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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王宗免

让矿井的生产更安全、更有序，事关员

工群众的福祉。中煤新集刘庄煤矿从智能

化、信息化矿井建设发力，借助大数据预警，

健全智能矿井安全生产和监管体系，全面推

进科技兴安工程，以全力打造数字化智慧型

矿山为目标，大胆进行科技创新，为企业的

安全、高效、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

撑和安全保障。

实时采集信息，为决策提供依据

“今年，刘庄煤矿全面升级了智能调度

控制平台，智慧化矿山综合集成平台基于大

数据、互联网+、物联网模式开发。平台设计

理念来于源互联网+、界面主要采用 WEB 触

摸版样式，使用 WINDOWS8 导航模式，进行

系统导航和子系统切换，实现了各个主要生

产系统在调度中心的远程操作控制，促进了

工作面现场的无人化和少人化作业。”该矿

生产办副主任史太聪对记者说。

该矿集成了“一通三防”、主扇运行、瓦

斯抽放监测、主提系统、主运系统、装车站监

测等 24 类综合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对矿井

各类地测地质、排水、压风、应急避险等重

要工作及环节做到实时监控与数据采集，

实现了安全信息、生产数据的有效综合利

用，为安全生产协调平衡提供了决策依据。

他们在井下生产关键点安装 300 多个视频

探头，建立了安全生产监控系统，实时采集

视频信息，可直接看到井下生产的每一个

环节。通过平台的故障管理功能，管理人员

能够对通风系统、供电系统和管网系统出

现的故障进行分析，有效提高了应急识别处

置效率，实现了矿井基础数据的整合分析、

资源共享。

建立自动化工作面，设备精准控制

该矿通过安装 SAC-SAM 型综采工作

面自动化集中控制装备系统，经过项目研

发、设计、安装、施工，为矿井首个自动化集

中控制综采工作面。

综采自动化控制系统将多种跨学科技

术（如工业控制、以太网、无线、视频、音频、

通信、液压等）应用于综采工作面，实现在工

作面监控中心对综采设备进行自动化控制，

确保各设备协调、连续、高效、安全运行，并

将工人从工作面解放出来，实现工作面少人

化。

综采一队队长柏跃好介绍，综采工作面

自动化集中控制装备系统的投入，将对矿井

的安全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使操作人员减

少 14 人，每年可节省 100 多万元生产成本，

安全生产得到了极大保障。

“云计算”共享，预警安全风险

该矿建立了安全大数据储存“云计算”

共享中心，使得各种网络能够互联互通。他

们建成了集虹膜识别系统、矿灯智能充电系

统、矿用人员定位系统，实现了入井考勤精

准化管理、人员定位信息化管理、矿灯收发

无人化管理和汇总统计自动化控制；运用

“互联网+”设备终生数据库技术，实现了关

键设备早期故障辨识和运行状态的精准检

修。

该矿还投入使用安全双重预防机制管

理信息系统，实现了风险与隐患一体化管

理。该系统由中国矿业大学和刘庄煤矿联合

设计开发而成，是刘庄煤矿积极探索实践

“互联网+”与安全生产融合的产物。该系统

具有辨识危险源、危险源风险评价、制定危

险源预控标准与措施、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隐患排查治理、安全标准化考核、安全决策

