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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陵矿业之窗

在稻花香酒业酿造车间里有许许多多

的窖池，窖池内有着无数“小精灵”夜以继日

的辛勤工作着，他们与糟醅发生一系列的化

学反应，孕育出成熟的酒糟，再经过蒸汽腾

腾的酒甑，一滴滴白酒就这样产生了……这

看似简单的过程，做起来可不容易，不管是

哪个环节都对白酒的品质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为了做好这件事，稻花香酒业公司酿

酒中心主任谢永俊 13 年如一日，刻苦钻研

酿酒技术，勇于创新酿酒工艺，提升酿酒效

率，追求卓越品质。由他参与的《宜昌龙泉低

于酱香型白酒生产工艺研究》、《酿酒副产物

深度发酵及高效利用技术》荣获湖北省宜昌

市夷陵区科学技术三等奖，同时他个人被评

为夷陵区第二届“夷陵工匠”。

精益求精 传承酿造工艺

2005 年，谢永俊刚接手公司酿酒生产管

理时，面临的是一线酿酒人员完全没有成熟

的酿酒方法和技术，酿酒工艺跟不上，产量

上不去，白酒酿造陷入困局。“窖泥中繁衍的

微生物和微生物产生的香味物质越多，酒香

越浓，当时我们的窖泥中已经培育出合适的

微生物群，酿出好酒的核心已经具备，为什

么还是不能酿出好酒呢？”带着这个问题，谢

永俊亲自带着一线的工人骨干，踏上前往四

川学习的征程。

实践出真知，在四川学习的半年时间

里，他每天起早贪黑，抓紧一切时间悉心学

习别人先进的管理办法和规范的操作手法。

白天和工人们一起在车间里学习起窖、上

甑、摊凉、入窖等各个流程细节，仔细观察规

范操作，并亲自上手操练。晚上回宿舍以后，

他都将白天学习的东西做好笔记，认真消

化，每一个关键数据都反复进行验证，一丝

不苟。

通过学习，他终于找到了公司酿酒工艺

的症结所在，并将正确的操作技术带回公

司，规范公司的酿酒方法，在他和团队的共

同努力下，稻花香酿酒生产迅速走上正轨，

逐渐形成稻花香自己的独特风格。“作为一

个白酒企业，酿酒技术是最核心的技术之

一，只有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才能让每一滴酒的品质得到保障。”谢永俊

用身体力行见证着这句话的份量。从他身

上，笔者看到的不只是对白酒传统酿造工艺

的传承，更是对工匠精神的传承。

追求卓越 创新酿造技术

公司日益发展壮大，酿酒规模也随之逐

渐扩大，对生产力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但是

酿酒车间工作条件相对艰苦，工人劳动强度

大，导致生产人员严重匮乏，如何在降低工

人劳动强度的同时，保证原有生产工艺，成

了困扰他最大的难题。“当时行业内酿酒都

还是靠人力劳动，还没有实现机械化，没有

可以学习借鉴的前例，我们就只能自己研

究。”为了引进机械化设备，谢永俊与设备生

产厂家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筹划和论证，设

计方案换了一茬又一茬，他来回奔波在厂家

和公司之间，确保万无一失后才开始投入改

造。

2011年，首批投入改造的酿酒一车间进

行了为期一年的试运行。试运行期间，他每

天到车间亲自操作设备，仔细观察运行情

况，密切关注车间产品的生产效率和质量，

一旦发现问题，他都会第一时间进行修改完

善，“我的目标就是在保证安全生产的同时，

降低工人劳动强度，提高白酒品质。”在他的

不懈努力下，一车间机械化改造试运行成

功，原来每个酒甑需要 8 个壮劳力，现在每

个酒甑只需要 4 个人就够了，整个车间减少

了近一半的劳动力。与此同时，生产出的白

酒品质不降反升，实现了白酒生产的提质增

效。

酿酒过程机械化在当时行业中是第一

次实现，破除了传统酿造的技术依赖人力的

屏障，迈出了传统酿造工艺与机械化融合的

第一步。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谢永俊又

先后参与对制曲、粉碎车间进行自动化生产

线建设，实现了传统酿酒技术与现代化的完

美融合。

“13 年前，我开始接触酿酒，从一个扛锹

带班的工人到现在管理整个酿酒部门，我只

是努力把我所在的岗位上的每一件小事做

好，让酿出来的酒更加醇香。”不积跬步无以

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能把每一件

小事都做好，就会让平凡的人生变的不平

凡。酿好每一滴稻花香酒，是谢永俊更是稻

花香所有酿酒工人的不懈追求。

渊龙广韬/文 杨森/图冤

擦亮矿工的“眼睛”
从清洁到充电，从检修到维护，从收回

到发送，陕煤集团黄陵矿业一号煤矿机电队

