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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赵卫平

□ 本报通讯员 韩 瑜
本报记者 李 振

“无资源煤矿”是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埠
村煤矿对自身的新定位。

始建于1958年的埠村煤矿原有3对生产井
口，因资源枯竭，2003年关闭一号井，计划
今年底或明年初关闭东区（原三号井），
2017年关闭西区（原二号井）。如今，距真
正的“无资源”仅有200万吨左右的可采储
量。资源没了，煤矿如何生存？日前，记者
来到埠村煤矿，看看老矿长郭恒斌如何为这
家“无资源煤矿”当家。

10月20日晚10点，埠村煤矿矿长办公室
灯火通明，屋里吵吵嚷嚷，争论不休。57岁
的矿长郭恒斌以及班子成员正在研讨煤矿机

构改革方案。
“6个采煤队正副职就有3 0个区队干

部，真要成立大工区，他们怎么安排？”主
管采煤的副矿长康俊才对改革方案提出了异
议。“现在埠村煤矿的形势已经没法承担过
多的管理费用了，干部首先要有帮助企业渡
难关的觉悟。”矿党委副书记邹美元提高了
嗓门回复说。

原来，近期埠村煤矿正在酝酿机构改革
方案，通过合并机构提高效率，减少管理人
员数量。看着大家争得面红耳赤，郭恒斌一
直沉默不语，不时低头写写划划。“机构改
革要考虑到人员安置，顾及干部职工的情
绪，更要考虑到企业的实际，像我们这种老
煤矿只有减少机构，减少用工才能提高经济
效益，企业才能走下去。”争论间隙，郭恒
斌说。与会人员沉默片刻，又陷入了激烈的
讨论中。

直到夜里12点10分，机构改革的方案才
基本敲定。未来煤矿的采掘区队将减少6
个，辅助区队减少10个，管理岗位减少50余
个，富余人员全部进行重新竞聘上岗。郭恒
斌一边收拾着桌上的材料，一边对记者说，

希望通过此次改革让埠村煤矿实现“生产管
理大采区，一职多能小机关”的目标。

郭恒斌到家时已是次日凌晨1点。“明
天早上5点半来接我，又一批职工去陕西，
我去送送大家。”临下车时，郭恒斌对司机
交代。其实他口中的“明天”早已悄然变成
了“今天”。

10月21日，早上6点，天蒙蒙亮，埠村煤
矿机关俱乐部的二层小楼前围了男女老幼一
群人。“以前送职工外出创业可跟现在不一
样，走的情绪低落，家属依依不舍，还有一
家子抱头痛哭的。”远远地看到人群，郭恒
斌告诉记者。今天出发的53人已是该矿外出
创业的第十支队伍了。两年来，先后有820
人走出本部，远赴内蒙古、陕西等地的矿井
承包工程。如今，对于“走出去”，无论是
职工还是留守家属，更多地带着几分期许。人
群中不时传来“去了好好干，多挣钱。”“早晚
得走，早走比晚去要强。”“那里条件不错，待
遇也挺好。”这样的话。

“郭矿长，给大家讲几句吧！”看到郭
恒斌走过来，一个背着行李、身材壮实的年
轻人大声说。他是埠村煤矿原行政办公室秘

书崔德升，也是本次赴陕西的一员。人群闪
出了一条通道，郭恒斌走进人群中说：“咱
们已经是今年省外创业的第三支队伍了，去
了要打好基础，要好好干，把埠村煤矿的品
牌打得更响。”

“祝大家旗开得胜！”大巴缓缓启动，
郭恒斌一边挥手，一边向他们送上祝福。
“能走出去就是条出路。”目送大巴远去，
郭恒斌感叹。今年末明年初的关井闭坑将会
再次带来人员转移的高潮。如今摆在这位老
矿长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不断争取合作
机会，为剩下的千名煤炭工人谋求新的就业
岗位。送行的人群还没有散去，郭恒斌又紧
接着赶往矸石热电厂参加辅机招标，去矿医
院签署轻资产引进透析机的协议，主持召开
全矿的改革动员大会，会议结束时已过晚上
8点。

对于一个资源即将枯竭煤矿的掌门人来
说，这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在煤炭资源愈
发稀少的省内矿区，数不清的郭恒斌们在考
虑如何挖煤卖煤，如何挖得安全、卖得价高的
同时，想方设法推进企业转型发展。为煤矿谋
前途、为职工找后路，他们仍在路上。

