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6月4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杨 辉 第480期

热线电话：(0531)85193262 Email：sdnyxwzk@163 .com 13

□ 本报通讯员 王灿灿 张红芳
本报记者 左丰岐

几年前，山东能源临矿集团邱集煤矿曾
经由于开采上组煤将近枯竭，下组煤受水威胁
不能开采，矿井一度面临关闭风险，许多年轻
人选择了离开矿区外出创业，曾经其乐融融的
大家庭日益冷落起来。去年以来，邱集煤矿人
凭借创新思维破解了黄河北煤田下组煤开采
难题，实现了首次揭露11煤，矿井获得重生。

为把这个美好家园建得更好，该矿视职
工关切为工作重中之重，精心策划新的职工
之家建设，投资近百万元，建设了总面积700
多平方米的职工新家，包括工作人员办公
室、图书室、心理咨询室、减压室、健身区
和休闲区等，成为职工工作之余学习、娱
乐、健身、休闲的好去处。

到求是书屋充充电

“走，一起去求是书屋吧，我昨天遇到
一个专业问题，想去书屋找找答案。”

“好，我带小孩去，省着在家里不好好
学习。”求是书屋建成后，很快成了职工的
“网红”地，干净明亮的环境，种类齐全的

书籍，静谧的阅读氛围，吸引了大批职工到
此充电。

求是书屋目前藏书2000余册，包含了党
史国史、煤矿专业图书、企业管理、文学艺
术、中外名著、人物传记等11多个种类的图
书，他们还根据职工需求专门定制了一些学
习生活养生类杂志。

“这个书屋很接地气，书籍种类多，最
暖心的是还有很多少儿读物，疫情期间，孩
子在家找不到学习的氛围，把孩子带到书
屋，在这里学习看书，有一种在新华书店的
感觉。”洗煤厂职工王金燕说。

到健身房里出出汗

每到下班时间，当你路过职工之家健身
区，很远就会听到器械的撞击声和职工的交
谈声，这儿比菜市还热闹。

“原来下班后没有别的地方去，我们只
能在宿舍里玩手机、打游戏，整个人都不精
神，工作效率也不高。自从建了职工之家，
用上这些健身器材，身体得到了锻炼，心情
也得到了很好的调节，精力也更加充沛
了！”机运工区李海明说。

该矿“工会职工之家健身房”，是近期
刚刚建成验收的，购置了乒乓球、跑步机、
动感单车、按摩椅、拳击沙袋等活动器材，
还有洗手间、储物柜，为职工带来了极大便
利，旁边还配有澡堂，可谓是进去出来一身
轻。

这里已经成为职工下班必打卡的地方，
健身房的建立使职工更直接地感受到了
“家”的温暖，提高了幸福指数，极大地鼓
舞了士气。“看到他们身体健康、精神饱
满、快乐工作，感到很欣慰。”邱集煤矿党
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李东说。

到心语之家宽宽心

“心语之家”的减压放松室和心理咨询
室“生意红火”。在减压室中，借助宣泄防护配
套设备以及一些减压小设备，职工可以宣泄负
面情绪和压力，实现身心放松。

在心理咨询室，他们配置了小型沙
盘，来访者可通过心理健康软件进行心理
测试，心理咨询师用小型沙盘进行咨询服
务，根据心理测试结果和沙盘游戏，心理
咨询师为来访者进行一对一心理辅导。据
了解，该矿心理咨询室已开过130节心理辅
导课，辅导人数600多人次。

“职工之家的重新开张运营，温暖着
每一位职工的心，虽然煤矿地处偏远，但对
职工关心到位了，心安之处是吾家。”该矿
党群部长闫之喜说。

□赵敏 报道
本报新泰讯 近日，由山能重装新汶分公司自主

研发的SGD730/320转弯刮板输送一体机顺利通过安标
国家中心检测，这是国内首套自主研发直角转弯刮板
输送一体机。

据介绍，该转弯刮板输送一体机是矿用装备由机
械化向数字化、智能化迈进的里程碑，作为国内首套
自主研发刮板输送一体机，它将工作面刮板输送机与
顺槽转载机合为一体，由转盘机构替代了刮板机机
头，使刮板链实现90°转弯，改善了机头处的支护、通
风、检修条件，杜绝了该处事故的发生。