职工张艳玲每一步都做得特别细心，也许在

别人眼里，灯房充电工只是一份普通的工

作，但她却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她深知，

在幽黑的巷道中，矿灯不仅是矿工的眼睛，

更是一份生命的保障，她必须保证矿灯盏盏

完好，让每一位“亲人”都能带着最明亮的矿

灯高高兴兴下井，平平安安升井。

“我是 1998 年进的灯房。一次，一位职

工把故障灯交给我处理，我拿着图纸折腾了

一天，不但没修好反而还增加了好几个故障

点。”谈起刚进矿的情形，张艳玲一脸羞涩。

师傅韦福元让她先熟悉矿灯的结构。张

艳玲找来《电工手册》等书籍学习专业知识，

掌握技术要领，用业余时间向机电专业的师

傅请教，休息时拆卸“退役”的甲烷氧气两用

仪，并反复练习。为了提高维修技能，她常常

蒙上眼睛，一遍遍地拆卸，又一遍遍地组装，

每台仪器有大大小小 50 多个零部件，而她

完成拆卸工序仅用 2 分 24 秒，完成组装只

需 4 分多钟，始终保持着“5 分钟内组装”的

记录。

“张艳玲在我带的徒弟中悟性并不高，

但她特别刻苦，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故障

处理不完，问题根源找不到她不会下班。”韦

福元这样评价自己的徒弟。

为了能够快速高效完成领灯和收灯工

作，减少发放时间，她对全矿职工的姓名和

灯架号、灯箱位置都熟记于心。她带领灯房

的六名“娘子军”将矿灯超市打造成文明服

务窗口。 渊张毅 倪小红冤

班前安全教育不含糊
黄陵矿业机电公司线路维护班早会上，

及时关注职工的思想动态成为强化班组安

全，杜绝人身伤害事故的有力抓手。近年来，

机电公司立足班前教育“小阵地”，采取形式

多样的方式方法，做好安全教育培训“大文

章”。

该公司结合生产实际，进一步完善了班

前会制度，让当班班长按照流程，提前对教

育内容做好准备，杜绝班前安全教育内容七

拼八凑、简单枯燥、毫无头绪。定期对各单位

班前会录音情况进行检查、评比，不断提高

各单位班组长组织召开班前会的水平。

谈心谈话教育遥 该公司通过现场问答、

私下约谈等方式方法，及时掌握职工思想情

绪、精神状态，对无精打采、精力分散的职

工，及时找他们谈心，了解情况，尽最大努力

解决他们的困难，杜绝职工上岗后思想情绪

不稳定现象。

事故案例教育遥 该公司以身边人、身边

事为惊醒，组织人员搜集典型事故案例制作

成视频短片，组织职工对每起事故发生的起

因、经过、造成的危害、产生的后果进行讨

论，让职工分析原因、总结教训，知道怎么干

是对的，怎么干是错的，实实在在让职工从

内心深处认识到违章作业的严重后果，形成

岗位操作的“纠偏”效应，使职工自我掌控安

全的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警钟长

鸣。

风险预控教育遥 班前会上，该公司各单

位对当日作业的工种、岗位、使用工具、操作

的设备、作业场所危险源进行预知、预想、预

防、预测教育，让职工自己找出岗位上存在

哪些危险源，如何采取措施进行预防，消除

隐患，保证安全的工作环境，从源头遏制事

故的发生。 渊方小松 曹川冤

追赶超越的“助推器”
自“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黄陵

矿业一号煤矿紧紧围绕“安全好、效益高、政

治强、业务精、作风实”的要求，坚持将党建

“融入安全、嵌入管理、促进发展”的工作思

路，以锤炼作风过硬的党员队伍为目标，在

摸索实践中寻找到以积分考核激活党员动

力的“良方”，助推矿井安全高效发展。

据了解，党员积分制考核是将上级党委

的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作为考核的重点项

目，并结合实际工作进行量化考核。对按时

完成优秀的党员予以加分，未按时完成或完

成不好的党员不予以加分，每月底对完成本

月任务的情况进行考核打分，并上墙公示，

所得的考核得分作为本月党员党建得分。该

矿还将党员积分考核延伸到井下，在井下文

化走廊中，详细列出党员在井下标准化作

业、设备质量管理、安全风险卡控等考核细

则、考核标准和加分标准。井上井下党员积

分考核细则不仅助推全员牢记新标准、掌握

新标准，而且进一步调动了党员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的主观能动性，为党员管理工作注入

了新活力。

通过每月对党员进行党建量化积分考

核，使党员之间横向、纵向对比，促其找准位

置和差距，激发了党员想干事、能干事、干成

事的积极性，促使党员更加主动作为，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进一步得到发挥。 渊贺小锐 倪小红冤

