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左丰岐
通讯员 崔 鑫 王守灿 报道

本报临沂讯 “我们对11207工作面实施
了置换开采，充分发挥井下配套的选矸系统
作用，可以说是一举三得，”8月26日，山东
能源临矿集团军城煤矿矿长林英良掰着手指
向记者介绍说，“这样就地消化井下矸石，
节约了矿井的提升能力，还提高了煤炭回采
率，也避免了采空区的地表塌陷问题，实现
了绿色开采和效益开采。”

地处微山湖畔的军城煤矿地质条件复
杂，煤层薄，原煤含矸量大，不仅造成提升
电能浪费，而且易受主井提升能力制约。
“我们根据矿井实际条件，在井下主煤仓顶
设计建设了洗选硐室，用于原煤初选。”副
矿长王玉强介绍说，通过安装井下矸石洗选
系统，对原煤进行筛分，实现煤矸分离，矸
石直接用于采空区回填。今年上半年，该系

统共洗矸2157仓，折合主井多提升原煤5 . 9万
吨，增加收入1190万元。这也给更多煤矿提
供了可资借鉴的实例。过去，临矿省内部分
矿井原煤矸石率高达40%左右，意味着将有
四成的“石头”被白白提升到地面，形成
“矸石山”和“煤泥堆”，造成二次污染和
浪费。

军城煤矿“一举三得”的高招只是临矿
集团推行“一体化”论证模式和“价值链再
造”的一个缩影。今年面对市场危机的冲
击，临矿集团针对长期以来传统经营管理模
式降本空间不大、节约挖潜收效甚微的现
状，以及各单位在系统流程环节和资产、设
备、人员等占用上又蕴含极大潜力的实际，
提出了“系统流程价值链优化再造”的新思
路，进一步梳理各单位关键系统环节和重要
工艺流程，通过优化设计、压减环节、集约
高效、装备升级等措施，砍掉一切不能创造

价值和效益的生产经营环节和流程，优化生
产经营要素中的人财物等资源配置，实现工
艺流程最优化、系统环节价值化、整体效益
最大化，把降本增效的“大头”放在系统流
程优化和价值链再造上。

“今年以来，我们对省外亏损大户榆树
井煤矿果断实施停采，集中精力对采场布局
进行调整，同时，对省内各煤矿暂停了5个煤
层薄、煤质差、开采条件困难的采煤面和8个
掘进面，将优势资源配置向有效益、高效率
的矿井采掘面倾斜，努力做到效益开采。”
临矿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孝孔说。

“我们在1516轨顺两帮采用管缝锚杆替
代全螺纹锚杆、塑料网替代金属网，顶部采
用单排锚索支护，钢梯替代了钢带，每米巷
道支护成本节约138 . 94元。”新驿煤矿矿长
李连华介绍说，通过差异化巷道支护等措施,
7月份支护成本环比减少56万元，在当月商品

煤每吨环比下降54 . 84元、平均售价271 . 4元的
情况下，仍实现了利润586万元。

此外，临矿集团持续推进资产创效年活
动，对优质资产挖掘潜力，优化使用；对闲
置资产由集团统筹安排，租借使用，做到把
“沉默成本”激活、把“口袋里的成本”掏
出来。今年上半年，在煤价大幅下滑的情况
下，省内煤矿吨煤完全成本同比下降6 . 82%；
集团营业成本支出同比减少33 . 3亿元，精简
员工2034人。

“下半年，我们要以‘价值链’再造和
‘一体化’提升为切入点，把所有生产经营单
位划分为‘提升运营、颠覆改造、果断退出’三
种类型，区分为‘在盈利、可盈利、可止亏、可减
亏、扭亏无望’五个层次，一企一策，既做加法，
又要做减法，设定个性化的治亏创效方案，推
动扭亏增盈工作不断取得实效。”临矿集团董
事长、党委书记张希诚说。

□ 本报通讯员 刘光贤
本 报 记 者 左丰岐

“选择了一种职业就是选择了一种责
任。就要始终把对企业的付出放在首位，始
终把感恩企业记在心头，永远把对企业的忠
诚铭刻在心。”何伟用这样一句话总结自己
多年的工作经历和成长的过程。

