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能源六家设计院
“协同”谋共赢

煤矿地面、井下轨道道岔尖轨多采用气

动道岔，而气动道岔常常因为临时停气等原

因造成尖轨与基本轨贴合不严密。当电机车

通过道岔时，因电机车重力挤压造成道岔尖

轨与基本轨不密贴，后车通过时往往会出现

窜道、掉道事故。

针对此种情况，中煤新集刘庄煤矿组织

区队技术人员和机电“大拿”，结合实际，集体

商讨，精心设计制作出一款简易道岔尖轨锁

固装置，此装置运用凸形杠杆原理，能够快速

将道岔尖轨锁固、解锁，有效减少了电机车和

车皮掉道等情况发生，保障了轨道运输安全。

渊王宗免 徐晓磊冤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蜀南气矿荣县

天然气净化厂施行以“每日一会、每日一查、

每日一学、每轮一考”为主要内容的“四个一”

工作法，通过近年来实际运用达到基层单位

掌控生产动态，管控安全风险，提升员工安全

技能的预期目的，有效杜绝了各类安全事故

发生。

每日一会遥净化厂持续开展每日碰头会，

会议重实效，说实情，反映当日生产状况、发

现隐患及整改措施和工作进度总结汇报，厂

领导就次日工作任务进行分配下达。

每日一查遥每日开展排查重点安全管控，

深入生产现场，与一线员工的交流，全面直观

掌握生产动态，操作难题。针对生产、操作难

题制定解决方案，落实专人负责，明确整改时

限，形成工作闭环。

每日一学遥每日开展早班会，现场授课方

式，对员工进行本职安全技能、岗位技能及形

势、任务、目标、责任等内容宣贯学习。重点对

前一天工生产问题，进行分析，制定解决方

案，让学习内容贴近实际工作。

每轮一考遥利用轮班培训时间节点，采用

课堂授课，实际考核相结合的方式，以近期安

全提示，近期生产运行告知等内容的相关培

训，以答卷方式进行考核，提升接班员工对安

全生产的认知和运用。

渊黄斌 杨发强冤

日前，203 所党委组织党员代表赴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开展“见证重大工程，感悟首都

发展”主题党日活动。

沿着北京中轴线一路向南，在距离天安

门 46公里处, 一个偌大的建筑工地正在如火

如荼的施工中，这就是全球最大空港，被外媒

评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首”的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从航拍的工程外景高空俯瞰,它宛如一

只凤凰欲展翅飞翔。

在指挥中心，党员们认真观看了习近平

主席视察建设现场的宣传片和《力量》微电

影，影片彰显了建设过程中“87 名党员，就是

87 面旗帜”的感人事迹。城建机场项目部党总

支常务副书记赵海川介绍说：“在施工最紧张

的时候，这里每天有 8000 多名工人同时施

工，27 台塔吊全天运转，两条轨道上 16 列小

火车 24 小时穿梭……在混凝土结构施工期

间,每个月浇筑的混凝土可以建造出 25 栋 18
层高的大楼，10 个月所绑扎的钢筋量差不多

可以建造两艘辽宁舰……一切的一切都在不

断地刷新着机场建设的‘中国速度’。”

置身于热火朝天的新机场航站楼施工现

场，看着馆内正中高悬着的五星红旗和建设

者紧张忙碌的身影，仿佛我们也置身其中。为

保证航站楼工程 6 月 30 日如期完工，项目部

党总支成立了党员突击队，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在每一处紧张的施工现场，党员们用

一句句“跟我来”“看我的”，不断激发和鼓舞

着身边的工友，全力打造精品工程、样板工

程、平安工程、廉洁工程，用智慧和汗水绘就

壮丽的伟大工程。

203 所党委书记韩志平带领全体党员同

志，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决心要以机场

建设者为榜样，发挥党员在攻坚克难的突击

队作用，推动 203 所“三个确保”年度工作

目标的圆满完成，为实现 203 所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同时也铭刻下他们创新、激情、

