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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广旺公司领导视察自动化改造

日前，笔者在四川煤炭产业集团广旺能

源公司（下称广旺公司）网站查询发现，其下

属电力公司相关信息居然是如何开拓、做大

灰渣（粉煤灰）市场，强化灰渣销售管理，灰渣

经营效益等为主的新闻。发电厂的主业本应

该是做大电力市场，为何他们是重点抓好灰

渣市场？带着疑问，笔者走进了这家发电厂。

在广旺公司上半年经营数据统计表中，

笔者发现，电力公司 1 至 5 月，灰渣销售超计

划 0.59 万吨，完成上半年计划的 102%。发售

电 5134 万度，完成既定目标任务，提前一个

月实现灰渣销售双过半目标任务。

发电不赚反亏

广旺公司对船景煤业和荣山煤业实施去

产能后，其借款投资两矿成为了企业债务。

“去产能，没有去掉债务，现在公司背负两个

去产能矿井总债务近 10 亿元。企业还要支付

债务利息，公司煤炭主业盈利能力较弱，电力

产业整体亏损巨大，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分产

业分单位分兵突围，企业无力也不可能为非

煤产业‘输血’。广旺电力必须自寻出路。”广

旺公司班子讨论决定。

发电企业是否真的不盈利？笔者调查发

现，在过去，广旺电力公司每发一度电，不赚

反亏，发得越多，亏得越多。

究其亏损原因，广旺电力面临市场和生

产经营环境的急剧变化，电力市场萎缩，产能

规模受限，主营收入减少。

在广旺公司发展战略中，广旺电力在广

旺产业链中一直发挥着电力支撑作用，成为

广旺工业发展的“血液”，既保证了煤矿供电

安全，又为其他产业的发展和创造效益发挥

了重要作用。

然而，广旺电力整体发电规模不大，年发

电能力仅 1.2 亿度。此外，鉴于国家电网覆盖

和地方电网改造，国网电价低于广旺电价。国

家化解落后产能政策影响，广旺公司相继关

停原广元煤矿、宝轮煤矿、白水煤矿、旺苍煤

矿、宝轮水泥厂、广元煤矿水泥厂等多个大工

业供电用户，致使广旺电力供电区域逐年缩

减，被迫关停广元发电厂。

2011 年，电力公司销售电量 11832 万度，

营业收入 9867 万元，亏损 2861 万元；2017
年，销售电量 12642 万度，营业收入 9012 万

元，盈利 150 万元；2018 年，销售电量 12400
万度，营业收入 10550 万元，盈利 550 万元。

电力公司分管经营的副经理张旭算了一

笔账：“销售电量变化不大，但却从亏损转为

盈利，主要利润来自灰渣销售，不仅填补了售

电亏损，还增加了企业整体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社会责任重，管理难度大，供

售电损失高。由于历史原因，电力公司还承担

了广旺所属企业周边村社的无偿供电。在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广旺公司为企地关系和谐

和担当国企社会责任，为企业周边村社优先

供电，让周边百姓先于地方电网改造前用上

电，造福一方百姓，这成为了企业历史包袱，

年年亏空。

目前，根据国家“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改

造政策，电力公司有望尽快甩掉这一包袱。

科技创新降本增效

企业不消灭亏损，亏损就消灭企业。电力

公司通过转型落实好广旺公司的战略抉择，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实施关键技术升级改造，实现降本增效。

在广旺公司的重视支持下，电力公司相继完

成嘉川发电车间 3 号、4 号锅炉升级改造，代

池发电车间 2 号锅炉技改。3 台锅炉改造后，

燃料洗矸渣的配比量大幅增加，燃料热值由

以前的 1400 大卡降低至 1000 大卡左右就

能稳定燃烧。

总工程师陈长安介绍：“这一技改，不仅

减低了燃煤成本，还增加了燃煤在高温煅烧

后形成的灰渣硬度，成为水泥生产厂家所青

睐的原料添加剂，达到了一举双赢的效果。”