□史贺 邱波 报道
本报巨野讯 近日，山东能源新矿集团新巨龙公司申

报的龙固矿井及选煤厂项目被评为“改革开放35周年百项
经典暨精品工程”，同时也是该公司在获得建筑工程质量
最高荣誉“鲁班奖”之后取得的又一殊荣。

“改革开放35周年百项经典暨精品工程”由中国建筑
业协会会同13家行业协会共同开展，旨在宣传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建筑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弘扬广大建设者艰苦奋斗
与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建筑文化。在项目
审评中，共有来自全国申报的102项工程入选，该公司龙
固矿井及选煤厂项目与国家体育场、京沪高铁、杭州湾跨
海大桥等工程，被评为“改革开放35周年百项经典暨精品
工程”。

□王风华 报道
本报贵阳讯 山东能源贵州矿业公司积极引进战略合

作伙伴，加大资本运营力度，通过盘活现有资源，为公司
做优、做强奠定坚实基础。目前，分别与华润贵州电力、
辽煤贵州公司等达成合作意向，稳步推进柏杨、清镇、牛
场等煤田开发，并适时参与塘寨电厂二期工程建设。

他们结合贵州省煤炭行业重组整合的政策，把一些资
源条件比较差、开采比较困难、经营状况不好的矿井，实
行政策性关闭，甩掉包袱轻装上阵。在保证富祥煤矿和永
兴煤矿安全生产、绿塘煤矿和龙场煤矿高质高效筹建的同
时，加快兴阳和全伦两个矿井的技改、扩建前期工作。以
“两提升、一强化”活动为抓手，提升员工素质、提升
“双基”建设和安全质量标准化水平，强化尊严文化建
设，推动各项工作上水平，增强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同
时，在停产停建矿井大力开展生产自救活动，盘活闲置资
产，提高职工福利，实现增收节支。

“无资源煤矿”老矿长的一天

贵州矿业公司引进战略合作伙伴

□王祺凯 郑立平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0月14日，国网青岛供电公司召开市县

公司财务内控管理研讨会，讨论完善全力打造“岗位C角
色”活动。今年4月，为切实推进省公司全面深化内控建
设与全面推进市县一体化建设两大任务，青岛供电公司提
出全力打造“岗位C角色”。

A、B角色是很多单位常用的一主一辅角色，而C角色
就是第三角色。该公司选取税务、资产、成本、资金、工
程五大财务基础业务为第一阶段建设重点，为其配备C角
色。这个C角色就是针对市县公司五大岗位具体业务，分
别编制的《财务风险防控手册》。《手册》中总结了各个
岗位涉及的法律法规，确保业务人员做到知法、懂法、用
法；汇编了不同示范单位的典型案例，从实务角度指导业
务人员开展具体业务；绘制了各具体业务的操作流程图，
以规范现实业务操作步骤；编制了各业务的风险控制矩
阵，针对各个风险点明确责任部门、设计控制活动，以有
效规避业务操作风险。

目前C角色建设初见成效：完善了公司内控建设的制
度体系，实现了对企业高风险业务环节的全面整改与控
制，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也推动了市县业务操作
一体化的进程；同时，在员工培训层面，标准岗位C角色
已成为青岛公司员工培训的重要工具。

青岛供电公司

全力打造“岗位C角色”

□王世翔 史承诚 报道
山东能源新矿集团近万名职工在新疆伊犁扎根创业。为了让省外创业者拥有一个温馨、舒适的生活环境，新矿集团伊犁犁华新置业公司开工

建设滨河家园项目，并对职工优惠销售。入疆以来，华新地产人在这片热土上，建起了座座高楼，种上了排排绿树。公公园式的园林景观，优质
的服务，得到了业主的高度认可。图为山能人西部边陲的山东家园。

龙固矿井及选煤厂项目成为

改革开放35周年百项经典

暨精品工程

□通讯员 张治林 记者 李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供热采暖期日益临近，为保障供暖企业

用电安全，确保辖区居民家庭能够按时暖起来,国网济南
供电公司主动为供暖企业上门服务，全力以赴确保供暖单
位安全稳定用电。

在供暖前，济南供电公司对辖区内的供暖企业进行现
场信息采集，了解企业的用电负荷、作业流程、用电设备
使用情况，核对专属客户的地址、台区、线路、联系人等
台账信息，并按照职责分工公布供电服务联系人的联络电
话，及时提供用电服务。检查人员还深入各供暖泵站、配
电室、锅炉房,从供电电源、应急电源、受电设备、运行
管理、应急管理等方面入手，进行安全检查。着重对配
电、变电设备、线路运行状况和绝缘工器具、消防器材配
备情况等项目进行隐患排查。对发现影响可靠供电的设备
缺陷，及时督促落实隐患整改工作。