诚信、担当的价值追求，“中国速度”就是

这样成就的！

渊黄晓明 季国 文 / 图冤

■ 孔守曾

走进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西

北油田采油一厂，见到市场化运作规范有序，

油气产量平稳运行，一位外闯市场队伍的负

责人不禁感叹：一个只有 400 余人的采油厂，

缘何管理着一个油气当量近 200 万吨、油区

面积达 1500 多平方公里的大油田。其中奥秘

在哪里？

近年来，西北油田成为中石化上游板块

实现利润最多的企业之一，旗下的采油一厂

更是秉持“油公司”模式，坚持走改革创新之

路，从单一的业务外包发展到采油管理区整

体业务外包，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同时带动

100 余家承包商队伍实现盈利，开创了市场互

利共赢的新模式。

阳光操作“梧桐”引得凤凰来

江苏矿业自 2001 年 10 月进入采油一厂

市场以来，队伍规模由最初的 7 人发展为目

前的 580 人，业务由单一的捞油发展为集采

油服务、捞油作业、修井作业为一体的专业化

服务队伍。

“合作十多年，我们在拓展业务的同时，

员工收入也稳步提升，这主要源于西北油田

营造了一个阳光透明的市场环境，才让我们

一展身手。”公司负责人说道。

招标是最吸人眼球的环节。为了让招投

标高度透明，该厂在发布招标公告时，将合同

条款作为招标文件的一部分，与公告一并发

布，这一举措，赢得了众多承包商的点赞。同

时，将招投标技术评分表中的客观分增加到

75%，降低主观分，使评标更科学、更规范。

“从采购申请到成果归档，招投标的 6 大

流程全在线上运行，实现阳光透明操作。对于

技术性较强的招标项目，我们还采取提高技

术分比重的办法，有效控制了恶意竞标现

象。”合同负责人刘峰说。2018 年，该厂组织项

目采购 233 项，招标率达 98.7%。

诚信是市场管理的基石。面对西北市场

众多的承包商，该厂建立“两表两书一规范一

查”内控管理体系，坚持承包商“三不用”的原

则：即市场竞争手段恶劣低俗的不用、诚信度

不高的不用、责任心不强的不用。有一家承包

商因拖欠员工半年工资，违约失信，被取消了

招投标资格。

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由于营造了一

个阳光的市场环境，截至目前，采油一厂已与

116 家承包商单位建立合作关系，业务涉及测

试、井下作业、地面工程、检维修等十多个专

业，市场化程度达 86%。

奖罚公平 承包商也能领“红包”