火力发电会产生烟尘污染环境，广旺公

司投资上千万元升级改造两个发电车间锅炉

烟气净化的高压静电除尘器，除尘器集尘面

积由 2700 平方米提升为 3675 平方米，除尘

效率可达到 99.9% 以上，不仅达到了环保要

求，收集的除尘灰又成为很好的水泥生产掺

和料。

电力公司还把“两化融合”“四化建设”

作为重头戏，实施自动化项目，推动减人提

效，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两个发电车间燃煤掺配自动化改造投

用，结束了每日需人工操作桥抓翻配上千吨

燃煤的历史，改善了燃煤的掺配均匀度及质

量，提高了锅炉的运行稳定和出力，降低了燃

煤使用，同比可减少燃煤使用 20%左右。仅

2018 年减少用煤 1.5 万吨，节约燃料成本

225 万元，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自动化项目推动减人提效，不仅创造经

济效益，还获取了独立的知识产权。”陈长安

告诉笔者。

电力公司自主研发的汽轮发电机组集中

控制技术，实现了操作和系统的微机自动化

集中控制，故障自动语言警示，设备运行状态

可视监控，提升了关键核心发供电设备的安

全运行可靠性，该项技术获国家知识产权局

授权发明专利。

在电网运行上，电力公司根据电网峰平

谷段上下网电价差异，强化生产管理，实现两

个创效，即“峰、平”段稳定发电，夜间谷段高

产（炉渣）创效。

做强做大灰渣市场

2018 年，电力公司灰渣销售合同经济总

额为 3455 万元。今年，电力公司拿下了中建

材西南水泥公司、朝天海螺水泥公司等 10 余

家客户企业灰渣销售合同，合同经济总额达

4220 万元。

这是电力公司连续 6 年灰渣销售总额增

长。然而签定这些销售合同的背后，却是营销

人员发扬“千言万语、千方百计、千辛万苦”三

千精神的成绩回报。

“我们卖灰渣，别人也卖灰渣，凭啥客户

就要买你的，不买别人的？”这是张旭常对营

销人员讲的一句话。

“说直白一点，我们张经理的意思就是让我

们站在客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别把自己的东

西吹的天花乱坠，最终别人不需要，说了也白

说。我们要想的是别人需要什么样的灰渣，灰渣

的干湿度是多少？灰渣硬度是多少？装车转运耗

时多少？明白了这一点，工作才能更好地开展，

才有目标。”营销人员王永忠介绍说。

对此，他们重点搞好销售过程中的质量

服务，严格按客户需求保证灰渣干湿度，粗渣

与粉煤灰合理搭配，优化装车与过磅流程服

务，搞好车辆高压水清洗，确保车辆清洁运

输。同时，针对周边环境具体情况，向滞留客

户提供工作餐优惠供应服务，最大限度让客

户满意。

电力公司还根据市场变化采取灵活的市

场营销策略，适时调整灰渣价格，在稳定老客

户的同时，积极走出去，到周围市县区的水泥

厂、粉磨站、搅拌站跑销路，主动把客户请进

来了解高温煅烧炉渣的生产工艺流程，牢固

树立灰渣的品牌质量信誉。同时，制定出“量

价挂钩”的销售策略，拓宽销售渠道，牢牢把

握灰渣市场的主动权与话语权，实现生产灰

渣销空售尽。

电力公司从卖电到卖灰，充分说明了只

要肯动脑筋，围绕经营效益这个总目标，就没

有破解不了的难题，就一定能破茧成蝶，实现

可持续发展。 (戚彪)

稀奇！这家火电厂主要盈利靠卖灰渣
———川煤集团广旺能源电力公司从主卖电到主卖灰纪实

■ 陈春秋

“台上已不是她自己，而是光荣的华塑青年

群像”“加油杨芬娣”……6 月 28 日，打开华塑职

工之家 QQ 群，职工们为计量与检测中心副主任

杨芬娣点赞、送花。“‘火山’灭了，‘快手’歇了，

‘西瓜’碎了，‘抖音’不灵了，这天，小姐姐杨芬娣

‘霸屏’了！”

