜绝
重伤及以上人身事故和二级及
以上非伤亡事故，实现安全生
产；全面完成集团下达的生产经
营指标；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建
设全面动态达标；职工收入增长
与效益增长同步。”任务艰巨，使
命光荣，如何才能保障落实？张
建华告诉记者：“今年我们将从
五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树立

‘零伤亡’目标不动摇，强化安全
基础管理，全面构建安全生产责
任体系、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加强隐患排查整改、完善井
下应急避险‘六大系统’。二是
提升系统保障能力，从容有序组

织生产。紧抓煤炭龙头指标，优
化生产布局，加快矿井开拓延
伸，保障采掘生产有序衔接。三
是推进经营管理创新，拓宽外创
发展空间，通过实施精细化管
理，坚定不移抓好煤质，积极寻
求托管项目，确保企业健康可持
续发展。四是强化政治引领，推
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创新党
建工作实践载体、坚持全面从严
治党、以满眼都是人才的理念加
强干部队伍建设。五是持续抓
好民生改善工程，牢固确立‘以
职工心为心’的为民情怀，启动
实施降温系统扩容改造工程、延
伸负 830m至负 1000m降温系
统、负 500m至负 260m猴车安
装等民生实事，努力交出一份优
质的民生答卷。”

春暖徐矿 欢喜过年

本报讯（通讯员 张贞启）为
更好地倾听民声、集中民智，使民
生实事更贴近职工心愿，切实解
决好职工最期盼、最迫切的利益
问题，近日，赛尔能源公司面向全
体职工开展征集2019年重点民
生实事活动。

近年来，该公司按照“普惠
职工、擦亮明片、长远发展”的定
位，工作中以人为本，时刻把群众
呼声和需求作为决策的主要依
据，坚持“走小步、不停步”，千方
百计加大民生投入力度，根据轻

重缓急，重点选取职工反映最强
烈、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以及对企
业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的民生实事
项目。此次征集的范围主要围绕
职工收入、身心健康、素质提升、
文化生活、后勤服务、探亲及年休
假费用报销等方面，要求各单位
利用班前会、职工活动广泛宣传
引导，发放征集意见单，原汁原味
汇总职工的愿望，力争民生民事
项目受益面广、影响力大，经过努
力2019年能够完成、职工能切身
体会到获得感。

赛尔能源公司
倾听民声 集聚民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