在今年 1 月召开的采油一厂市场管理工

作大会上，有 13 家优秀承包商受到表彰奖

励，奖励金额达 20 万元。其中“年度优秀承包

商”奖项最引人注目。

“我们注重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坚持把

好施工质量关，配合一厂完成了‘油气产

量、利润总额’双超的目标任务，甲方给我

们评了一个突出贡献奖，还发了一个大红

包。”胜利石油巴州分公司一位负责人高兴

地说。

对绩效突出的承包商进行奖励，激发了

他们提质创新的积极性，2018 年该厂未发生

一起质量事故。

有奖就有罚。该厂还将承包商日常考核

与招投标、劳务结算挂钩，对发生质量、安全

问题的承包商，进行扣分减分，直接影响招标

中标率。同时，推行承包商分级管理制度，根

据施工业绩和服务水平，将承包商划分 ABC
三类，A 级免检，C 级重点帮扶，实行动态管

理，提升了承包商工作积极性。

安全管理是头等大事。每季度，该厂都要

针对承包商组织 3-5 次专项培训，员工安全

操作技能提升很快。同时，在作业现场实行

“追根溯源”式检查，2018 年共查改现场问题

61 点次，根源性问题得到有效管控。

联合共建 开启合作新模式

近期，在采油一厂井下作业管理部与胜

利井下支部联建工作会上，双方就“挤钻一体

化磨鞋”工艺使用达成了共识，这是继去年双

方在“标准化现场”合作的基础上，在技术成

果应用方面达成的新协议

今年以来，采油一厂共有多家基层单位

与承包商在支部联建、资源共享方面签订协

议，双方就管理经验、工艺技术、技能培训等

项目，通过网上交流、实地观摩等方式开展密

切合作，从而实现提质增效升级，双方互利共

赢。

“2019 年，我们将拓宽‘买产品向买服

务转变’的广度与深度，比如，将以前按工

作量结算的方式转换为‘服务考核+运行结

果’的模式，服务项目进一步拓展到污水处

理、在线含水监测服务、井口增压服务等领

域，合作模式进一步深化。”该厂总会计师

郭小民说。

去年，该厂采油管理三区整体业务外包

给江苏矿业，实现了人力资源优化，降本 500
余万元。今年将持续推进生产运行外包，

TK408 等 3 个注水站、一号联合站机泵维修等

业务实行总承包后，实现管人向管事、管过程

向管结果地转变。

同时，实施 EPC(总承包)和 BOT（特许权）

合作模式。2018 年对 4-1 就地分水、节能示范

区建设项目采用 EPC 合作模式，对防腐示范

区建设采用 BOT 合作模式，进一步提升了市

场化运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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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平方公里的绿洲，5000 亿元的生态

财富—————30 年来，亿利人坚持不懈，让库布

其沙漠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被整体治理的沙

漠，被联合国确定为全球第一个生态经济示

范区，为世界提供了荒漠化治理的中国样本。

眼下，亿利沙漠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正在

调试无人机植树设备，为今年 5 月份的 2000
亩飞播造林试验田项目做准备。按下播撒遥

控按钮，飞播无人机能立即调整速度和舱门

结构，同步计算出飞播区域需要的种子的数

量，精准播种。这是亿利人经过近一年的努

力，自主研发的新技术。

亿利沙漠研究院副院长张吉树说：“我们

的目标主要是得先解决沙漠的飞播造林问

题，弹射的种子可以打入沙面里头，实现快速

播种。”

张吉树从去年开始带领团队对无人机进

行改造，经过上千次的实验，终于把过去的水

平撒播变成了现在的垂直弹射，缩短了成苗

时间，提高了成活率。改装后的无人机一次能

装 10 公斤树种，飞播一亩仅用时一分钟。

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表示：“习近

平总书记围绕生态文明的‘四个一’的重大战

略思想，我们也在不断地学习和深化。对亿利

来说，把治理沙漠这件事做下去，做扎实，做

出科技含量，走向世界。”

库布其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曾被称

为“死亡之海”。30 年来，几代亿利人百折不挠

地治理沙漠，探索出一条发展路子。截至 2018
年底，亿利资源共绿化了 6000 多平方公里的

沙漠，占整个库布其面积的近三分之一，相当

于七八个新加坡的面积，研发了 1000 多种耐

寒、耐旱、耐盐碱的种质资源，创造了 5000 多

亿元生态财富，带动库布其及周边 10 万人脱

贫。

建设生态文明、坚持绿色发展，库布其荒

漠化防治创造了市场化、产业化、公益化的治

沙经验，探索出一条治沙、生态、民生、经济平

衡驱动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为世界树立了典

范。

2019 年，亿利集团以打造“生态环保亿

利”为目标，要推动库布其模式走向“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并全面启动全球生态招商与合

作，加大国际绿色融资，建设库布其经济综合

体。目前，库布其治沙技术和产业模式已经推

广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腾格里沙漠、西藏和青

海等生态脆弱地区，并参与到“一带一路”沿

线的非洲、中东、中亚等国家的治沙合作中，

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荒漠化治理的中国样本。

王文彪说：“再搞 30 年，带着这些老百姓，

带着我们的团队，把习主席提出的‘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思想理念，通过治理沙漠和