杨芬娣在集团公司“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

质量时代勇当先锋”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报告

会上受到关注的消息传来，华塑 QQ 群沸腾了，

杨芬娣“火了”。

多年来，华塑股份根据青年员工多的特点，

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

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积极培育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该公司充分发挥

榜样示范引领作用,影响、带动更多的职工崇德向

善、见贤思齐，汇聚企业发展的正能量。在淮北矿

业工匠大师刘晓铭，淮北矿业工匠王占宇，集团

公司“五星党员标兵”“劳动模范”“十大杰出青

年”杨芬娣的基础上，今年又先后涌现出淮北矿

业劳动模范、精神文明“十佳”、“十佳毕业生”、省

属企业“最美青工”等 11 名“明星”青年。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坚守是最忠诚的倾

诉。每一个华塑人都在尽心尽力为自己的‘家’贡

献力量！”杨芬娣好友经管部彭静在 QQ 群留言

说。

“将热爱与奉献诠释到实际工作当中，教会

了我坚强与努力，感恩有您，向您学习！”“报告听

了三次，每次都有不同的感触，她从不计较个人

得失，把公司利益看的极重，是真正全身心投入

企业建设发展的优秀管理者。”回想与杨芬娣一

起工作的日子，电石厂职工纷纷表示。

“我今天认真读了全文，很朴实，很感人，没

有华丽的词藻，都是活生生的事例。大家在点赞

的同时，更要行动，向她学习，落实在实际工作

中，为公司发展贡献力量！”公司领导点赞助阵，

让一向腼腆的杨芬娣局促不安：“华塑的小伙伴

们才是最可爱的人，才是华塑的英雄！我没有大

家说的那么好、那么拼，我受之有愧……”