据了解，该套刮板输送一体机在去年第十七届中
国国际煤炭采矿技术交流及设备展览会上首次亮相
时，就引起了市场的巨大反响，当场就有4家矿井达成
采购意向。

□ 本报记者 左丰岐
本报通讯员 崔 鑫 朱泓一

“今年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复工复产延迟一个月，但永明煤矿商
品煤产量、营业收入、完成利税均与去年
正常生产持平，进入二季度以来发展势头
更加强劲。”5月18日，山东能源临矿集团
永明煤矿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新
山介绍。

“我们靠的就是轻资产运营。”李新
山一语道破。该矿紧紧抓住发展新机遇，利
用市场资本力量，通过设备租赁、储物于

商、融资租赁、引智借资等方式，开辟轻资
产运营新路径，走上了新一轮快速发展之
路。

设备租赁实行分期付款。2018年，面对
设备年久失修、资金高度紧张和洗煤厂洗
选能力受到严重制约的状况，该矿开始尝
试采用BOT模式，引进TDS智能预排矸系
统，不仅节省1065万元设备购置费，每年可
减少维修费等130多万元，并且减少人工成
本36万元。目前该设备日均排矸600吨左右，
累计创效近500万元。

储物于商，实现“零库存”管理。通过
全面推行代储采购模式，实行使用后结算的

方式，优化了库存结构，大大降低了储备资
金占用，使矿井部分备件成功实现“零库
存”，提高了整体效益。截至目前，已有5家
大型设备和材料供应商与矿井签订了代储协
议，减少矿井资金周转支出800余万元。

用融资租赁和惠企政策“供血”，是永
明矿缓解资金压力的又一“利器”。该矿采
取融资租赁模式新上3煤综采设备一套，边生
产、边创利、边还款。受疫情影响，今年复工复
产时间拖后，但该矿充分利用疫情期间国家惠
企政策为企业减负，一季度免缴企业养老、失
业、工伤保险三项费用104 . 45万元。

该矿还通过招标引进专业化维修队伍，

实现所有大、中、小型设备配件直接在矿机
修车间维修。较此前的外委维修节约费用
10%—15%以上。

班组是降本增效的主战场。该矿推行班
组市场化管理，将成本管理贯穿到班组个
人，实行可控成本核算与工作绩效相结合，
激励了员工节支降耗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今
年1月—4月设备修旧利废、周转性材料等共
计节约120 . 35万元。

“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如何让成本跑
赢市场价格，必须从可控成本挖掘资本潜
力，做到精益管理、轻资产运营，才能让矿
井发展行稳致远。”李新山表示。

□通讯员 郭轶敏 崔浩杰 赵勇
记 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淄博讯 5月30日，国网山东省电力
公司建管的国家电网公司环保型基础示范工
程——— 淄博千乘220千伏全钢螺旋锚基础输电
线路工程顺利建成投运，标志着试点工作取
得圆满成功。

据工程建设单位淄博供电公司负责人介
绍，该工程是国网公司环保型基础示范工
程，所应用的新型杆塔全钢螺旋锚基础是国
网基建部重点研究推广的基建新技术。在该
线路工程建设中，共应用22基螺旋锚基础，
应用率达20%，其中高青—千乘单回线路段
应用率达到64%，应用数量和应用率均居国
网公司同类型基础之首。

与传统的杆塔基础相比，新型杆塔全钢螺
旋锚基础具有占地面积小、施工周期短、不使
用混凝土、不产生余土废料、可大大降低对植
被破坏和对环境污染等优点；同时，全钢螺旋
锚基础采用工厂化加工，工艺成熟，质量稳定，
施工机械化程度高，劳动强度低，施工安全风
险级别低。与混凝土承台型基础相比，具有“零
混凝土浇筑、零开挖、零弃料、零养护期”的

优势，通过比对，施工作业面积可减少25%，养
护时间可节省28天，混凝土用量降为“0”。充分
发挥全钢螺旋锚基础快速施工的优势，可实现
基础—组塔—架线施工“零等待”。

为切实把这一示范工程建好，国网山东
电力坚持工程试点示范与技术优化深化并
重、总结继承与创新突破并重。他们从源头
入手，抓好设计龙头，提升勘察深度，在螺
旋锚基础锚杆长度、锚杆直径、锚盘直径等
关键技术参数上开展了全方位的优化设计，
从而降低了造价、提升了效益。开展设计创
新突破，创造性地研究设计了螺旋卡筒式复
合螺旋锚，增加了螺旋锚承载水平力的能
力，顺利通过了试验验证。严抓施工质量过
程管控，对施工扭矩、倾斜角度、旋拧深
度、跟开误差、水平误差、承台焊接、防腐
处理等关键工艺全过程监督，严控施工质
量，国网山东电力建设部与业主、设计、监
理共同组织验收，并进行抽样原位荷载检
测，确保螺旋锚基础施工质量满足设计要
求。加强设计应用经验总结，继续开展螺旋
锚基础试点应用，推动螺旋锚基础的可持续
研究和推广。

