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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何爱平）“郭家河煤业公司工作面
淋水加大，我们要抓紧与矿上联系，详细了解各类水泵
库存和使用情况，同时联系水泵生产厂家，提前做好应
急采购准备……”2月14日，物资供销公司得知郭家河
煤业公司工作面淋水加大后，立即召集材料科、设备配
件科、机电产品科、采掘装备科等业务科室负责人，制定
应对措施。

“我们急需钻头、钻杆、连接器各500套，请抓紧帮助
采购发过来。”2月16日下午，该公司机电产品科人员接
到了郭家河煤业公司供应科职工杜少敏的紧急电话后，
立即联系生产厂商，将其库存的200套钻头、钻杆、连接
器快速发往郭家河煤业公司。“抢险物资破碎机配件、排
沙电泵4台、轮胎20条、￠12圆钢、聚乙烯排水管、气动
隔膜泵2台、风泵10台，务必今天装车发出，谢谢。”2月
18日上午9时02分，郭家河煤业公司业务人员通过“徐
矿物供群”、QQ群报了急用物资计划。该公司迅速组织
业务人员和仓储服务中心职工下单子、签合同、备货、配
送，18日下午16时15分，将11.4吨圆钢、550公斤聚乙
烯排水管、40件军大衣、4台隔爆型潜水排沙电泵、轮胎
等应急物资装车发往郭家河煤业公司。与此同时，根据
郭家河煤业公司急用1台250型排沙泵的实际，该公司
及时了解到山东某矿山设备公司存有一台现货后，立即
启动绿色应急采购方案，于2月19日16时12分，连同
10台风动潜水泵、2台气动隔膜泵等货物一并装车发往
郭家河煤业公司，保证了井下排水所需。

物资供销公司
应急保供助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高源 丁强）天山矿
业公司党委团结带领党员干部职工攻坚
克难，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去年来，
该公司党委荣获集团“先进党委”称号。

加强党支部建设。该公司党委坚持
把提升基层党支部书记素质作为加强党
支部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方面积极输送党
支部书记参加集团组织的培训班；一方面
定期组织党支部书记学习国有企业党建
工作、党支部工作指导手册及基层党组织
标准化建设等书刊杂志，深刻领会党支部
建设工作内涵。定期组织党群部、纪委对
基层党支部书记进行履职评估，举办新时
期党支部工作试点现场观摩推进会，组织

20多名党支部书记、政工部门负责人观摩
学习洗选厂、综采一区党支部工作经验，
对标找差，制定整改措施，增强工作的主
动性和创造性。

提升队伍素质。该公司党委不断深
化“三讲”教育、“解放思想大讨论”、整治

“为官不为”等活动，组织基层班子围绕
本单位、本岗位工作实际，通过开展批评
与自我批评，深刻查找剖析自身思想认
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定期督察，通报检查整改效果，对岗
位履职效果不明显、整改不力、群众反映
强烈的及时调整，先后调整了副科级以
上领导干部40多人次，新提拔任用副科

级领导干部25人次，提升了班子队伍素
质。综采二区党支部坚持把干部工作作
风与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紧密结合，班
子成员紧盯现场关键处，在工作面路途
远、搬家、过断层、材料道压力大需卧底
的情况下，去年，安全产煤272万吨。掘
进一区党支部班子成员克服四个掘进头
条件复杂、新工人多、工作范围广、管理
人员紧张等困难，做到每个施工现场必
到、关键环节必盯，重点难点带头干，始
终保持安全生产标准化动态达标，进尺
水平居于公司先进行列。

发挥模范引领。该公司要求党员佩
戴党徽，建立党员标识、党员示范岗，关

键时刻吃苦在前，冲锋在前。在地面塌
陷区裂隙增大威胁井下安全时，组织200
余名党员主动参加义务奉献，冒风雪、战
酷暑，登山填埋裂隙，保证了矿井安全生
产。在矿井产能核增和创建国家一级安
全生产标准化矿井过程中，党员利用班
后时间义务奉献6000个小时，参加矿井
系统改造，助力顺利通过验收。即将退
休的集团“劳动模范”、机关二党支部书
记、生产技术部副部长严文龙，每班在井
下上下山步行20余里，现场抓落实，树立
了党员的良好形象。去年来，有10名职
工加入了党组织，30余职工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

