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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奔

为打造智能化开采新样板贡献力量

张 雷

基层各单位、机关各部室：
2019年，基层各单位、机关各部室认真贯彻

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一中、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以及集团公司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坚持践行新发展理念，紧扣“五满
理念”总纲领、“一体两翼”总路径、“六大基地”
总布局，奋力开创了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百年徐
矿正向强起来稳步迈进。为进一步弘扬劳模先
进精神，推广典型经验，经集团公司党委研究决
定，现对2019年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六个十
佳”通报表彰如下。

一、先进集体（12 个）
张双楼煤矿、天山矿业公司、郭家河煤业公

司、新安煤业公司、张集煤矿、华美热电公司、徐矿
发电公司、江苏能投公司、华美建投集团、长青能
化公司、总院、孟巴项目部

二、劳动模范（40 人）
张双楼煤矿………………… 许 岗 鹿丙振
三河尖煤矿……………………………邵春雷
旗山煤矿………………………………张成俭
庞庄煤矿………………………………夏盼盼
张集煤矿………………………………张 磊
江苏矿业集团……………… 张 勋 赵 计
华美热电公司…………………………武家龙
垞城电力公司…………………………魏 乾
徐矿发电公司…………………………杨 蔚
阿克苏热电公司………………………刘 源
江苏能投公司…………………………韩方刚
信智科技公司…………………………邓 昆
物供公司………………………………孟祥芳
华美建投集团…………………………丁 豹
华东机械公司…………………………司萌萌
韩桥实业公司…………………………秦敬华

总院……………………………………王保庆
一院……………………………………鲁 迅
二院……………………………………周 平
郭家河煤业公司…………… 王敦峰 郑 步
百贯沟煤业公司………………………孙明玉
新安煤业公司…………………………蔡建华
秦源煤业公司…………………………张忠强
长青能化公司…………………………袁振涛
秦陇运销公司…………………………王生森
江苏运销公司…………………………李 刚
天山矿业公司……………… 时振京 姚金龙
赛尔能源公司…………………………李 杰
夏阔坦矿业公司………………………景丙玉
哈密能源公司…………………………陈震洋
贵州能源公司…………………………张 琪
威拉里公司……………………………许荣玉
孟巴项目部……………………………乔栓紧
矿业分局………………………………杨 庚
报业传媒………………………………孔 文
公司机关………………………………苗 壮

三、六个十佳（60 名）
（一）十佳区队长
张双楼煤矿……………………………张东旭
张集煤矿………………………………印德荣
天山矿业公司…………………………徐 峰
郭家河煤业公司………………………温纪芳
百贯沟煤业公司………………………王恒帮
孟巴项目部……………………………吴兵红
江苏矿业集团…………………………王永新
阿克苏热电公司………………………李新军
长青能化公司…………………………高清明
华东机械公司…………………………蒋建新
（二）十佳班组长
庞庄煤矿………………………………董克春

天山矿业公司…………………………杨杰昆
赛尔能源公司…………………………周维利
哈密能源公司…………………………吴东云
郭家河煤业公司………………………张亚慧
新安煤业公司…………………………尹长安
秦源煤业公司…………………………王振平
江苏能投公司…………………………刘定强
华美热电公司…………………………周 冬
垞城电力公司…………………………杨 季
（三）十佳徐矿好人
张双楼煤矿……………………………李前进
三河尖煤矿……………………………何海洋
天山矿业公司…………………………孙兰玲
夏阔坦矿业公司………………………刘孝刚
郭家河煤业公司………………………周生建
百贯沟煤业公司………………………朱成荣
江苏矿业集团…………………………徐海涛
长青能化公司…………………………王永军
总院……………………………………刘 斌
江苏运销公司…………………………时吉栋
（四）十佳安检员
张双楼煤矿……………………………王振涵
夏阔坦矿业公司………………………崔石磊
郭家河煤业公司………………………田东杰
新安煤业公司…………………………陈 云
孟巴项目部……………………………蔡文明
江苏矿业集团…………………………杨光亚
华美热电公司…………………………刘 磊
长青能化公司…………………………孟元博
华美建投集团…………………………许继好
公司机关………………………………华 虎
（五）十佳徐矿工匠
旗山煤矿………………………………赵 岩
张集煤矿………………………………高钦朋
三河尖煤矿……………………………郝大宝