何伟是山东能源枣矿集团柴里煤矿机电
运输科主管工程师，由他牵头组织的“劳模
创新工作室”，是目前枣庄市和山东省煤炭
系统唯一的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近3年
来，该工作室吸引了一批技术骨干加入，形
成了15人的创新团队。其中，何伟一人就完
成了4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获得了8项实用新型
专利和发明专利 ,7项成果获得了省政府、省
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颁发的科技进步奖等。

鲜花与掌声的背后，是何伟坎坷的拼搏
历程和艰辛的汗水。何伟少时丧父，家中兄
弟姊妹4人。1982年，何伟从辍学进矿，成为
一名学徒工，开始挣钱养家糊口。起初，他

连最简单的图纸都看不懂，参加文化补习
班、技术培训班，何伟从不叫苦，也很快掌
握了机电维修基本知识。

为了多省些钱补贴家用、供两个弟弟上
学，何伟节衣缩食，多次因过于劳顿而晕
倒，但他都咬着牙支撑了下来。1986年，他
如愿以偿考上职工大学，学习机电专业。毕
业后，何伟回到柴里煤矿机电运输科成为一
名技术员。

多年来，何伟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工
作用到的知识就会努力去学，学不会、弄不
懂不罢休。后来，他又考取本科学历，上了
山东科技大学在职研究生，攻读机电一体化
专业并获得硕士学位。

何伟注重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
作，不断以创新解决现场问题。在一运车
间，针对主井提升能力低的“卡脖子”现
象，他和同事们对主井提升系统进行了自动
化改造，将一个提升循环由110秒降低到82
秒。

何伟处处留心，机电设备的驱动装置轴

承箱、减速箱、变频器、供电系统……每一
项技术创新都有成果，这些成果每年可以为
企业节约费用100余万元。2011年，企业成立
了以何伟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今年，该
工作室被山东省总工会命名为“劳模创新工
作室”。

前几年，曾经有外部的公司以高薪向何
伟发出邀请，但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说：
“我是矿工的孩子，是柴里煤矿培养了我，
给了我成长的平台，我热爱柴里煤矿，热爱
枣矿集团，永远不会离开矿山。”

辛勤付出，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何伟参
与研制的“提升机液压制动性能在线监测系
统”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二等奖；“提
升机机械设备状态监测与智能故障诊断系
统”获山东省煤炭科学技术二等奖；“管理
与技术并重，打造低电耗矿井”等创新成果
获得山东省煤炭行业QC成果奖等等。何伟
也先后荣获枣庄市五一劳动奖章、山东省富
民兴鲁劳动奖章、山东省煤炭系统技术能
手。

□通讯员 华光 记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枣庄讯 近日，枣庄市公布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名单，枣矿集团新中兴公司所属三大井旧址、矿师楼、
机务处、电务处等11处中兴历史遗迹名列其中。此前的2006
年华德中兴公司办公大楼晋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中兴公司始建于1878年，迄今已有136年的历史，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民族股份制企业，民国两任总统徐世
昌、黎元洪曾担任董事会长，两任总理朱启钤和周自齐曾
担任总经理，在煤炭、铁路、港口、航运、机械加工制造和
发电等领域多有建树，被誉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典范。

枣矿集团新中兴公司从2005年下半年始，共征集照
片近千张，实物近百件，老文件43件，会计、凭证、账
册246簿，建起了中兴文化展室，对28处重点老遗迹进
行了建档挂牌保护。同时成功申报了枣庄中兴（煤矿）
国家矿山公园。该展室先后被评为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枣庄市首批“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

□王宪才 刘新勇 报道
本报莱芜讯 “供电所为我们企业考虑得很周到，

你们定期上门服务，指导我们科学用电、安全用电，我
们打心眼儿里感激。”9月1日，山东温岭精锻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刘永田对里辛供电所服务人员说。

莱芜供电公司各供电所对辖区的企业客户进行逐户
走访，深入工业园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用电
需求和负荷情况，向客户讲解电网建设情况和当前供用
电形式，引导客户低谷用电生产等。对企业配电室、电
力负荷控制装置的运行情况进行全面“体检”，并建立
了用电客户信息档案，做到“一企一案”、“一户一
档”，为客户量身定制节能方案。