分析、辅助管理和系统管理等功能。

重要车间远程控制，实现无人值守该矿

采用“监控中心垣电力监控站”运行管理模

式，实现了对无人值守变电所的遥测、遥控、

遥调、遥信的“四遥”功能，重点落实地面

110kV 变电所监控中心值班电工远程监控

职责，通过电力监控系统实时、直接地了解

和掌握变电所设备运行状态及告警信息，并

及时对设备运行状态变化情况做出反应，确

保了告警信息得到迅速响应和处理。

该矿采用西门子 S7-300PLC 对压风机

实行集中控制，整个系统以 S7-300PLC 为

主站，采用 10.1 寸彩色液晶控制屏作为人

机对话窗口，主控柜内配置 Modbus 通讯模

块，与压风机进行系统通讯，通讯采用标准

485 工业通讯模式。液晶控制屏利用组态

软件，实现对压力、温度、电压、电流等全部

运行参数的实时检测和远程启停控制。具

有实时监控运行状态及故障状态、配件更

换周期提醒、火灾的消防监控等功能。新系

统还可根据矿井压风机使用情况，自行调

节压风机启停，达到集中自动化控制目标，

真正实现集中远程监控和车间设备无人值

守。

“打造数字化智慧型矿山是未来煤矿发

展的必然趋势，只有加大科技投入，运用技

术手段，实现科技兴安、技术保安，才是矿井

发展的必然选择。”该矿矿长许东明告诉记

者。

据了解，该矿科技减人项目、单轨吊运

用、系统分流、快速修复工艺等科技创新项目

已走在行业前列，每年为矿井创造数亿元的

效益，数字化智慧型矿山的雏形已初步形成。

决心向三年扭亏脱困目标宣战的安徽省

铜陵有色铜冠黄铜棒材公司，7 月份采取倒

逼方式，坚持以企业三项制度改革为基础，积

极推行实施一系列改革举措。现一个月时间

过去了，黄铜棒材公司改革后的首月“月考成

绩”如何呢？

9 月，笔者从铜冠黄铜棒材公司拿到了

月考“成绩单”：8 月份，生产各种规格黄铜棒

材共 1622 吨，产品合格率提升了 4%，产品单

位成本大幅下降……月产量创该公司 2008
年投产以来历史新高。

据该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铜冠黄铜

棒材公司自投产以来，企业一直在艰难中前

行，连年亏损，生存难以维系。在铜陵有色集团

公司强力推动下，借鉴同行业的成功经验，公

司经营层决心主动担当作为，积极稳妥推进企

业深化改革，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激发企业发

展活力。今年 7月份中下旬，黄铜棒材公司完

成了组织结构调整和人员选聘，原组织机构 6
个部门、2车间，现调整为 2个部门、2个中心，

减少管理层级；2部门为:财务部和综合部，2中

心为：商务营销部和生产运营部。公司原管理

人员“全体起立”，取消所有行政级别，实行无

级别管理，原有职级待遇和档案工资封存，所

有人员采取双向选择，择优上岗。有 51人次参

加了 21个核心管理岗位的竞聘，有 198人次

参加了 138 个专业技术和技能辅助岗位的择

岗，整个重新择岗过程平稳有序。

1984 年出生的吴衡原是公司质量计量

部长，他从 2007 年黄铜棒材公司筹建时就在

此工作了，算是元老级员工。7 月份，公司机

构改革时，吴衡以一名普通管理人员身份竞

聘上生产运营中心经理。吴衡告诉笔者，扭亏

脱困的信心是干出来的。8 月是公司改制后

的第一个月，公司一是抓好职工思想稳定，二

是抓好产量突破，用实际成果让职工看到希

望，树立扭亏脱困的信心。生产运营中心边生

产边理清工作思路，在提高产量、降低成本的

同时发现问题，整改问题，公司上下支持生产

力度很大，大家都铆足劲去干事。8 月份产量

突破 1622 吨，创历史最好纪录，这成绩取得

来自不易。

公司经营层深入一线与职工交心、交底，

对公司一系列制度改革进行释疑解惑，正面

舆论引导，让员工树立与企业同舟共济的决

心和信心；改制后，公司采取多劳多得、薪酬

分配向生产一线倾斜政策，员工的工资实行

全浮动，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彻底打破大锅

饭和平均主义，让职工们看到了希望，期望值

也高了，工作积极性明显提高。吴衡给笔者举

个例子，以前职工们上班盼下班，到点就下

机。现在职工们班中餐都不停机，到点“赖着”

不下机，变成机台上交接班，下一班职工要赶

上一班职工走。

1975 年出生的王家兵原是加工车间挤

压班班长，他在 7 月份参加公司核心管理岗

位竞聘中脱颖而出，被选聘为挤压工序主任。

已经走马上任一个月的王家兵，以前在抓生

产上投入，现在变抓管理上十分投入，他每天

想的是“如何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如何提高产

量、如何降低成本”。9 月 3 日下午 3 时，王家

兵利用车间停产检修时间，在公司三楼会议

室组织挤压工序 25 名全体员工进行安全操

作培训，并进行安全知识考试，考试成绩前三

名，他决定进行物质奖励。王家兵告诉笔者：

“改革前，黄铜棒材公司长期处于亏损状况，

企业要死不活，职工人心浮动。现在改制后，

我们看到了希望，大家工作积极性比较高，劳

动纪律加强了，能做到令行禁止，企业凝聚力

也增强了！” 渊方咸达 汪勇冤

西北油田“三车并驾”
搭建干群沟通“连心桥”

