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荫图为该公司职工参与反例情景体验环节

荫图为马淮北（左）在带领职工对澳大利亚进
口 离心机进行维修。

山能枣矿付煤公司工会

“三违”警示教育
走心走实
■ 马森 徐媛

“就像看 5D 电影一样，效果太逼真、太震

撼了！”“事故现场仿佛就在眼前，教训太深刻

了，今后我一定将安全规程牢记于心……”日

前，在山东能源枣矿集团付煤公司举办的 VR
安全警示体验大课堂上，综采一区候广武一

边观看着 VR 安全警示教育片，一边感叹。

据了解，今年以来，该公司工会牢牢把握

“平安 5+1”亲情帮教“金钥匙”，通过平安活

动进井口、进区队、进班组、进家庭、进社区，

帮助“三违”职工找原因、补短板、识危害，正

视事故的严重后果，切实提高职工安全意识。

“通过观看 VR 安全警示片，让我切实感

受到安全的重要性，比之前的‘说教式’培训

效果好太多了，真正触及灵魂深处。”该公司

运搬工区职工王孝春说。该公司运用 VR 虚

拟技术，将煤矿安全事故以 5D 立体电影的

震撼表达方式情景再现，让职工多视角、多角

度地感受事故发时违章操作的不可控、事故

发生时的惊恐以及惨痛教训，力求达到换位

思考、入脑入心的警示教育效果，引起干部职

工的深刻反思。

“通过这种警示教育，相信更多的职工会

自觉远离‘三违’，真正做到警钟长鸣、警示高

悬，自觉遵守安全生产各项标准规范。”该公

司工会主席杨位栋语重心长地说。

在反例情景体验环节，参与职工通过“蒙

眼倒水”“独臂感受”范例体验，“身临其境”模

拟伤残痛苦造成的严重后果，感受安全大于

天、事故猛于虎的深刻内涵。“以前看警示教育

片、学习事故案例，总觉事故发生在别人身上，

自己绝不会遇到。今天的情景体验给我敲响了

警钟。”综采一区职工张海领说。活动引发了职

工对“安全”的深思，提高了安全警示效果。

为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在活动中，该

公司二季度“最美付煤人”代表现场分享了自

己的安全故事，与“三违”职工谈感受讲安全，

共同签订“安全承诺卡”，让大家主动认知安

全，提升安全意识，引发“安全”深思。“解压放

松，心理放松操走起。”他们还从解除思想“疙

瘩”，消除心理隐患入手，带领现场职工跳了

一组简单、实用的心理放松操，有效缓解职工

紧张情绪和心理压力。

哈尔滨地铁2号线
立起接触网第一杆
哈市地铁2号线一期工程供
电工程施工序幕全面拉开

■ 曹筱璐 郑传海 郭晓巍

“开始起吊，慢点、再慢点，旋转、再稍微

旋转一点，停！对了，立正，好，固定，不要动

了，就这样！”7 月 12 日清早，哈尔滨的多数

市民还没有起床，伴随着中铁建电气化局三

公司哈尔滨地铁 2 号线现场指挥陈新方的一

声声指令，哈尔滨地铁 2 号线哈北车辆段接

触网施工现场，已经是一派繁忙。

随着指令落地的，是一根长达 8.2 米、重

达 800多公斤庞大的锥形钢柱，这就是哈尔

滨地铁 2号线成功组立的接触网第一杆。这

意味着，在中铁建电气化局三公司建设者手

里，哈尔滨地铁 2 号线一期工程供电工程的

施工序幕全面拉开。

从今年 3 月 24 日接到中标通知书，到 4
月 17 日正式开工，这个项目一共只用了 24
天就完成了安家和施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创造了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在疫情防控和施

工准备同步推进的情况下，我国地铁供电工

程开工建设的最快速度。

项目上场后，项目部紧紧围绕优质、快

速、安全推进精品工程建设的总体目标，科学

管理与协同管理相结合，目标管理与问题管

理融合，坚持疫情防控和施工竞赛两手抓，超

前谋划，倒排工期，责任到人，挂图施工。

他们咬定建设“精品工程”不放松，坚持质

量为先，样板引路，严格对标，自我加压，自我

约束，从可能对工程质量产生影响的材料检

验、隧道打孔、锚栓预埋、金具安装、汇流排安

装、线材架设等每一个细小环节入手，一环节

一确认、一环节一交验、一环节一承诺、一环节

一追溯，一环保一环，环环必过工艺和质量关。

据悉，哈尔滨地铁 2 号线，是哈尔滨轨道

交通网络中由北部至东南的骨干线路，起于

江北大学城站，经哈尔滨北站站、冰雪大世界

站、哈尔滨站站、博物馆站、省政府站等站点，

到达香坊区的气象台站，线路全长 28.7 公

里，共设 19 座地下站，其中 8 座车站分别与

1、3、4、5、6、8 号线形成换乘，地铁 2 号线一

期工程预计 2021 年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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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玉萍 胡强 张栋