库布其的模式，带向‘一带一路’，走向全世

界。” 渊罗梦媛冤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亿利资源集团库布其荒漠化防治为世界树立典范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中

国鸭梨之乡———山东阳信为全面提升 圆园 万

亩梨园风景区旅游品牌宣传力度，推动阳信

鸭梨产业快速发展，为丰富在 源 月上中旬召

开的 2019第三十届梨花会文化旅游色彩，扩

大阳信旅游的影响力和美誉度，面向全国寻

找 7 名“梨花美人”为阳信鸭梨产业代言。

地处鲁北的阳信是全国著名的“中国鸭

梨之乡”，全县成方连片的梨园达 20 万亩，阳

信鸭梨种植历史悠久，距今约有 1300 多年的

历史。鸭梨外形美观，香味浓郁，皮薄肉丰，脆

嫩多汁，素有“天生甘露”的美称。多年来，阳

信县深入实施阳信鸭梨品牌带动战略，在抓

好产品质量和开拓市场的同时，开展了一系

列鸭梨知名品牌创建工作，先后完成“阳信鸭

梨”原产地证明商标注册、出口商检注册认

证、绿色食品 A 级认证等品牌建设。1990 年

阳信鸭梨被指定为北京亚运会专用水果；

1992 年获首届农业博览会金奖；1994 年获首

届中国林业博览会金奖；1998 年被评为名牌

产品；2007 年被评为“中华名果”；2008 年被

指定为北京奥运会专用水果；2009 年被指定

为第十一届全运会专用水果。在农业部主办

的首届中国农产品品牌大会上，“阳信鸭梨”

品牌在 2010 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

评估中，价值为 186、2 亿元，全国梨品牌第一

名。阳信县实施了“精品鸭梨”工程，建立了 1
万亩鸭梨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2
万亩鸭梨无公害生产示范基地、1.5 万亩鸭梨

出口商检注册果园，建立起国家级农业标准

化示范区 1 处，市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13
处，实行了统一浇水、统一施肥、统一剪枝、统

一防治病虫害。果农在传统农家肥的基础上，

给梨树追施“微量元素平衡肥”，提高鸭梨含

糖量和维生素；在病虫防治上，以传统病虫防

治和喷洒“生物农药”相结合，降低农药残留，

鸭梨品质大大提高。

金阳是阳信鸭梨的发祥地和集中产区,
梨园风景区即由金阳街道梨园郭村及周边连

片的 6 万亩梨园组成,景区内有观花台、朱万

祥鸭梨碑、百年梨园、仙女授梨、阳信县民俗

博物馆、梨祖杜母·甘泉驻跸、老君池等近 圆园
余处景点，2018 年 8 月份，阳信县金阳街道

办事处投资 1100 余万，增设鸭梨采摘园 15
处，打造 500 米“说梨长廊”，新铺百年梨园观

光带、梨寨防护墙 200 米，铺设竹篱笆 1500
米，新建奕语亭广场、梨族杜母景点和仙女

湖，重新修缮鸭梨广场和朱万祥纪念碑。自

2011 年以来，金阳街道先后赢得“全国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全国环境优美乡

镇”、“‘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国家级

AAA 旅游景区”多个“国字号”荣誉称号。

据金阳办事处负责人介绍，本次海选活

动将全面采用网络报名的方式，本次评选活

动获得“梨花美人”称号的 7 名选手，除获得

诱人的现金奖励外，将作为兼具美丽与智慧

的万亩梨园风景区旅游形象大使，参与景区

旅游、文化及阳信鸭梨产业的宣传推介活动。

渊翟成新 赵珊珊冤

最近，山东能源集团所属新矿、枣矿、淄

矿、肥矿、临矿、龙矿六家设计院，自发组织的

第一次共享发展研讨会，在山能淄矿集团设

计院召开。

山东能源集团权属单位有多家设计院，

如何打破各设计院小、弱、散的状态，破解资

质准入、市场开拓、人力资源、注册师储备、设

计水平优势难以发挥的瓶颈？

“作为山能‘一家人’，通过对人才、平台、

市场、信息等资源要素的共享，不同资质有偿

使用、技术资料无偿共享，才能破解发展瓶

颈，实现高质量发展。”山东能源淄矿集团设

计院公司执行董事、院长翟涛介绍，“‘大合

作、大发展’，‘小合作、小发展’。我们攥指成

拳、协同共进，通过搭建共享发展平台，建立

战略合作，精诚合作、共谋发展。”