□ 闫红鹏 张思凯

熟悉乡情、村情、民情，才能激发联户
干部的真情、热情和感情。疫情防控期间，
国网泗水县供电公司10名联户党员利用每月5
日、20日的“走亲日”，到包保责任村———
济河街道白仲泉村，走村入户访贫问苦，精
准帮扶百姓致富奔小康。

近日，泗水县供电公司总经理洪军到白
仲泉村走访慰问，为80岁高龄的孙洪荣送去
牛奶、鸡蛋、老人手杖等慰问品。孙洪荣感
激地说：“供电公司给我办了慢性病卡，修
了房子。要不，我常年吃药，吃不起。现在
不用花钱吃药，党的政策好啊。”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该公司党委严
格对照考核标准要求，集中精力排查薄弱环
节和突出问题。进入4月以来，成立了脱贫攻
坚工作专班，对接包保贫困户落实“三单一
册一袋”信息核实，针对帮扶资料存在的问
题进行再梳理再整改。目前，已为10多名贫
困户办理慢性病卡，为3户贫苦户修缮了房
屋，规范标准16条，立查立改25条。

据了解，泗水县供电公司于2015年与白
仲泉村结成帮扶联建单位。5年来，该公司充
分发挥党员服务队、党员突击队先锋模范作
用，走村入户开展春耕春灌、用电安全宣
传、电商服务。疫情期间，该公司组织党员
服务队、青年志愿者、“点亮山川”微公益

协会上门走访慰问贫困户，送去1万多元公益
扶贫资金。向他们宣讲疫情防控注意事项，
累计开展用电爱心延伸服务活动16次。该公
司结合白仲泉电气化村建设，实施农网改
造工程，提高供电可靠性。梳理供电设备
运行维护状况，为该村电商平台提供“一
对一”“点对点”常态化服务，定期组织
人员上门排查用电安全隐患，指导村民通
过“网上国网”App等网上业务咨询、电费
缴纳等线上服务，让村民用电更省心。健
全农村电网为该村扶贫基地建设提供了充
足的电力，帮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助
力村民增收致富，为该公司与贫困群众架起
“连心桥”。

现在，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白仲泉村开
始吸引外界的目光，电商落户了，莲藕基
地、瓜果基地、挂花园扶贫项目等壮大了集
体产业，贫困户也尝到了甜头。正是借助美
丽乡村建设和脱贫攻坚的东风，白仲泉村民
改变了旧思想，吃上了“致富餐”，过上了
好日子。

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收官之年。该公司聚焦党委主责
“实”抓、短板问题“实”改、联户帮扶
“实”帮、目标任务“实”干，树立不胜不
休的信念，发扬实干苦干的拼劲，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地解决，一事一议、一户一策，确
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记 者 左丰岐
通讯员 马学利 张丽萍 报道

本报烟台讯 5月28日，国网烟台供电公司开展第
一期“网上国网”抽奖活动，从注册绑定的“网上活
动”用户中，随机抽取了104名用户给予电费红包，1名
幸运用户获得华为P40手机，活动邀请了媒体记者作为
监督员，并全程摄像确保活动公平有效。

“网上国网”App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为落实国家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而打造的统
一线上服务平台，支持多种方式缴纳电费，多维度查
询用电明细，多场景办理用电业务。自2019年9月“网
上国网”在山东省正式上线运行以来，烟台供电公司
将其作为“简化获得电力”的重要支撑平台，向客户
普及推广使用。尤其是疫情防控期间，该公司积极响
应国家号召，为实现“不见面”办业务，推出“抗疫
情、保供电、为人民”一系列护航举措，使居民客户
可以实现线上缴电费、查余额、查日用电量、更名过
户等，企业客户可以进行复工复产用能分析，开具电
子发票，容量变更等业务。新能源客户可以查询光伏
账单，监测发电量，电动汽车用户可以找桩充电。同
时，为客户提供优惠政策、优惠活动查询。