济南供电公司还积极对企业进行用电业务指导、引导
该企业冬季合理调配用电负荷。并与每户供暖企业建立联
系人制度，随时了解供暖企业的实际用电情况及需求。

目前，济南供电公司6个县公司逾200多名员工积极活
跃在各供暖企业。

泉城供暖企业迎来电力“体检”

□耿玉鸣 报道
山东能源枣矿集团高煤公司提前制定供暖方案，加强

对整个供暖系统、设施等进行检修，确保冬季能够正常供
暖。图为检修人员正在检修供暖管道。

□蔡东亮 孟帅 报道
10月16日，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唐口煤业

公司工作人员操作一台新引进的雾炮式远距
离喷雾降尘车，在煤场进行降尘作业。该设
备还具备矿区绿化和冲洗道路等功能，工作
效率约为普通洒水车的30倍。

□曲梦雨 庄光峰 报道
本报临沂讯 连日来，位于临沂市兰陵

县境内的220千伏十岩线路改造工程现场一
片忙碌，工人披星戴月、加班加点推进工程
改造步伐，助推兰陵县域经济发展。

近年来，随着兰陵县经济建设发展，电
力负荷逐步递增，为切实改善该县用电环
境，国网临沂供电公司启动建设了110千伏
徐庄线路。由于已建成的220千伏十岩线路
位于新建线路通道内，临沂供电公司按计划
对该线路进行改造，集中60余名技术骨干会
战工程建设，兰陵县供电公司提供全方位服
务，为助力地方用电开辟绿色通道。

临沂服务县域经济

电力先行

□记 者 张思凯
通讯员 徐富田 刘 红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赵新杰是山东科技大学文
法系大一新生。今年9月份，怀揣着山东能
源龙矿集团给他的3000元“金秋助学”金，
赵新杰到青岛报到入学。“在我最困难的时
候，是龙矿给了我帮助。我一定好好学习，
将来回报企业。”赵新杰表示。

自2011年始，山东能源集团就在原来六
大矿业集团捐资助学的基础上，建立了规范
的“金秋助学”体制——— 每年7月，山东能
源集团统一部署“金秋助学”活动，提前调
查摸底、建档立案，及时、集中进行一次性
帮扶或跟踪帮扶，确保每一名困难职工子女
上得起学、毕得了业。今年秋天，龙矿集团
共对22户困难家庭子女发放助学金共7万余
元，而整个山东能源集团今年共帮扶困难职
工子女1238人，发放助学金203 . 3万元。

以“金秋助学”为起点，山东能源集团
由各级工会牵头组织，健全完善了“帮扶救
助规范实施、集中帮扶同步推进、日常帮扶
全面覆盖、帮扶救助持续延伸”的四大帮扶
机制，赵新杰受益的“金秋助学”只是“四
大帮扶”的一个层面，从山东能源集团到各
矿业集团、区域公司再到各矿（厂、公
司），还有为困难职工送温暖、职工大病救
助、职工再就业支援等一整套、系列化的帮
扶措施和体系。“在目前煤炭行业比较困难
的时期，更要做好子女升学、大病救助、生
活困难职工帮助等工作，让20多万干部职工
感受到企业的关心和爱心，以和谐矿区建设
凝聚集团未来发展的向心力。”山东能源集
团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宿洪涛对记者说。

为使帮扶全覆盖、广受益，山东能源集
团自上而下层层制定了困难职工帮扶救助工
作管理办法，对帮扶基金来源、帮扶范围、

帮扶条件、帮扶程序、帮扶标准、帮扶基金
管理等方面作了细化、明确，使困难职工帮
扶救助工作制度化、经常化、规范化。仅今
年“两节”期间，山东能源集团组织开展的
以“心系职工情，温暖进万家”为主题的送
温暖活动，就走访慰问困难家庭14600余户，
发放款物达1480余万元。