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唐口煤业：

“以赛促学”
锤炼精兵意志

近日，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唐口煤业公司

结合 2019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开展，为进

一步提升职工的岗位技能、促进安全生产，在

公司内部掀起了技术比武热潮。

在钢丝绳插接比武现场，气氛异常紧张，

隔着老远似乎都能感觉到现场紧张的“氛

围”。参赛队员听到“预备”口令后迅速在各自

场地做好准备，“开始”口令下达后迅速拿起

截取好的钢丝绳，各组参赛选手们紧密配合，

规范作业，争分夺秒，井筒维修工技术比武如

火如荼进行中......
“开展技术比武的最终目的，是让职工在

比武过程中找到不足、认清差距、学到技能，

从而收到取长补短、共同提升的效果。”该公

司副经理庄付永说，为确保技术比武的实效

性，该公司在将技术比武全面落实到现场的

同时，还要求职能部室、分管副总都分头挂

靠，对每一场比武都必须进行点评，指出每名

参赛选手操作中的优点和存在的不足，并安

排纪委督查办、工会及人劳等部门现场监督。

此次技术比武共有 5 组队员参加，共计

10 人。各组井筒维修人员，有序地进行钢丝

绳破绳、插接、整形操作及滚轮罐耳更换等项

目比试。比武现场，参赛选手们在 35益的高

温作业环境中需要在 60 分钟内完成所有比

赛项目，否则由裁判终止比赛。首先一名组员

先对 椎18.5mm 钢丝绳进行破绳，量取长度，

做好插接准备；然后参赛选手们根据比赛要

求，采用“五股穿心”法，插接绳套，并对钢丝

绳套插头进行整形，保持尽量圆整。比武场上

选手们每个环节动作灵活、熟练准确。比武结

束后，裁判根据现场准备、插接方法、插接质

量、安全及其他等 7 各方面进行现场点评。最

终参赛选手孟祥福、杨宜明以 92.56 分的优

异成绩获得井筒维修工技术比武第一名。

“虽然没有取得好的名次，但通过比赛让

我看到了与其他选手间的差距，我相信只要

我不放弃，就一定能超越他们做的更好。”该

公司另一名参赛选手表示。

该公司在不断细化措施，确保技术比武

取得实效的同时，还通过“正向激励”的方式，

在公司内部造出“比、学、赶、超”的学技能、练

真功、争标杆的浓厚氛围。目前，该公司已先

后完成井筒维修工、矿井维修电工、叉车工等

10 余项工种的比武，并达到预期成效。

渊张超 张继涛冤

领导带班下井发现 1 根瓦斯抽放管

脱落，通过调度电话通知通风科队后，矿

总工程师马上组织追查，对一个责任班

组和通风科队 11 名责任人员处罚 5200
元，相关责任人员作公开检讨，追查和处

罚情况在全矿通报。6 月 23 日，一起看似

“小题大做”的事故追查处理，在川煤集

团达竹煤电公司小河嘴煤矿干部职工中

引起了触动，“失职追责”成为安全管理

的铁律。

近日，小河嘴煤矿带班下井的生产

副矿长何先文巡视到该矿井下-1218
（22）采煤工作面机尾巷瓦斯抽放钻场

时，发现有 1 根瓦斯抽放支管脱落掉在

地上，当即用现场电话向调度室作了汇

报。调度室接到电话后，立即向矿总工程

师兰利平作了汇报，并通知通风科队立

即派人下井调查情况并处理。

接到调度电话后，通风科长苟正洪

马上赶到通风检测监控室，通过矿井通

风监测监控系统调阅了 18 号抽采 V 锥

运行曲线，随即带领通风科队两名技术

员下到井下现场，调查了瓦斯抽放管脱

落情况，检测了钻场瓦斯浓度，判定该处

管路脱落时间为 6 月 21 日 15 时 10 分。

随后，该矿总工程师兰利平在通风

队会议室召开了瓦斯抽放管脱落事故追

查会，参加人员不仅有通风科全体管理

人员、通风队全体队干、班组长、群监员

和安全科负责“一通三防”的安全员，还

按照事故倒查制度，从 21 日中班到 22
日早班时间段内负责该区域的瓦检员，

以及巡视经过该区域的通风科队管理人

员都要参加。

追查得知，在瓦斯抽放管脱落到被

带班领导发现的时间段内，除了瓦检员

江浪在瓦斯巡检手册上有汇报抽放管脱

落记录外，其余 3 名瓦检员均未发现问

题并向通风队值班室汇报，而通风队当

班值班队干安排人员入井整改不彻底，

导致重新连接的抽放管发生二次脱落，

同时值班队干既未认真查看瓦斯巡检手

册，也未安排专人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

验收，导致管路二次脱落的隐患未得到

及时整改。

该起事故充分暴露出该矿通风专业

线人员安全意识淡化，通风科队管理人

员安全履职不到位，相关人员“一通三

防”区域责任制落实不力，对通风设备设

施疏于维护和管理等问题，特别是通风

队值班队干虽然安排了人员整改，但是

未组织复查验收就向调度室汇报整改完

毕，麻痹心态可见一斑。“发现问题及时

追查处理，才能在安全管理上以儆效尤，

起到猛击一掌、猛喝一声的效果。”该矿

总工程师兰利平强调。

按照追查结果责任划分，决定处罚

瓦斯巡检一班 1000 元，处罚该区域 3 名

责任瓦检员每人 500 元，处罚通风队 5
名队干每人 300 元，处罚通风科 4 名管

理人员每人 300 元，分别扣通风科队当

月月度考核分 5 分，取消责任瓦检员季

度和年度安全明星员工评选资格，责任

瓦检员和责任队干还要在班组班前会和

区队安全政治学习会上作公开检讨。

经济处罚不是目的，发现问题，落实

整改，防患于未然才是治本之策。该矿通

风专业线据此开展通风设备设施隐患自

查自纠活动，重点排查全矿“一通三防”