“网上国网”App凭借便捷专业的电力服务，在烟
台地区吸引了近100万客户下载使用，每月约10万笔电
费通过“网上国网”App完成缴纳，60%的用电业务通
过“网上国网”App发起申请，极大地降低了办电时间
成本，提高了客户满意度。本次抽奖活动是烟台供电
公司策划开展的主题为“你用电，我免单”推广运营
活动，旨在进一步提升“网上国网”在客户中的知晓
度，引导用电客户使用“网上国网”实现“网上办
电”。按照活动规则，本次活动从5月1日至5月24日注
册绑定的“网上活动”用户中，共抽取了104名幸运用
户。

据悉，烟台供电公司6月份将继续开展抽奖活动，
客户只要在6月1日至21日期间，通过“网上国网”单笔
缴纳电费50元以上，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为6月电
费免单、50元电费红包、10元电费红包。通过推广“网
上国网”App，让更多的客户实现足不出户办理用电业
务，真正实现指尖办电，实现简单业务不跑腿，更好
为客户提供快捷、满意的用电服务。

泗水供电“走亲日”访贫问苦精准帮扶

从可控成本挖掘资本潜力

山能永明煤矿探索轻资产运营

烟台105名电力用户

“指尖办电”获“红包”

山能重装新汶分公司

自主研发国内首套

转弯刮板输送一体机

山能临矿邱集煤矿关爱职工打造和谐家园———

心安之处是吾家

全钢螺旋锚基础线路示范工程建成投运
应用数量和应用率均居国网同类型基础之首

□记 者 左丰岐
通讯员 张 行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这款防爆智能手机功能多，待机
时间长，配有高清摄像头，具备通话、拍照、录像等
功能，现场隐患可以拍照取证，实现留痕管理……”
近日，新驿煤矿为安全管理人员、安监员以及采掘、
辅助工区值班人员、班组长等关键岗位的人员全部配
备了防爆智能手机，信息中心通讯维护员冯子远向管
理人员介绍井下防爆智能手机的使用方法。

“为保证井下手机信号正常，我们在井下所有地
点安装了91台无线定位融合基站，系统以工业环网为主
干，兼容互联网接入，并直接与调度指挥中心连接，
通过WIFI与TCP/IP技术相结合，成功实现了Wi－Fi手
机与地面调度通讯系统、井下人员精确定位系统、视
频监控等系统联通。”该矿信息中心技术人员张旺
说。

“防爆智能手机的应用，为实现实时通讯、精准
定位、实时调度、安全检查、设备巡检等工作提供了
有力支撑，为智能智慧化建设矿山打下了坚持基
础。”该矿信息中心工程师田国文表示。

如今，该矿调度室根据视频和精确人员定位信
息，能够第一时间通过调度通讯系统和井下沟通、指
挥生产。“特别是安监员、巡检工等工作地点很分
散，电话联系起来不方便，影响工作效率。”调度室
副主任王兴峰说，“有了防爆手机，我们随时都能联
系上他们，十分方便。”

“现在有了井下无线通信防爆智能手机，生产管
理人员彼此之间可以实时通话，快速了解生产状况，
为管理人员指挥、处置、解决现场难题，提供了精准
的信息依据，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安全管理水
平。”该矿总工程师张卫说。

新驿煤矿

井下用上了防爆智能手机

□林妍妍 周静 报道
本报利津讯 5月29日，利津县北宋镇丁家村文

化大院下的坡地上，一块块晶硅光伏面板在阳光下
熠熠生辉，引人注目。“这是2 0 1 6年建成的4 3KW
分布式光伏并网发电项目，现已收益近7万元。该项
目能持续收益25年，有了自己的增收产业，俺们村
的日子越来越好了。”村委会主任李志远高兴地
说。

地处黄河滩区的丁家村曾是有名的“省定贫困
村”，集体经济少、基础设施差。北宋镇党委、政
府围绕“长效性+短平快”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利用
约27万元的专项扶贫资金，包括160块光伏电池组件、
300米光伏线缆的扶贫电站终于在丁家村建成，每年2万
余元的村集体收入使村里贫困户有了扶贫分红款，“篮
板板”真正成了丁家村的“阳光存折”。

丁家村民有了“阳光存折”

□杨昭晖 陈 成

张思凯 报道

近日，山能临矿上海庙矿

业公司智能监控指挥中心投入

运行，实现了集视频监控、应

急指挥、防盗报警等一体化的

智慧安防，有效夯实了平安矿

区的基石。

□记者 陈巨慧 通讯员 姜世龙 报道
工作人员正借助机械将螺旋状锚盘旋拧到深层土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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