为发挥协同效应，山能六家设计院签订

了战略合作协议书，着力在经营、管理、技术、

业务交流合作等领域加强交流增进互信，畅

通渠道构建平台，共享资源寻求发展，实现共

赢。

据悉，下一步，他们将坚持院长例会长效

合作机制，打破区域壁垒，充分发挥各自优

势，抱团形成科研、设计、应用的整体合力。

渊李岩 王在晨 弋永杰冤

阳信：中国鸭梨之乡
面向全国海选“梨花美人”

见证国家重大工程 感受创新发展成就
203所开展“见证重大工程，感悟首都发展”党日活动

西北油田：开创市场互利共赢新模式

中煤新集刘庄煤矿自制道岔尖轨锁固装置 荣县天然气净化厂施行“四个一”工作法
力促安全生产

●成都绿大地环境治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
06350530124R）发票领购簿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成华区靓妃超市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510108600821889)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
●注销公告：四川佰悦宏业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5MA6C88JN3U）经股
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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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四川海汇天成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60833258895）经股东
会决议决定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 万元减资到 1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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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按相关规定
处理。特此公告
●成都虚谷科技有限公司（税
号 ：91510105792157814U）通 用
手工发票 （百元版） 发票代
码 ：151011472001， 发 票 号 码
02231926-02231950 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成都吉之康食品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MA6CN3ND5L） 经股
东决定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仟
万元减资到伍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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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按相关规定处
理。特此公告。
●成都实意达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10107000
290061）遗失作废。
●四川省骏松水利水电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一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
058203417D)遗失作废。
●锦江区二十四卷书店，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510104600643399，经营者：
周武）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成都市怀富康复健
康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510105MA6CMEJ7
5J）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成都展昌投资有限公司，国税
税 务 登 记证 正 副 本 （税号 ：

51010806430541X）遗失作废。
●成都七正贸易有限公司，税务
登记证副本（川税蓉字 51010
5099231246 号）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成都百年印象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0MA61T1J000） 经股
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我
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成都孚信汇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在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高新支行的支付密码
器编号：1624202047遗失作废

●四川黄金时光青少年艺术中心
（52510000597543111C）原地税手
工通用发票领购本遗失作废
●成都奥格斯建材有限公司，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510107000323589）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市任伍贸易有限公司（注
册号 510122000083925）经股东
会决议决定注销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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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成都麦古博地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温江第二分公司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
15MA6BXBU33G遗失作废
●成都久 豪贸易 有限公司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10106MA61W2PWXG）
遗失作废。
●四川国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唐永成，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证书编号：川建安 C（2015）
0001969 遗失，声明作废
●陈国念华侨城原岸 121-2-2
201 车位号 1050 收 据 DADSF

03599 金 额 6305 元 ，DADSF03
600 金额 20 元，DADSF03598 金
额 10000 元，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德富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05
000066508 和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 79004512-2 和国地税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号
510105790045122 遗失作废
●成都多贝源企业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在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江支行的支付密码器编号：
0351097474 遗失作废
●成都市金牛区九里堤街道交

大社区养老中心 525101063215
6718X8 发票领购簿遗失作废
●金牛区优六诚电子经营部国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10106L83718415 遗失作废
●成都四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10104MA6C7MH
X5B）遗失作废
●周大福珠宝金行(重庆）有限
公司成都凯德金牛分公司四川
增值税专用发票 20 份发票代码
5100162130 发票起止号 294954
0-2949559(空白票）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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