设备设施安全状况，同时立下了通风设

备设施安全管控的“四条铁规”：其一通

风队队干每月 2 次、通风科人员每月 1
次做到井下区域巡视全覆盖，少 1 次处

罚责任人 500 元；其二通风队必须每班

做到瓦斯抽采区域巡视全覆盖，少 1 个

点处罚当班值班队干 500 元；其三瓦检

员发现“一通三防”设备设施损坏必须做

到马上汇报和当班整改，瞒报迟报漏报

每次处罚责任人 1000 元；其四通风科队

未自查到的通风设备设施隐患被上级查

到，每次处罚 2000 元，罚款按责任大小

划分。

对通风专业线严格追责的举措，小

河嘴煤矿党政领导高度肯定并支持，要

求全矿各专业线面对井下作业点多面广

的不利因素和安全长周期带来的疲软情

绪，加大对隐患、“三违”和事故的追责力

度。

“尽管我们实现了安全生产 12 个年

度，但是这次事故充分暴露出我们安全

意识和安全管理上的问题，对这些问题，

我们一旦发现，就要逗硬追责，决不手

软，为矿井安全管理注入安全清醒剂和

强心针。”小河嘴煤矿矿长、党委副书记

胡光军表示。

渊杨涛冤

中铁二十三局
激活党建

“神经末梢”
6 月 28 日，中铁二十三局在广西革命圣

地百色召开示范党支部建设推进会暨“七一”

表彰大会，3个先进基层党委、13 个先进基层

党支部、8 个示范党支部、34 名优秀共产党

员、12 名优秀党务工作者走上领奖台。这是

中铁二十三局自“示范党支部推进年”活动开

展以来，举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集中表彰活

动。

近年来，中铁二十三局持续强化党建工

作，制定了党建工作三年行动计划，其中，

2019 年为“示范党支部推进年”，旨在推进示

范党支部创建活动实现全覆盖，全方位激活

党建“神经末梢”。该局党委书记、董事长孙圣

杰表示：“示范党支部创建是中铁二十三局

2019 年党建工作的重要抓手。我们党历来就

有‘将支部建在连上’的光荣传统，基层党组

织是党的工作的‘神经末梢’，加强党支部建

设对发挥党的引领作用、凝聚群众力量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确保活动顺利开展，推动基层党支部

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该局根据《中国共产党

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中

国铁建基层示范党支部建设的通知》，结合企

业实际，制定下发了《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

公司示范党支部创建实施办法》，对示范党支

部创建内容、创建程序以及日常管理等，事无

巨细进行规定要求，并下发示范党支部考评

要点，让示范党支部创建活动“有章可循”。对

此，该局党委组织部部长光红庆表示：“2018
年 10 月施行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

（试行）》，把党支部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提出了‘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意

味着对我们的党支部建设工作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该局党委组织基层党支部通过参观示范

党支部基地、参观红色教育基地、解读《中国

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重温入党誓

词、党建业务考试、基层党支部书记培训、加

强经验交流等形式，推进示范党支部创建，形

成比学赶超的创建氛围。鼓励各基层党组织

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围绕施工生产开展各

项创建互动。作为示范党支部之一的该集团

三公司乐百项目在分享创建经验时表示：保

持经常性的教育不断线，落实点对点的活动

覆盖面，党员领导干部冲在前，以身作则带全

员，确保各项指标按期实现，“我们始终坚持

以施工生产的成果来检验支部作用的发挥和

队伍建设的成败”。 渊李亚萍冤

7 月 3 日，淮北矿业集团

临 涣 选 煤 厂 扩 能 改 建 项

目———高标准智能化无人值

守精煤仓工程正在紧锣密鼓

地施工中。

该厂目前为亚洲最大的炼

焦集中型选煤厂和淮北矿业

精煤战略基地，随着企业的

高质量发展，原有的仓存已

不能满足当前生产需要，经

过技术论证，新建四个仓储

一万吨的精煤仓，较好满足

生产需求。

图为精煤仓施工现场。

石启元 李付峰 摄影报道

一根脱落抽放管引发的
事故追查

杨芬娣“霸屏”

亚洲最大炼焦集中型选煤厂扩建精煤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