截至目前，里辛供电所共计走访客户176户，开具
《隐患整改建议书》5份，解决客户用电难题11件，全
力以赴当好客户的用电向导和参谋，赢得了广大客户的
理解与支持。

□王忠友 文勇 报道
本报滨州讯 9月2日，国网滨州供电公司配电运检

室举行第一届职工技能运动会。本次技能运动会配电运
检室根据车间各岗位的技能特点和技能要求，设立了运
维、检修、电缆等5个专业13个小项，共有26名员工参加。

滨州供电公司高度重视员工培训工作，并突出技能
性，重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当前，随着配网自动化
的投入运行，配电专业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配网智能
化的应用，在提高了配网设备运行可靠性的同时，也对
配网设备的检修质量、检修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该公
司结合实际，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科目，抓好员工基础
技能培训，全员参与、共同提高。

□孙文丽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进入三季度以来，山东能源淄矿集团

东华水泥公司结合生产经营实际，不断深化教育内容，
从形势任务、内部市场化、爱岗敬业三个方面入手，开
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为公司发展助力。

以笔试和知识抢答相结合的方式，组织职工进行内
部市场化、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知识问答，目前已组织知识
竞赛16次。并充分利用公开栏、宣传栏、公司内部网站、班
前班后会等载体，宣传公司安全生产、经营发展等各项目
标任务，应对困难具体举措和爱岗敬业典型事迹等。

同时，加大对职工技能素质的培养力度，制定新的
激励办法，通过开展“岗位描述”竞赛、技术比武等活
动，提升职工岗位技术水平，并围绕生产开展劳动竞
赛、提合理化建议活动，调动职工干事创业积极性。

□吕锦绣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国网济南市历城供电公司9月份将对

辖区800家工业用户，11处供电所，15座变电站的绝缘
鞋、绝缘手套、铁鞋和腰带等4种安全工器具进行秋检
试验。此外,秋检当天,“大讲堂”如期举行，这是班组建设
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举措。该公司将秋检工作现场“大讲
堂”替代原来的现场开工会，同时结合工作任务和现场设
备，采取“看板讲解、提问答疑、现场考问”的步骤，利用现
场看板以讲课的形式交代作业人员，并附有现场作业区
域接线图，确保做到作业人员安全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

□王保华 报道
本报齐河讯 为提升客户安全用电水平，近日，国

网齐河县供电公司开展了计量装置普查活动，核查客户
计量装置运行情况，确保计量装置公平、准确，共查处
违约用电和窃电计量装置15起，追补电量48万千瓦时。

□马新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山东能源煤炭营销中

心与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煤质所合作开展的《山
东能源集团煤炭品质评价及比价形成机制研
究》项目喜获山东软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据悉，该项目通过广泛调研全国主要煤炭
及冶金企业的商品煤质量及价格情况，召集行
业专家充分探讨，从科学的角度建立了商品煤
内在价值随煤质指标变化的数学模型；形成了
比较不同商品煤价值和推算商品煤指导价格的
科学方法，并配套开发了“商品煤比价模型计
算系统”。

□李甲鹏 孔德涛 报道
本报滕州讯 山东丰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实施部门职能和项目建设“瘦身”，以及
开展资金“减负”等一系列管控措施，全面增
强企业抵御市场“寒冬”的能力。

该集团实施了总部职能“瘦身”，全面优
化集团用工结构和管控模式，将确定人员编制
的15个部门缩减为7个，并通过压缩管理岗位
编制，推行“一岗多责、一专多能”等方式，
确保提高整合部门的管理效率。该集团出台资
金风险管控办法，最大程度地预控资金风险，
实现全面“固源”增盈。实施项目建设“瘦
身”，对在建煤矿的非生产性工程一律暂停或
缓建，集中资金加快矿井生产工程建设进度，
争取早日投产。同时，该集团进一步优化调整
产业结构，实施了热电技改和生物质发电扩能
等电力项目建设，全力拓宽企业效益增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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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矿“一体化”思维重塑“价值链”

柴里煤矿工程师何伟从学徒工干起，在工作中学习，不断以创新解决现场问题，

多项成果获省级科技进步奖，他说———

“选择一种职业就是选择了责任”