今年8月份，山东能源集团一名职工身
患重病，得知这一消息，山东能源集团工会
立即派人到医院看望，并按照困难职工救助
暂行办法为之建立了跟踪帮扶档案，办理了
救助手续，及时办理了首次帮扶救助资金
42300元。像这样的困难职工帮扶档案，山东
能源集团目前已建立了6618个，针对困难职
工受困程度、致困原因、帮扶需求的差异，
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帮扶，形成了横到边、纵
到底的帮扶网络。而对因自然灾害、重大疾
病或意外事故等造成生活特别困难的职工，

他们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要事快办，
在感情上倾心、政策上倾斜、资金上倾注，
大病职工家庭可以获得一次性最多6万元的
资助。目前，山东能源集团已建立两级帮扶
救助中心138个、帮扶救助站864个、送温暖
基金会140个，做到了帮扶机构全覆盖。

对于特困家庭的城市低保，山东能源集
团坚持“每年一摸底、一调整、一办理”，
及时做好并确保应保尽保。特别是当前煤炭
企业经济形势持续低迷，企业内部改革不断
深化，非在岗职工不断增多。山东能源集团
工会及时调整工作重心，拓宽职工再就业渠
道。肥矿集团工会联系“泰安泰山大姐家政
服务公司”，免费组织开展了四期非在岗女
职工“月嫂培训班”，促成她们分赴北京、
泰安、肥城等地工作，最高月薪达到8000多
元。

□通讯员 刁琳波 记者 李振 报道
本报新泰讯 下放用人权、分配权、经

营权，管好职工权益，山东能源新矿集团华恒
矿业通过推行“三放一管”改革为非煤产业发
展注入新动力。1至9月份，非煤产业实现利润
334万元，下属4家企业全部扭亏为盈。

非煤产业难盈利，甚至成为拖拽企业发
展的巨大包袱，这是华恒矿业近年来一直面
临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今年华恒矿业
在旗下4家非煤企业进行改革。企业成立自主
经营项目部，项目用什么人、奖多少钱、怎么
管理全由项目部“说了算”。同时建立业绩与
奖惩、效益与权益紧密挂钩的考核体系，激活
职工干事创业的热情。

华恒矿业恒泰车桥公司主要生产轻、中、
重型商用汽车前轴，去年全年企业亏损超过
700万元。在今年年初，恒泰车桥推行全面改
革，采取“民选官、官点民”的形式对企业生产
经营集体进行自主组合，形成机加工、原材
料、销售等12个独立经营的项目部组，每个部
组承担指标。增盈后的收益除去上交部分外，
余下的全部奖励干部职工。通过改革，以往干
部只上不下弊端也得到了化解,干部职工的工
作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

理顺机制，恒泰车桥公司迎来了发展的
“又一春”。通过性价比核算后，恒泰车桥公司
将产品从20个系列108个种类，精简到高精端
的8个系列、40个品种，停销销量少、盈利低的

产品。引入科研院所对模具再设计和重造型
技术，钢材平均利用率从85%提高到90%，四种
主营产品减重达每件10公斤以上，实现减重
量不降质量。今年1至9月，恒泰车桥公司盈利
就超过百万元，实现扭亏为盈。

华恒矿业为非煤企业引进前沿的技术、
管理和营销方式，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恒盛建材公司通过工艺技术优化，矸石砖产品
破损率由原来的3%下降到0 . 5%，仅此一项就能
节约成本支出10万元，产量由原来每月330万块
提高到了稳产390万块，一年可实现利润100万
元。以煤矿矸石充填为主营业务的恒驰工贸公
司加快新产品开发，今年以来已经与多家企业
达成新的合作意向，年可实现利润400万元。

华恒矿业“三放一管”促非煤产业扭亏为盈

□孙丽莎 尹娇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日，山东煤机集团5项实

用新型专利：用于钢丝绳张力自动平衡悬挂
装 置 的 自 动 纠 偏 装 置（ 专 利 号
201420318845 . 0）、用于单绳提升容器的首绳
连接装置（专利号 201420318903 .X)、用于煤
炭的汽车衡自动定量装车站（专利号
201420319079 .X)、自动定量散粮装车站（专利
号 201420319152 . 3)、钢丝绳张力自动平衡悬
挂装置（专利号 201420319080 . 2)，均获得了
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发布。

专利的授权发布标志着该公司5项新的
科研成果获得了行业认可和法律保护，进一
步提升了该公司产品的竞争力和品牌实力。

山东能源集团“四大帮扶”凝聚和谐矿区向心力

职工困难时期感受集体温暖

山东煤机

5项新型专利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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