张双楼煤矿……………………………朱凤雷
天山矿业公司…………………………石开进
赛尔能源公司…………………………徐小军
夏阔坦矿业公司………………………徐咸国
孟巴项目部……………………………邱国洋
徐矿发电公司…………………………吴继品
总院……………………………………石丽红
（六）十佳科技工作者
百贯沟煤业公司………………………王 宁
新安煤业公司…………………………陈宏庭
孟巴项目部……………………………王友杰
江苏矿业集团…………………………杨 军
徐矿发电公司…………………………赵 强
淮海医管………………………………李胜利
总院……………………………………张清秀
华东机械公司…………………………李 琳
华美建投集团…………………………朱彦虎
公司机关………………………………刘金虎

希望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
再厉，再立新功。基层各单位、机关各部室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集团公司第八次党
代会精神，大力宣传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六
个十佳”的先进事迹，凝心聚力，砥砺前行，以更
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加快提升企业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水平，合力推进“五强”新
徐矿建设，奋力实现百年徐矿强起来的历史性
跨越！

徐矿集团党委 徐矿集团

2020年6月28日

关于表彰2019年度集团公司
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六个十佳”的决定

本报首席记者 张炜玮

“行政工作报告系统梳理了过
去一年的工作成果，谋划部署了未
来发展方向，是集团公司党委新思
想、新理念、新实践的生动体现。”走
出会场，职工代表、张双楼矿综采二
区采煤机维护员马奔这样表示。

参加工作12年，从一名劳务派
遣工成长为矿井的机电维护高级
工，一路走来，马奔一直与“勤奋、创
新”同行。自从担任综采煤机维护
后，他先后处理过较大机电设备故
障80余次，完成创新创效项目10
余项，创利260余万元。他在9200
工作面设计的“喷雾与自动排水联

动装置”得到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
准化专家组好评，并被推荐向全国
煤炭企业推广。“个人的成长离不开
企业的支持和鼓励，去年集团公司
大力推进‘产改十条’落实，让一线
工人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有待遇、
社会上受尊重，切身感受到了企业
对产业工人的浓浓关爱。”马奔说。

前不久，张双楼矿建成江苏省
首个智能化综采工作面，在社会引
起强烈反响。一键启动、跟机自动
化、记忆割煤……功能均已实现，几
代矿工梦寐以求的智能化近在眼
前。而74104智能化工作面就由
马奔所在的综采二区负责开采。“作
为采煤机司机、维护员，智能化开采

后，也给我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
战。”马奔表示：“下一步，我将进一
步加强理论学习，主动向厂家请教、
向书本学习，尽快掌握新煤机操作
原理，精准掌控升降井筒、自动移架
等。同时协助工区做好人才培养工
作，智能化开采后，对人员素质提出
更高要求，支架工、采煤机司机等岗
位急需能力提升。利用现场岗位操
作带好徒弟，做好检修、保养、维护、
安全注意事项等知识传授。作为矿
劳模创新工作室的一员，面对新技
术、新工艺，争当改革创新有心人，
观察、记录智能化工作面煤机使用
情况，及时提出合理化改进建议，为
打造智能化开采新样板贡献力量。”

本报首席记者 张炜玮

“冯兴振同志所作的行政工
作报告高屋建瓴，内涵丰富，催人
奋进，为徐矿集团未来发展擘画了
新蓝图！”职工代表、秦源煤业公司
党新项目部副经理张雷说，“报告
提出用系统化思维推进顶层设计，
以集约化导向整合各类资源，搭建
好、运营好服务外包平台，推动服
务外包规范化、高质化、品牌化发
展，让我们充满干劲。”

作为秦源煤业公司2018年开
辟的服务外包项目，两年来，党新
项目部全体干部职工发扬特别能

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
精神，充分发挥人才、技术和管理
优势，安全、平稳、有序组织生产，
高质量推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
获得了合作方和属地政府的高度
评价。

“作为分管机电的副经理，确
保机电设备安全平稳运行是我的
责任所在。”谈到下一步工作，张
雷思路清晰，“我们将以职代会精
神为指引，做大做强做优服务外
包项目，推动转型发展高质量。
一是实施人才工程，打造一流机
电队伍。充分发挥‘传帮带’作
用，促进机电人才队伍年轻化；以

