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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玉梅 于 浩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兰陵讯 近日，记者从山东能源
临矿集团获悉，会宝岭铁矿有限公司成功
进入“2014年中国冶金矿山企业50强名
单”。自2008年7月份以来，该公司实现了
从筹建投资型到生产盈利型的转变。

作为临沂矿业集团的二次创业，会宝
岭铁矿是全省煤炭企业唯一涉足冶金矿山
开发的企业，该公司按照临矿集团新建项
目“七最”方针，突破了一般铁矿五到六
年建设期的常规模式，在艰苦的创业条件
下，出色完成了“三年建成，两年达产”
的目标。该公司坚持一手抓工程建设，一
手抓项目核准，并最终于2010年10月获得
了国家发改委的最终核准。高耸的井架、
简约大气的办公楼、窗明几净的餐厅……

一座现代化的铁矿耸立在会宝岭之上。
会宝岭铁矿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条

件，铁矿石资源储量为1 . 73亿吨，平均品
位TFe(全铁）31 . 48%，mFe（磁性铁）
18 . 77%，矿山服务年限55年以上。前期铁
矿设计规模为年采选铁矿石300万吨，年
产铁精矿75万吨，是山东省内冶金行业单
井第一个年产300万吨铁矿石的项目。该
公司投产以后，虽然铁矿石价格并不稳
定，但是仍然有较大的盈利空间。然而，
2014年一年之内，铁精粉价格对半下跌，
直至2015年年初，并不见市场回暖迹象。
公司被逼回到起跑线上，巨大的成本压力
更是接踵而至，改革迫在眉睫。

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会宝岭铁矿由
领导班子牵头，认真分析市场形势，深挖
问题根源，积极改革创新，不断在危局中

开创新局面。针对成本过高问题，加强成
本管控，进一步控制投资；本着节约办企
的理念，加强市场价格调研，将耗材成本
压到最低；同时，实行修旧利废、以旧换
新等措施，提高资源利用率。2014年下半
年，该公司启动了环节改造工程。

目前，会宝岭铁矿环节改造工程已接
近完工，公司产能将大幅提升，较原设计
相比，原矿石生产能力提高67%，达到500
万吨/年；铁精粉产量提高20%，达到100
万吨/年。产品销售上，积极开展外矿配
比调研，提高产品质量；建立客户反馈系
统，通过驻场调研，加强与客户的沟通，
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当前，铁精粉销
售市场已成功拓展到河北武安地区；建立
介质粉业务往来的单位已达27家，最远销
售距离达1500余公里。

会宝岭铁矿跨入“冶金矿山企业五十强”

□ 本 报 记 者 左丰岐
本报通讯员 崔 鑫 蒋荣宝

“芳啊，别再往家里汇款了，你都汇
了10万多了。”“有这么多吗？”“你汇
来的每一笔钱我都记着呢。”这是“五
一”假期，山东能源临矿集团古城煤矿的
王丽芳回家探亲时和母亲的对话。母亲算
账，参加工作6年来，王丽芳汇了10万多
元了。

2008年，从中国矿业大学毕业的王丽
芳，来到山东能源临矿集团古城煤矿，成
为矿选煤厂的一名技术员。然而，她却放心
不下远在山西平定县农村的年迈多病的父
母。因为父母看病，妹妹读书都需要钱。

王丽芳的父亲在她四岁的时候遭遇矿
难，只留下幼小的她和母亲艰难地生活。
母亲在遇到了养父后，带着她重组了家
庭。养父善良有爱，让她从父母身上继承
了良好的品质。

上大学期间，为了不给家里添负担，
她省吃简用，靠勤工俭学维持生活，不但

没有花家里钱，还时常带些吃穿用品孝敬
父母。参加工作后，她按时给父母寄钱为
的是让父母过得好一点，让年迈的养父不

再像过去那样的操劳。
2013年7月，她的养父患脑溢血瘫痪住

院，只有她母亲一人照料。她每月都会利

用六天的休班时间，赶回老家，在病床前
伺候养父，给和自己虽无血缘但恩深似海
的老人端屎端尿，擦身擦背……邻居们都
说这个女儿没有白养，亲生女儿也不一定
能做到这样。

“父母生我养我不容易，他们的身体
一直不好，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只是做
了我应该做的。”王丽芳说。