“我们通过开通‘心连心、面对面’直通车，为

员工搭建知厂情、明厂事、聚合力的平台，坚持从

职工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干群之间架起了相互沟

通的‘连心桥’”。9月 21日，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

北缘大漠戈壁的西北油田采油二厂党委书记顾维

毅，是这样解释他们应用“三车并驾”的。

公开公正野敞篷车冶遥 该油田采油二厂工会

组织在日常工作中，及时了解员工所思所想，围

绕员工心中的“问号”做文章。公开员工心中之

所急，帮助职工身边之所困。通过“线上”+“线

下”双公开，充分利用微信群、公示栏、多媒体、

板报等多种形式，做到事事公开、件件透明。该

厂将工资考核、考勤管理、奖惩兑现、制度汇编

的重大事项做到及时公开，为职工答疑解惑。

“微信群真是方便，我在家休假的时候在采

油二厂的微信群里看到了分公司机关招聘通

知，赶紧报名，找资料复习，最终被企业管理处

拟录用。”此次参加公开竞聘的吴浩楠深谙及时

获得信息的重要性。

厂务信息在微信群里的及时公开，真正体

现了“敞篷车”的作用。如今，职工不仅仅只是信

息的被动接受者，他们还能在微信群里沟通互

动，让相关部门单位也能了解职工的困惑，及时

沟通，消除“篱笆墙”，以便做好制度文件的解释

工作。

民主管理野顺心车冶遥年初工作会上，采油二

厂职工代表大会审议了职工代表提案，建立民

主管理联络员，让员工能够积极参与厂里的各

项管理工作。

该厂结合生产特点，多方征求建议，让各单

位部门提出工作管理办法，并逐一开会讨论，推

进观念从“粗放型”向“精细型”转变，让职工参

与制定工作的管理制度。员工的参与，让制度有

了一把新的“尺子”，面对制度员工没有了抵触

情绪，而是加大执行力度，提升了采油二厂精细

化管理的水平。

为了让生产运行更加“顺心”，采油二厂在

二号联合站轻烃站检修期间进行职工代表巡

视，8 名职工代表认真巡视现场安全管理、施工

监护、操作规范、施工人员资质等内容，详细了

解检修情况，广泛征集意见建议，如实做好巡视

记录，逐一列出问题清单，压实限时整改责任，

及时反馈公示结果，推动企业民主管理。

桥梁纽带野暖心车冶遥“走基层、访万家”运行

了两年后，采油二厂继续巩固“走访”成果，形成

“分级分类”的精准帮扶机制，根据被帮扶对象

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再根据不同类别的对象

开展分级帮扶。

该厂采油管理三区的张顺帮近来心里暖洋

洋的，因为“走基层、访万家”的温度持续温暖着

他。党支部书记李成贵自从了解到他患有“强制

性脊柱炎”的实际情况后，从工作和生活上给予了

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张顺帮因为疼痛每天晚上睡

不好，天一亮就出来慢走活动身体，李成贵就早起

陪着他，用实际行动给员工送去温暖。

有好的身体才能更好地投入工作，为了营造

温暖快乐的运动氛围，采油二厂加强场馆管理，对

采油厂现有健身器材进行普查建档，添置跑步机

等健身设备，对现有健身器材定期保养维护，确保

健身设备够用、好用。同时还积极推广周末群众性

健身运动，坚持“每日一万步”等活动，激发起大众

健身的热情，让广大职工在运动中保持身心健康，

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以便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中。

目前，地处荒漠戈壁艰苦环境工作、生活的

西北油田采油二厂广大干群，以“我为祖国献石

油”的责任担当，夺油上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使

日产原油突破 9000 吨。 渊吕德群 胡杨冤

大练兵提升矿井防灾能力
近年来，为了提高地测人员技术水平，朱仙庄煤矿通防地测部经常组织地测人

员进行技术大练兵、大比武活动，不断提高矿井测量技术，准确提供矿井地质、水文

技术参数，增强了矿井防灾预灾技术能力，为矿安全生产保驾护航。图为 10 月 7 日，

安徽淮北矿业地测人员正在进行技术大练兵。 张万学 摄影报道

记者 10月 10日从陕西省食品药监局获

悉，该局日前出台《陕西省食品生产经营企业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管理办法》。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该省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设置专

职或者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办法》规定，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食

品、特殊膳食食品、乳制品、食用植物油、肉制

品等食品生产企业，大型餐馆、供餐人数为

500 人以上的单位食堂、学校食堂（含托幼机

构）、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餐饮管理

企业、食品连锁经营企业，食品批发市场开办

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均应配

备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主要职责是组织制定

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知识、技能和法律法规

的培训及实施；对从业人员进行健康管理；建

立和完善本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对食品

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对食品原料、食品添

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采购索证索票、进货查

验、采购记录和食品添加剂贮存、使用进行指

导和管理以及配合监督管理部门开展监督检

查。对未按规定配备或者培训、考核食品安全

管理人员的，按《食品安全法》进行处罚———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

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渊王燕冤

构筑智慧矿山“新高地”
刘庄煤矿积极打造数字化智慧型矿山

铜冠黄铜棒材公司
制度改革激发企业发展活力
改制后首月产量创历史新高

明年起 陕西食品企业须配备食品安全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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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荫注销公告院 成都奇羽广告有
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534303742X0冤 经股东
决定注销袁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荫四川铁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股东会已决议解散公司袁 请公
司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在成都市金牛区银河北
街 199 号 9 幢 2 单元 27 楼 1 号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遥四川铁
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清算组