支部主题活动助推党建工作再
上新台阶

近日，黄陵矿业机电公司以深入推行

“党建+3+X”新模式为统领，围绕公司当前重

点工作，组织 5 个党支部开展主题活动，取

得良好效果。

此次主题活动，秉承党建“融入中心、嵌

入管理、发挥作用”的工作新理念，有效结合

公司设备大修、供水供电及信息化服务等主

要业务，组织机电总厂党支部在设备大修期

间开展“明确党员职责，争做党员先锋，严把

质量关”主题活动；供电所党支部结合电气

试验工作开展“党员当先锋，严把试验关”主

题活动；信息中心党支部开展“党员义务服

务”主题活动；水厂党支部开展“管道无缝巡

视，党员走在前”主题活动；机关党支部开展

“党员干部读书提素质”主题活动，全面提升

了党员干部保安全促生产的能力，形成了具

有公司特色的党员服务体系，充分发挥了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推动公司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渊李超冤

自制扫煤器
皮带运输有保障

近期，黄陵二号煤矿在综采工作面运煤

皮带上安装了职工自主研发设计的双刀式

皮带扫煤器，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该矿综采工作面机头转载机在运输煤

块时，由于皮带受力不均匀，导致皮带容易

跑偏，对托辊造成磨损，大量煤泥散落于胶

带机架下，每班都要进行清理，清扫不便，增

加了员工的作业量。该矿根据实际情况，用

两道 2600mm 长伊200mm 宽伊160mm 厚的钢

板覆盖一层橡胶皮带，在转载机处予以固

定，制作成双刀式清煤器。煤块运输经过扫

煤器时，会集中于皮带中部，使皮带受力均

匀，有效减轻了运输皮带因煤块堆积而发生

的磨损，减少了皮带架间的浮煤堆积，有效

解决了这一制约生产的问题。

近年来，黄陵二号煤矿大力开展节支降

耗、修旧利废工作，始终坚持修旧即是降本

的理念，倡导广大职工结合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基本技能进行小技术改进、小发明创

造，利用点滴创新实现矿井安全生产。

渊史灏 陈宏林冤

民主管理保证职工利益
近期，黄陵二号煤矿开展了工资分配监

督检查专项整治活动，该矿纪委、工会充分

发挥监督作用，对区队“队务上墙”公开不及

时、公开内容不规范等问题进行拉网式排

查，进一步促进党风廉洁建设，保证管理民

主公开。

检查组对基层区队职工出勤表、各区队

工资分配方案、岗位价值核算、工资表以及

公开公示的情况进行了细致排查，并对职工

日常工分、月底工数、月末总分三大项做了

详细核对。针对各单位存在的问题现场拍板

解决，解决不了的要求限期进行整改，同时

对各项民主管理工作进行了再规范，保证职

工在区队民主管理工作上有知情权和参与

权，力求做到公开、透明。

“每天我们能拿多少工分，挣了多少钱，

一目了然！”该矿瓦斯抽放队职工何永龙如

是说。

近年来，黄陵二号煤矿以民主管理为重

点，坚持基层区队队务“公开上墙”，关乎职

工利益的各项工作实现了民主化和公开化，

做到把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三大

权力落到实处，使基层职工的合法权益得到

有力保障。 渊史灏冤

广安：
出实招强力整治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四川广安在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出实

招，形成了联席会议总协调、六个小组同运转、三

级督查强问责的治欠保支工作机制，强力整治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一是联席会议总协调遥市贯彻欠薪处理责任