对父母如此，对公婆的孝顺也是远近
闻名。2014年底，她的婆婆左臂骨折，生
活不能自理，她又是忙前忙后，伺候在床
前。她婆婆逢人便说：“我这哪是娶了儿
媳妇呀，简直就是捡来了个孝顺闺女。”

她的善良不但表现在对自己的父母和
婆婆身上，她的妹妹和与她共事的同事也
受益良多。资助她同母异父的妹妹上大
学，也成了她份内事。她瞒着父母和丈夫
将自己平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给妹妹
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她说：“咱爸咱妈
虽然无力供你上学了，但有姐在，就一定
让你上完大学，等你毕业之后赚钱了，再
好好地孝敬爸妈。”工作之余，她经常给
妹妹打电话，关心她的学业和生活。

这就是一个善良、孝顺、充满爱心的
女工，王丽芳用实际行动书写了一曲
“孝”与“善”的大爱华章。

前不久，她被古城煤矿授予“建功立
业标兵”和“最美女工”称号。

□通讯员 弋永杰 韩 瑜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章丘讯 日前，记者从山东能源
淄矿集团埠村园区获悉：一季度，埠村园
区实现净利润36万元。虽然36万元算不上
大数字，但对于这座十年来一直亏损，有
着50多年历史的老矿来说有着特殊意义，
特别是在当前的煤炭经济形势之下。

始建于1958年的埠村煤矿，随着资源
枯竭，三对井口变为两对，煤炭年产量由
180万吨跌至120万吨，自2004年陷入了亏
损，2009年亏损额最高达1 . 17亿元，全矿
干部职工的心曾一度跌到冰点，感到矿井
已经成了一盘救不活的“死棋”。

“我们这茬领导班子绝不能面对危局

而逃离、更不能未经博弈而放弃，必须下
定决心把‘死棋’弈活。”埠村园区主任
郭恒斌介绍。他们带头喊出了“矿老，人
的精神不能老；井衰，人的斗志不能衰”
的口号。

埠村园区通过扎实的形势任务教育，
对当前行业严峻形势有了更为严谨的研
判，对抗拒困难有了更大的信心。经过几
上几下的集思广益，最终他们实施了“四
分、四减、四补” 即分兵作战、分线突
围、分灶经营、分项考核；减编制、减人
员、减投入和减轻办社会压力；煤价损失
产量补、原煤损失非煤补、体内损失体外
补、价格损失减负补的优化存量政策。他
们构建“大部室、小机关”，园区机关只

设规划发展部、人力资源部、财务部、审
计监察部和综合办公室“四部一室”，人
员减少到42人。

同时，埠村园区在实施存量支撑掩护
战略的同时，着眼于现阶段推进转型脱困
的实情，确立了“以煤为基、多元发展、增量
扩能”的总控战略。他们实行了“园区化”管
理的经营机制改革，形成了一个煤矿、八个
非煤实体的“1+8”格局。截至目前，他们共
有11支专业化队伍转战省内外。

园区矸石热电厂以“轻资产”运营引
进外部投资回收电厂余热，减少2300余万
元资金投入，年获净收益100万元。园区
医院则是通过实施“医+商”、“医+
药”、“医+企”等联营模式，减少投入

2 1 0万元，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2014年创利970万元。2014年，埠村园
区整个非煤全线飘红无一亏损，总销售收
入67890万元、利润5745 . 5万元。

现在，他们成立了工业蓝宝石、锂电
池、健康养老、纸业印务等4个项目部
组，目前的推进工作比较顺利。4月1日，
埠村园区年产120吨工业蓝宝石项目顺利
通过节能评估论证。据了解，蓝宝石晶体
生产线占地200亩，一期工程为100台晶体
生产线，预计2016年投入生产。该项目科
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阔，经济效益明
显。同时，可充分利用园区电厂富余的电
力资源和东区关井后闲置的土地资源和基
础设施，节省项目建设资金。

半百老矿成功转型非煤产业园区
形成一个煤矿八个非煤实体格局，埠村园区十年来首次实现赢利

6年间汇款10万多元，利用休班时间千里迢迢赶回老家伺候久病的养父，王丽芳———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山东能源枣矿集团高庄煤业公司认真学习贯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73、76号令，根据矿井实际，注重源头，强化监督，不
断改善作业环境，持续推进职业危害防治工作，确保实现“安全生产零事故、职业健康零危害”目标。