新中兴公司

11处遗迹获市级文物保护

莱芜供电公司

“一企一档”排查客户设备隐患

滨州供电公司

举办职工技能运动会

淄矿东华水泥

“三项教育”助力企业发展

历城供电公司

“大讲堂”走进秋检现场

齐河供电公司

计量装置“大体检”

重点项目在进行

大恒煤业单项工程质量认证
通过验收

□刘红 王莉艳 报道
近日，山西省煤炭工程质量监督中心站对

山东能源龙矿集团大恒煤业180万吨/年矿井兼
并重组整合项目，以及选煤厂项目单项工程质
量认证验收予以批复。

大恒煤业180万吨/年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
目及选煤厂项目共有矿、土、安三类工程113
个，此次认证108个，其中矿井项目共有矿、
土、安三类工程90个，认证85个，合格率达
100%；选煤厂项目共有土建、安装工程23
个，认证23个，合格率达100%。

图为大恒煤业洗煤厂。

高家堡矿井风井井筒装备工程
进展顺利

□翟艳君 邓媛 报道
9月10日，山东能源淄矿集团正通煤业高家

堡矿井风井井筒装备工程施工正在按照计划紧张
有序地进行，目前该工程已开工建设20多天，
工程完成后将形成矿井风井正式井筒装备系
统。

高家堡矿井是淄矿集团在陕西建设的骨干
矿井，位于全国13个大型煤炭基地之一的彬长
矿区西北部。该矿井工业广场占地面积560
亩，井田面积219平方公里，地质储量为10 . 3
亿吨，设计产能800万吨，并配套建设选煤厂
及铁路转运线，计划年底联合试运转。

矿井围绕矸石不上井、煤炭不落地、污水
零排放、产洗运一条线，将打造成为“布局
优、环境美，高科技、数字化，高效率、本安
型，高效益、和谐型”世界先进、国内一流的
大型现代化矿井。

图为工人在矿井风井井口起吊设备部件。

何伟在工作中。

□通讯员 徐瑞 记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山东能源集团党委不断创

新思路、丰富载体、完善机制，提升服务型
党组织创建水平，做到“规定动作不走样，
自选动作有创新”，持续开创了组织工作的
新局面。

山东能源集团党委因地制宜制定下发了
《关于开展服务型党组织“六进”示范活动
的实施意见》，强调了6个方面36项的工作举
措，确立了“十百千”(十个标杆、百个精
品、千个示范点)的创建目标。重点部署以
“服务发展、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为主题

的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活动，并指导基层逐级
采取论坛、研讨会以及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开
展服务型党组织创建活动。

创新“三会一课”模式，日常学习教育
不搞“满堂灌”。针对新时期年轻党员的特
点和企业快速发展要求，开展了微型党课活
动，并在各基层党组织中得到广泛应用。同
时，集中3个月的时间在权属企业各级党组
织中举办了以“讲党性、提素质、作表率”
为主题的微型党课比赛，使微型党课在各基
层党组织中进一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山东能源集团党委在抓点树标方面强化

了针对性和代表性。为切实起到以点带面、
推动全盘的效果，山东能源集团党委在前两
年开展“创先争优党旗红”、“铁肩担重
任、赤心盟誓言”——— 山东能源先进党组织
和优秀共产党员访谈专题之后，2014年又与
大众日报联合开办了“基层党建创新案例
展”专栏，推出了一批在建设服务型党组
织、落实党建目标责任制、建立创先争优长
效机制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截至目
前，共挖掘、整理典型案例20个，在大众日
报刊发12个。

规定动作不走样 自选动作有创新
山东能源集团持续创新组织工作

《煤炭品质评价及

比价形成机制研究》

获山东软科学优秀成果奖

□王景贺 赵寰 报道
聊城电网秋季检修工作全面展开。聊城供电公司突

出抓好隐患整改和反事故技术措施的落实，提升电网设
备健康水平。

丰源集团“瘦身减负”

应对市场考验

□孔琳 报道

中秋节期间，国网东平供电公司干部职工

放弃与家人团聚，奋战在农网升级改造一线，

确保群众尽快用上优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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