天山矿业公司

党建引领 护航发展

◎通讯员 李亮 鹿鸣

张双楼矿物供公司主任杜荣强，分管11
个车间物料设备加工修复工作。他积极修旧
利废，创新改造，被大家称为“扣门儿”的“大
管家”。

修旧利废大显身手。杜荣强经常对职工
说：“没有不能利用的东西，就看你是不是有
一颗节约的心。”近年来，杜荣强协助物供公
司建立健全了矿用物资、材料入库保管、领用
发放、自制加工、修旧利废等一系列规章制
度，用制度扎紧材料管理的口子。平日里，杜
荣强被同事们戏称“废品收藏家”，维修任务
不紧张时，他就会组织人员到废旧材料堆里
挑拣可再利用的废旧材料。“有时一个小配件
就能解决出现的问题。”指着库房里专门精心
挑拣出来的废旧物料，杜荣强说。

去年，为节约新材料费投入，矿煤巷掘进

需要把报废皮带切割成宽幅11厘米的长条
状，代替直径16毫米圆钢焊接的托片。杜荣
强带领车间职工参加了此项革新工作，仅用
3天时间，就在原本皮带切条机做电缆钩的
基础上，增加了一台回柱小电绞为动力，改制
出分切长条皮带机器，宽度尺寸随意可调，2
个人就能操作运转，一次最多可以切割整长
皮带近百米，出成品拓片600多米，设备投入
使用后共加工皮带拓片4054条，节约新材料
投入9.3万元。据了解，去年以来，杜荣强分
管的车间累计修复、投入全矿井上下设备、物
资百余种，为矿节约成本上千万元。

有了金刚钻敢揽瓷器活。随着矿井开采
水平的不断延伸，井下地质条件复杂多变，之

前应用的钢筋托梁已逐渐不能适应，生产技
术部门提出用握弯钢筋焊接，而矿上的设备
无法自制加工。针对这一情况，杜荣强带领
技术人员利用改制的握弯机加工模具，制造
出了铁鞋圈模具。以往每人每天加工30个，
现在每人每小时加工100个，提高了工作效
率。去年以来，杜荣强带领相关人员陆续把
150皮带牙箱慢速改快速16台，修复皮带急
停开关120台，仅此两项就为矿节约开支30
多万元。

服务一线作贡献。“井下设备损坏了，生
产就得停。作为服务单位，我们必须24小时
待命，确保及时提供生产单位所需的备品配
件。”去年8月份，井下急需800型H架，如果

外购，购货周期较长。为不影响正常生产，杜
荣强开动脑筋，带领职工班后利用淘汰的
600型H架加工改造急需的800型H架300
个，既解决了紧急生产所需要的物资，又为矿
节约材料购置费3.6万元。

只要工作需要，杜荣强随喊随到。去年
11月11日正值周末，晚上7点多，正在单位
值班的杜荣强接到掘进三区井下两帮片帮，
亟需20件支护锚索托梁的加工任务。时间
紧任务重，杜荣强立即调集班组人员到矿。
他们把槽钢切割成3米长，再进行割眼焊接，
共加工了20件，当运到井下时，时间已经指
向了凌晨2点30分，又累又困的几个人才顾
上歇息。

作为一名党员，杜荣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着责任和担当，不仅带出了一批材料设备
自制加工的技术人才，也为企业创造了实实在
在的效益，该矿干部职工纷纷为他点赞。

“抠门管家”杜荣强

三河尖矿深入贯彻落实徐矿集团2019年工作会议精神，用
于指导工作实践，推动转型发展。图为近日该矿女工委员到基层
车间开展形势任务宣讲活动。 通讯员 刘新 摄

学好精神
指导实践

本报讯（通讯员 刘兴洋）为进一步统一思想、鼓舞
士气，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以领导带头、分层组织、层层
联动的形式，掀起形势任务教育热潮，助推企业安全高
效发展。

讲清形势，补足动力。该公司党委举办集团工作会
议精神集中宣讲会，党委负责人主讲，同时领导班子成
员深入基层单位分片讲，切实讲清面临的困难，层层传
递发展的压力，增强干部职工的责任感、紧迫感。

深入解读，讲透任务。围绕目标任务，该公司机关
制作了14块牌板、4条横幅，安装分公司制作6块牌板、
2条横幅，对发展任务全面宣传、深入解读，并在网站、江
苏省矿业工程集团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及时报道各单位
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具体行动和工作措施，营造了学习
任务、明确任务、认领任务的浓厚氛围。矿业分公司召
开视频会议，向干部职工讲解新年的目标任务，调动大
家的积极性。