‘大师送绝活’活动为契机，坚持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机电作
业人员整体技能水平。二是强化
机电安全标准化管理。煤矿机电
系统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
线路多、覆盖广，机械设备多种多
样。必须认真执行《煤矿安全规
程》和《操作规程》，建立健全岗位
安全生产责任制，确保机电安
全。三是狠抓制度管理。管理上
转变作风，做到关口前移，深入一
线真抓实干，抓质量高标准严要
求，抓检修细致入微，确保机电管
理安全可靠，让徐矿服务外包的
品牌旗帜在晋北大地高高飘扬！”

打响徐矿品牌，让创业旗帜高高飘扬

本报记者 周川翔

“能够参加集团公司十一届一
次职代会，我感到非常荣幸，这体
现了集团公司对年轻一代产业工
人的关心关注，对劳模工匠的激励
鼓舞，让我们感到生活有奔头，工
作有动力，未来有希望。”作为一名
90后的职工代表，江苏省矿业工程
集团矿业分公司柳巷项目部职工
代表王欢深有感触。

“行政工作报告中提到，要让
职工成长拥有更多晋升通道，让技
能创新获得更多‘真金白银’奖励，
让劳模工匠成为更有力量的时代

‘红人’……让我对‘政治上有地

位、经济上有待遇、社会上受尊重’
的未来憧憬万分。”王欢激动地说，

“我将第一时间把大会精神带回
去、传播好，带领身边的青年工友
努力提高技能水平，加大技术创
新，在企业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展现
更强担当、更大作为。”

“作为劳模，就是要积极作
为、以身作则，充分发挥模范带头
作用，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担
当作为，扎实勤奋工作。”王欢表
示，“当前，项目部正处在 30107
智能化工作面拆除、30110工作面
安装的关键阶段，我一定严格执
行工作面安装拆除特别管理规
定，强化机电运输安全管理，狠抓

规程措施在现场的落实兑现，不
断提升工程进度和质量。”

谈到下一步的工作，王欢说，
“我将立足岗位实际，认真履职尽
责，在技术革新和技术改进中争
当先锋，促进矿井智能化建设稳
步开展；组织学习安全规程措施，
每月开展机电专业事故警示教
育，举一反三，超前防范，切实提
高职工上标准岗、干标准活的自
觉意识，推动矿井安全生产；继续
发扬劳模和工匠精神，不断提高自
身素质与专业技能水平，做好‘传
帮带’，提高专业技术人员整体素
质，为‘五强’新徐矿建设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实习记者 王鑫蕊

“行政工作报告体现了集团
公司党委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
强烈的使命担当，为今年的工作
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加快建设

‘五强’新徐矿提供了遵循，对夺取
国际化特大型省属能源集团建设
新胜利具有深远意义。”90后职工
代表、华美热电公司安检员刘磊分
享了自己的参会感受。

“作为新一代产业工人，我们
要用工作实绩证明，90后是敢于
担当的一代。我将对标企业中坚
力量和骨干力量，找差距、补短

板，苦练过硬本领为“五强”新徐
矿做出应有贡献。”走出会场，刘
磊对未来的方向更加坚定。

刘磊表示，作为一名基层技术
人员，要深入贯彻落实安全发展理
念，把职工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
位，在工作中敢抓敢管、严抓严管，
确保安全生产不出问题。作为一
名年轻人，要不怕苦、不畏难，在细
照笃行中不断修炼自我，在知行合
一中担当作为。

“青年成长无捷径可走，经风
雨、见世面才能壮筋骨、长才干，
我不断督促自己必须到一线去，
在工作现场提升能力。”刘磊表

示，作为一名青年产业工人，要善
于向老师傅学习，学习他们吃苦
耐劳的精神；要向书本学习，不断
充实自己，夯实自己的理论基础；
向社会学习，丰富自己的家国情
怀。

“2020 年是集团公司推进
‘五强’新徐矿建设的起步之年，
是我们青年一代追梦的大好时
节。我要在学习中完善自我、提
升眼界境界，主动适应新时代要
求，主动应对新形势挑战，主动担
起新使命任务，加力奋斗，真抓实
干，为开创百年徐矿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注入青春活力。”刘磊说。

王 欢

发扬劳模精神 激扬青春风采 努力奔跑在新时代的追梦道路上

刘 磊

迈向新征程 实现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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