遗失公告
四川科思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的备案通知书渊成华冤登记
内备字揖2017铱第 000131 号遗
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宏康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8
0833053782冤 经股东会决议决
定注销袁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荫减资公告院 成都鑫平和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院91510105052513553J冤经
股东会决议决定院 成都鑫平和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 2500 万元减少至 1000
万元遥 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债务担保的请
求袁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遥荫四川鑫贵豪商贸有限公司国
税尧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渊川税
字 510108080609720 号冤遗失袁
声明作废遥荫成都鑫冠铁航路物流有限公司
股东已决定解散公司袁 请公司的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在成都市金牛区树蓓街 1 号附
225号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成都鑫冠铁航路物流有限公司
清算组 2018 年 10 月 12 日

注销公告
成都万红物流有限公司 渊注册
号 510108000185050冤经股东会
决议决定注销袁 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四川安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7
0600703774冤 经股东会决议决
定注销袁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荫成都汇通建筑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渊注册号院
5101002001691冤袁 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袁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渊代码院633109356冤以上证件
均遗失袁声明作废遥荫注销公告院四川华瑞康年健康
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已决议解
散公司袁请公司的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到成都市金
牛区北三环路一段 221 号华侨
城创想中心 1 幢 2 单元 13 层
1318 号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遥
四川华瑞康年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清算组 2018 年 10 月 12 日

荫成都艾美臣商贸有限公司国
税尧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渊川税
字 510198551053387 号冤遗失袁
声明作废遥荫成都市成华区东方金属材料
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 渊注册
号院28442221-2冤曰 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袁均遗失作废遥

遗失声明
广州云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已盖章空白 叶揖掌贝铱聚
引客商家合作协议曳袁 编号院
YN20180106-JYK渊5639/2700/
4689/8866/5714/2093冤尧YN201
80806-JYK5773袁叶揖掌贝铱商务
版聚引客商家合作协议曳袁编
号 院YN20180101 -JYK3911袁
叶揖掌贝铱 智慧餐厅营销服务协
议 曳袁 编 号 院YN20180612 -
FW0243袁叶揖掌贝铱 店铺客流运
营服务协议曳袁编号院YN201807
01-ZB0148袁叶揖掌贝铱店铺客流
运营增值服务协议曳袁 编号院
YN20180701-FW0006遥现声明
作废浴荫内江运杰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袁编号 51101150
32196袁声明作废遥

荫注销公告院成都东山顶上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股东会已决议解
散公司袁请公司的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在成都市金
牛区金府路 666 号 1 栋 29 层
2923 号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成都东山顶上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清算组 2018 年 10 月 12 日荫注销公告院 成都数趣体育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510100MA62MLLY9B
经股东决定注销袁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托马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4
321550118P冤经股东决定注销袁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遥

注销公告
成都锦程宏运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4MA
6C9PAW14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
注销公司袁 请债权债务人于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
公司申报债权债务袁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四川德成佳际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000
728068657K冤 股东会决议决定
减少注册资本袁由原 3030 万元
减少到 1030 万元遥 请债权人见
报后 45 日内袁前往成都市金牛
区西安南路 63 号向四川德成
佳际实业有限公司申报债权遥
特此公告遥 联系人院蒲炳德
电话院13808099538

2018 年 10 月 12 日
注销公告

四川亿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5MA
6C53YG18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
注销公司袁 请债权债务人于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
公司申报债权债务袁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成都馨玖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渊注册号 :510106000208489冤经
股东会决议决定减少注册资
本袁 由原 100 万元人民币减少
到 10 万元人民币袁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前往本公司申报债权
债务袁特此公告遥

注销公告
四川省汇林环保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
000711892703T 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公司袁 请债权债务人
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到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遥

特此公告
遗失公告

成都好秘书商贸有限公司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01070
00675480 和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510107072429279 和组织
机 构 代 码 证 正 副 本 代 码
07242927-9 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军丽鑫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5MA6
CQHTNX6 经股东决定注销
公司袁 请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
申报债权债务遥 特此公告遥

注销公告
成都王天一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53
275132464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
注销公司袁 请债权债务人于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

公司申报债权债务袁特此公告荫四川安里途孜科技有限公司
的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号

510198577386390 遗失作废荫锦江区欣雅思化妆品经营部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10104MA6DDY82

0U 遗失作废荫锦江区云网酷吧网络工作室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10104MA6CC4LJ
4N 遗失作废遥荫成都市易邦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的国税尧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尧
副本税号 510106332006038 遗
失作废遥荫成都丰云未来物流有限公司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06MA6BXFW

37E 遗失作废遥
注销公告

成都手工匠人家用电器维修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
10100MA6CN9JXXY 经 股 东
决定注销公司袁 请债权债务人
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到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遥 特此
公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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