图为洗煤厂职工严格按照要求佩戴防尘口罩、防噪音耳塞等劳保用品上岗作业。

□陈 磊 绳 东 报道

□李长德 刘 勇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11日，针对近期雷雨天气频繁的实际，历城

供电公司召开专题会议要求时刻关注大风雷雨天气，强化措施，
对公司所有变电站、高低压线路开展设备巡视工作，确保电网安
全稳定运行，将雷雨对电网的影响降到最低。

在变电设备方面，公司要求变电运维人员对孟家等重点电源
变电站开展设备特巡，对设备接点进行测温，防止有过热现象发
生；对室外开关机构箱、端子箱进行全面检查防止设备受潮；在地势
低洼的老变电站增派人员现场盯防，密切关注雨势水情，防止发生
倒灌危险；及时观察电缆沟有无进水情况同时要求变电运维人员雨
后及时对变电站设备间有无雨水渗漏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在线路方
面公司要求重点查看导线接头、导线线夹处有无发热现象，杆塔基
础、电缆中间及终端头、交叉跨越距离、大耐涨段导线弛度、穿墙套
管等有无异常，输配电线路的杆塔基础、拉线是否存在隐患，有无被
大风、大雨、大水威胁的可能。对河、沟边和山坡易冲刷段的杆塔、拉
线、基础加固情况进行检查，做到万无一失。

历城加强雨后供电设备巡视

□田 敏 报道
本报临邑讯 “您好，这是‘用电服务卡’，上面印有供电

服务电话，遇到用电难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服
务。”近日，在临邑县邢侗街道办卞庙社区，临邑县供电公司员
工陶发斌正忙着向客户发放片区“用电服务卡”。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提升供电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率，该公
司以客户需求为服务方向，创新方式方法，推行细致服务，将印
有员工姓名、服务区域、服务电话、服务承诺和投诉举报电话字
样的“用电服务卡”发放到广大农村客户手中。自推行服务卡以
来，已为客户解决各类用电问题340多起，受到用电客户的喜爱。

临邑供电推行“用电服务卡”

□朱 璐 报道
本报邹城讯 为深入推进班组建设“四大体系”落地，让每

名员工都投入到班组建设的具体工作中来，邹城市供电公司积极
引入“头脑风暴”法，集思广益抓班组建设、凝聚集体智慧增班
组活力、齐抓共管抓班组提升。

在班组建设“头脑风暴”活动中，公司广大员工紧紧围绕安
全班组、活力班组、人文班组、创新班组等主题，出思路、想办
法，在抓好班组基础管理工作的同时，努力拓展班组建设工作内
涵，真正把“我的班组”建设成“我的阵地、我的家”。

公司员工、电网建设班班长孙震表示：实施班组建设“头脑
风暴”，让每个人都能主动思考班组建设工作该怎样做、如何
做、怎样做到最好，不仅增强了工作主动性和创新性，也让班组
建设工作不再仅仅局限和停留在表层，更具影响力和渗透力。

邹城供电“头脑风暴”聚力班组建设

□巩秀萍 李莹莹 报道
本报博兴讯 5月8日，博兴供电公司调控运行班技术培训大讲

堂开讲，此次课题是针对110千伏官张站新上#1主变冲击送电最优
方式选取。

参训人员通过抽签选取康俊峰为主讲，他针对多种方式进行优
缺点分析，并对实际工作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答疑解惑，取得了良好
的培训效果。班组成员在课上各抒己见，轮流提出问题，并作现场补
充，现场气氛活跃，不时赢得阵阵掌声。最后优中择优选取最佳方
式，使参训人员都掌握了官张站#1主变冲击送电的最优方案。该公
司按照“按需施教、急用先学、学以致用”原则，紧密结合工作实际，
立足班组工作，采取“班组大讲堂”培训方式，各班组成员积极参与，
不仅营造“人人上讲台，个个当专家”的良好氛围，同时提高了培训
效果，提升了班组人员整体素质。

博兴供电班组大讲堂开讲

□谭兆锋 报道
本报宁阳讯 为激活青工潜能、提升青工素质，5月11日，宁

阳县供电公司围绕企业中心工作，开展“搭建四个平台”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通过搭建思想教育平台和经验交流平台，树立青