制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组

织成员单位就贯彻落实中省关于解决拖欠农民

工工资问题的进行决策部署；协调推进全市预防

和解决企业工资拖欠问题和农民工工资支付保

障工作，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任务；指导开展农民

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活动，对欠薪案件高发

频发、举报投诉数量较大的地区、行业以及重大

违法案件进行督促检查和督办落实；督促行业主

管部门牵头做好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目标考核

任务。

二是六个小组同运转遥在市贯彻欠薪处理责

任制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领导小组领导

下，常设投诉举报调处组、欠薪暗访组、政府投资

项目治欠组、建设项目治欠组、突发事件处置组、

综合信息报道组 6 个工作小组共同运转强力整

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投诉举报调处组主要受

理日常投诉举报接待接访工作，做好政策宣讲、

投诉登记、立案受理、案件调处等工作；欠薪暗访

组根据工作安排，随机抽取人员对各地农民工工

资支付工作进行暗访，并适时通报相关情况；政

府投资项目治欠组由财政部门分管领导担任组

长，负责市本级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治理拖欠农民

工工资任务；建设项目治欠组由市住建部门分管

领导担任组长，负责市本级建设施工领域治理拖

欠农民工工资工作；突发事件处置组由市公安部

门分管领导担任组长，负责妥善处置因拖欠农民

工工资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极端讨薪等突发

事件；综合信息报道组负责对市本级解决拖欠农

民工工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信息整理收集并向

相关部门及时报送。

三是三级督查强问责遥 主管部门定期排查，

对所管辖的所有在建工程逐一摸底排查，建立明

细台账。每月向市治欠保支办通报情况。治欠保

支办巡查，对全市重大欠薪案件、中省交办案件、

市委市政府领导批示案件进行重点巡查，实行挂

牌督办、领导包案、责任到人、限期办结原则，及

时妥善处理。市委市政府督查，岁末年初，市委市

政府督查室组织相关部门对各地拖欠农民工工

资情况进行检查督查，并将发现的欠薪问题通报

当地政府，要求及时妥善处置，并采取工作“回头

看”加强跟踪问效。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不力、成效不明显、欠薪问题突出的，或出现 50
人以上欠薪群体性事件，或出现因欠薪引发极端

事件后果严重的要求限时督办。对监管责任不落

实，组织工作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和对因拖欠工

程款而引发欠薪的政府投资工程项目负责人等

严肃追责。 渊杨川 张茂平冤

激情飞扬 快乐生活

金象传动连续 49 年
举办篮球赛

近日，江苏省金象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工会举办了 2018 年度职工篮球赛，4 支代表队

进行 3 天循环比赛。这已是该公司连续 49 年举

办这项活动。

金象传动是 1969 年由兵团建立起来的企

业，建厂伊始，本着“好学自强，务实奉献”的企

业精神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工作作风，注

重企业文化建设，发扬军队作风，至今上下班仍

然以吹军号为标识，在当地成为一道亮丽的风

景。每年举办的篮球运动会更是深得职工的喜

爱。49 年来，领导换了多个，企业也由国企改成

股份制企业，但每年一次的篮球运动会从未间

断，成为员工文化生活中的金牌项目。

今年的篮球比赛，状况特殊。由于生产任务

繁忙，有些队员出差或现场装配，不能参赛，多年

冠军的装配队三个主力队员缺失，替补队员奋力

抗争，苦撑三局，最终获得亚军。机关二队兵多将

广，轮番上阵，抓住机遇，气势如虹，一路碾压，终

夺得窥视多年的冠军。运动场上激烈角逐，场外

啦啦队各为其队加油助威，助力也娱乐，尽情宣

泄，有效释放工作压力。

经过 3天紧张激烈的比拼，本届职工篮球运

动会圆满落幕，“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大家握手

祝贺，相约来年再战并合影留念。通过比赛，丰富

了职工文化生活，增进了交流和友谊，提高了凝

聚力和归属感，也进一步激发了广大职工干事创

业的激情。

渊吕焕刚冤

谢永俊：五粮蒸腾酿美酒 且把风骨入酒魂

匠心筑梦

荫谢永俊检查入窖糟情况 荫谢永俊监测车间生产全过程 荫谢永俊和他的团队进行技术攻关

4 月 29 日 7 时 21 分，重庆市垫江县

南阳隧道右线顺利贯通。垫江县南阳大

道为双向六车道，全长 3263.812 米，南阳

隧道为南阳大道工程的一部分，全长 282

米，是连接南阳转盘到文毕大道和高铁车

站的关键性节点工程，该工程由重庆能源

巨能川九公司承建。

隧道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首爆开工，

经历了浅埋、岩层破碎、涌水大等不良的

地质条件，8 个月以来，经过全体参建人

员的艰苦奋战，克服了重重艰险和困难，

实现了安全零事故，并确保了隧道右线的

顺利贯通，为左线工程及后续路面施工提

供了便利通道，为 2018 年年底全面顺利

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文刚 杨森 彭光淑 文 / 图

重庆能源川九公司
垫江项目南阳隧道右线顺利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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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编号院X14032389袁特此声明荫四川指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0
MA6CNE7K0G冤 金税盘编号院
66180230486 遗失作废遥荫成都瑞晶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 渊川税字
510104594675573 号冤曰 组织机
构 代 码 证 正 副 本 渊 代 码 院
59467557-3冤均遗失作废遥

荫成都晋晋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袁银行开户许可证渊核准号院J
6510083246401袁开户行院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第
一支行 冤及营业执照副本渊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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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行袁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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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成都八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渊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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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债务遥荫成都正本大新能源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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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院5100154320袁 发票号码院
07487521-07487545冤 遗失袁声
明作废遥荫北京华夏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成都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渊注册号院510107000291929冤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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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青羊区西大街药店三店渊原名
为院四川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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