明确路径，集结动力。该公司安装分公司核桃峪项
目部将公司新年的发展举措、党风廉政建设暨作风建设
推进会上的要求向职工宣讲，并以会议精神为指导，制
定了每班8人吊挂电缆600米的施工任务，加快推进井
下动照网工程进度。红石岩煤矿深入推进精细化管理，
全面打造“有亮点、无死角、全覆盖”的安全生产标准化
体系。同时，制定《安全文化再深化实施方案》，把35项
具体工作逐条明确责任，制定保障措施，狠抓督促落实、
确保取得实效。

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
层层宣讲聚合力

◎通讯员 王文

近日，徐州华东机械公司职工
王继龙、曹莉娜、杨城、曹琪4人在
下班途中勇救车祸人员的事迹，在
公司相互传颂，并夸赞他们用实际
行动践行了新时期“徐矿好人”“华
东好人”精神。

元月31日晚上6点30分，王继
龙、曹莉娜、杨城、曹琪4人下班，途
经徐州市矿山路徐矿总医院机械厂
分院门口时，突然听到一名女子的
救命声和孩子的哭喊声，曹莉娜迅
速反应：快去救人！边说边与王继
龙、杨城、曹琪一起直奔事故现场。
原来是一辆从西向东行驶的轿车右
拐进入徐矿总医院机械厂分院时，

将同向驾驶电动车的母女二人撞倒
在地，伤者左脚被压在轿车右车轮
底下不能动弹，正一边呻吟，一边呼
喊救命。坐在电动车上的小孩被甩
出2米多远，鞋子撞掉，躺在地上不
断哭喊妈妈，坐在轿车里面的司机
惊慌失措。

4人赶紧上前，合理分工，一场
紧急营救行动瞬间展开。杨城凭
着娴熟的驾驶技术将轿车慢慢地
向前移动，防止伤者二次受伤。王
继龙、曹琪将伤者的左脚慢慢抬出
来，并让伤者提供家人联系电话，
曹莉娜抱起躺在地上的孩子，为其
穿上鞋子，不断对受惊吓的孩子进
行心理安抚。杨城将车移开后立
即拨打120急救电话。由于当时

正值下班交通高峰期，大约30分
钟后，伤者的家人和120救护车同
时赶到。王继龙等4人积极配合
120救护人员以及伤者家人一起
将伤者抬上救护车，待120救护车
驶离事故现场后，他们才松了一口
气。

王继龙、曹莉娜、杨城、曹琪4
人还没有从紧张的营救工作中回过
神来，这时从矿山路东边快速驶来
一辆载有3名年轻女孩的电动车直
接冲向4人。由于躲闪不及，电动
车撞上杨城，造成右手手腕被电动
车玻璃镜刮出一道血口。三名女子
停下车后，不断赔礼道歉、询问伤
情，并掏出现金给他们，被当场婉言
谢绝。

紧急营救获点赞

本报讯（通讯员 王青青）百
贯沟煤业公司立足“家”文化建
设，坚守“为民情怀”，切实解决
职工工作、生活难题，确保职工
队伍稳定、思想稳定。

住宿质量有保障。住宿难
曾经是该公司的难题，去年5月
份，投入资金将闲置的办公楼
改造为职工宿舍，倾心建造温馨
的“职工之家”，两人房间宽敞明
亮，配备崭新的床铺、桌、椅和柜
子，并在冬季来临之前安装了
空气热源泵，实现 24 小时供
暖。强身健体有去处。在原有
乒乓球、台球、棋牌等健身益智
活动项目的基础上，增购了跑
步机、动感单车、肌肉拉伸器材
等，丰富了职工班后生活。文
化生活促和谐。今年春节期

间，该公司开展文艺汇演、送春
联、猜谜语、套圈等活动，同时
组织女工到井口送水饺、送元
宵、送祝福，营造欢乐祥和的新
年氛围。工会、团委等群工组织
夏送清凉、冬送温暖活动不间
断，夏季举办乘凉晚会，丰富职
工文化生活。公用WIFI全覆
盖，在职工宿舍、工广、人行道
路上，随处可见职工和亲人朋
友视频的场景。