年员工勇于拼搏、爱岗敬业、不断攀登新高的健康心态；通过搭建能
力提升平台和志愿服务平台，在促进青年员工技能提升的同时，用
实际行动践行“诚信、责任、创新、奉献”的核心价值观。

宁阳供电四个平台助力青工成长

□李 慧 报道
本报夏津讯 5月10日，国网夏津供电公司分管营销负责人现

场走访了瑞生植物油有限公司，了解企业运营状况，排除安全隐
患，助力企业高效生产用电。

为规范需求侧管理，加强与客户之间的交流沟通，5月中旬
起，该公司开展了“大客户”走访活动。通过与大客户面对面交
流，详细了解其生产现状及用电需求，对客户用电设备“问诊把
脉”，排除隐患，引导客户优化用电方式，合理安排用电计划，
倡导科学、节约用电。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及时为客户解决各类
用电问题12起，赢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

夏津供电走访大客户排隐患

□高有联 报道
本报乐陵讯 “遇事难字当头，遇难退字当头，缺乏斗志，

见硬就躲，遇阻就退，这样的思想要不得！”5月13日，在乐陵供
电公司开展的党员评议和书记大讲堂活动中，公司党委书记曹清
涛对个别党员的批评一针见血。为深入学习“王进精神”，乐陵
供电公司集中开展了“向我看、跟我干、让我来”大讨论，通过
党员积分评定和书记大讲堂学习交流，找差距、查不足，不断凝
聚企业发展正能量。

该公司党员积分评定遵循“分类积分、量化考核；标杆引
导、底线管理；奖优罚劣、激励奉献”三项基本原则。主要内容
包括分值设置、积分登记、积分应用三方面，1年时间为一个积分
管理周期，周末、月末、季末为积分周期排名节点。每个党员干
部都把日常积分评定作为学劳模、比干劲的加速器。同时，定期
举办书记大讲堂，深入查摆影响公司发展的问题和不足，并抓好
工作落实。

乐陵供电“一评一讲”凝聚正能量

武城供电早筑防汛“安全堤”

□戚云鹏 霍丽雯 报道
本报武城讯 针对今年雷雨天气频发特点，武城供电公司提

早开展电网防汛行动。5月12日，组织36支“党员防汛突击队”，
集中对全县29条35千伏输电线路、85条10千伏配电线路展开拉网式
特巡，协调18个部门、班组，从八个方面紧急部署防汛工作，为武
城电网平安度汛筑牢“安全堤”。

□王树清 报道
本报宁津讯 为树立以诚践诺、责任

国企形象，近日，国网宁津县供电公司对
“约时工单”进行全面梳理，以随机抽查
的方式，对19条“约时工单”的责任部
门，实行公开“说清楚”制度。

为进一步提升供电优质服务水平，宁
津县供电公司对客户提出的所有问题，全
部给予明确答复。但在具体实施中，对农
村电网改造升级、重要输电线路建设改造
等重大工程，由于物料到货、施工季节等
外部原因，不能立即解决的，必须向客户
说明工作措施、进度安排、完成时限，由
此产生“约时工单”。加强对“约时工
单”的管控力度，是该公司向群众“亮承
诺、亮责任、亮措施”的一项重要内容，
以此时刻提醒为民服务的职责所在。

宁津供电加强

“约时工单”管控

王丽芳在工作中。

自从开展“向我看、跟我干、让我
来”主题实践活动以来，国网平邑县供电
公司多次组织各类电力服务活动。5月15
日，该公司组织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通过
多种形式为辖区居民提供安全用电咨询、
电力科普宣传，还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安
全用电问题，了解用电需求。经常对孤寡
老人、残疾人提供爱心特别服务，为他们
解决了实际困难，将更安全、更贴心的优
质服务送到用户身边。

齐河35千伏

大黄输变电工程开建

□孙国苹 张毅 报道
本报齐河讯 5月11日，齐河县35千伏

大黄输变电工程开工建设。该工程将建设
安装20兆伏安的主变2台、输电线路54公
里，于今年12月底竣工投运，将为居民生
活及农业生产提供充足的电力保障。

□龙古月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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