该公司近日召开的一届四
次职代会上，列出了新一年“为
职工之家安装风扇”“组织劳模
先进疗休养”“为基层单位会议
室安装投影仪”“加大职工技能
培训基地投入”等 8项民生实
事，制定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
确保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百贯沟煤业公司
倾心建“家”促和谐

本报讯（通讯员 张贞启）赛
尔能源公司以“家”文化创建为
载体，制订多项措施普惠职工，
增强职工自豪感、获得感。

去年以来，该公司从摸家底、
查家情、明家况开始，深入生产现
场，走进职工宿舍，了解每位职
工生产生活状况、技术特长、思
想动态等；先后召开各层面座谈
会6场，倾听职工所思所盼所
愿，解疑释惑，对于职工反映的
80余条意见建议逐一排定时间
表，落实责任人。利用“我的赛
尔我的家”微信公众平台开辟

“家”文化建设专栏，开展“我爱
我家”征文、安全家书传递、安全
巡回演讲等活动，制作“全家福”
照片影集和“温馨家园”展板放在
职工工作生活场所，使“家”文化

理念扎根职工心中。
积极改善职工工作与生活

条件，为职工宿舍配备洗衣机，
安装热水器和无线网络，重新定
做床上四件套，提供饮水机及桶
装纯净水。传统节日给一线职
工送粽子和鸡蛋、月饼等。组建
食堂菜价管理小组，每月核准食
堂菜价，确保职工吃得经济实
惠。建立职工健康档案，每年2
次组织职工免费健康体检；完善
职工生日档案，为职工免费理
发，召开家属座谈会，增强职工
对“家庭”的责任意识。注重扶
贫帮困，为53名职工子女发放
13余万元助学资金；利用职工
书屋，实施阅书益智工程，为大
学生赠书，使职工政治上安全、
精神上富足、生活上富裕。

赛尔能源公司
为民送福暖人心

本报讯（通讯员 孙新民）庞
庄矿始终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以建设“家”文化为抓手，
量力而行，综合施策，办实事，惠
民生，解决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
办成一批民生实事。

该矿把职工当家人、当亲
人，去年在经济紧张的情况下，
多方筹措资金，按时足额发放职
工工资，全矿在册职工收入同比
增长13.77%。积极关心困难群
体，走访慰问困难党员28人次，
困难职工 213 人次，发放慰问
金、慰问品27.4万元。营造“家”
氛围，为在岗职工每人发放生日

蛋糕，组织41名先进职工劳模
标兵疗休养，帮助15户徐州市
特困家庭精准脱贫，深入职工家
庭帮扶异地创业职工 30多人
次。另外，补发职工住房补贴、
年休假补偿金、职工荣誉金、独
生子女一次性奖励等1470多万
元，“三供一业”移交工作有序
推进，解决了一批历史遗留问
题，逐步补还了历史欠账，职工
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高
度重视工人村居民生活，整治工
人村供水供气排水系统安全隐
患，认真落实冬季防寒防冻措
施，保障了居民正常生活。

庞庄矿
办理实事惠民生

徐矿综合利用发电公司实施精细化管理，提升供热质量，为地
方能源保障提供优质服务。图为该公司职工调节压力匹配器，确保
供气顺畅。 本报记者 孟婕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刘洋）近日，陕
西省麟游县委、县政府为郭家河煤
业公司送来了感谢信，对公司在过
去一年时间里所做的脱贫攻坚工作
表示肯定和感谢。

去年以来，该公司积极参与地
方政府组织的各项社会活动，支持
和参与麟游县举办马拉松比赛等社

会公益活动，编排文艺节目参加麟
游县2019年春晚。深度参与地方
扶贫工作，去年初，对两亭镇离退休
干部进行帮扶，为县镇提供冬季取
暖煤，对矿区所在村部共计255户
困难家庭提供化肥等农业资料；为
天堂村援建和修缮卫生室；为地方
农产品销售提供帮助；制定三年扶

贫工作方案，投入资金约90万元，
对陈家沟村进行重点扶贫。注重生
态环保，投入400万元对两台10蒸
吨燃煤锅炉进行环保改造，投入
350万元对一盘区矸石山进行覆
土、绿化。大力实施本土化用工政
策，本地用工比例超60%，有力带
动了地方就业。

郭家河煤业公司

扶贫攻坚树形象

● 贾桂芳因不慎将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丢失，注册号：320322600317653，声明作废。

● 李磊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CG211车辆的行驶
证丢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