一向繁忙嘈杂的生产调度岗如今安静而

有序。7 月 27 日，笔者走进西北油田采油二厂

生产指挥大厅，只见生产运行调度坐在电脑

前，轻松地操作着鼠标，随着点击声，各项生

产指令有序发布，设备高效运行……

“采油二厂井多、施工多，以前上班，办公

室乌泱乌泱都是来开施工任务书的人。自从

生产调度系统上线以来，派工都走线上，鼠标

一点就开好了，真是省大力气了。”生产运行

调度晋伟强边操作边介绍说。

这是该厂加快信息化与生产管理深度融

合，自主开发的生产管理系统运行上线后的

真实写照。

采油二厂有将近 900 口油井，40 多个大

小站库，分布在 1046.72 平方千米的荒漠戈壁

上，点多面广线长，生产运行管理难度大。为

支撑采油厂“优化业务流程、提升管理效率”

的生产要求，今年自主研发并上线投用了全

节点生产管理系统，

生产管理系统直接与生产对接，涉及油藏

开发、生产运行、财务结算等采油厂生产流程的

全部节点，覆盖全部生产部门及承包商，能够实

现生产方案线上审批、部门间施工协调、施工指

令调度、移动施工数据回传、结算数据对接等各

类功能，颠覆了传统的采油生产模式。

智能调度线上走
在施工管理中，生产管理系统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这个系统跟结算系统做了连锁，

只需要开一次施工任务书，结算任务书就自

动生成了，出一分力就能干两分活。而且还带

有任务书查询功能，再也不怕任务书丢失了，

真是又省力又省心。”晋伟强说。

指令调度功能是生产管理系统负责施工

管理环节的模块，其将原有施工管理方式全

面升级优化，通过网页架起了采油厂与承包

商沟通的桥梁，从施工、结算两个最重要界面

入手，双管齐下，既提质增效，又严抓管理，实

现施工管理的全面升级。

在施工结算环节，通过信息集成，成功打

通生产系统与财务系统数据壁垒，初步构建

敏捷核算机制。2019 年，采油厂搭建完成自有

4G 网络，实现 4G 信号工区全覆盖。利用这一

技术，半年来采油厂逐步完成了注水、注气施

工数据的实时回传、实时入库、实时展示，极

大加强了施工把控能力。生产管理系统将实

时回传数据与 FMIS 结算系统进行对接，成功

实现注水注气工作量的自动结算。其工作量

签证准确率同比提高 21%，结算时效缩减 1-2
天，不仅提高了结算效率，而且降低了安全、

廉洁风险。

该功能全面淘汰了纸质施工指令，实现

了施工指令的线上流转。今年以来，利用该功

能开具生产任务书 6379 条，全部实现与 FMIS
结算系统的无缝对接。日均开具任务书 29
条，节省填报时间 4 小时，一年可节约人力成

本约 46 万元。在采油二厂这样的施工作业大

厂，该功能的成功运行，尤其显得意义重大。

900口油井在眼前
“油温 1.82 兆帕，套压 8.88 兆帕，井温

41.52益……一切正常。”7月 20日下午，采油二

厂生产运行室监控大厅，生产运行室主管马飞

看着新井 TH121144井传回的生产参数，说道，

“这是在没有电网的情况下，新井首次采用太阳

能供电成功实现数据传输，真是太棒了！”

新井初期无法接入电网，数据采集系统

不能供电，为了掌握油井工况，只能派人驻

井，极大浪费了人力资源。生产运行室多方调

研，自主攻关解决太阳能供电系统在工区的

适应性问题，实现 24 伏太阳能供电系统给采

集柜供电。这才了上述生产指挥中心的一幕。

不仅是太阳能供电系统，进入 2020年，该

厂积极探索自有 4G、Lora通讯等新型技术，成

功将机抽井工况数据、电泵井井下数据，加热炉

控制参数，井口流量计数据、注水注气施工数据

等多种井场数据传输至生产指挥中心。

为了将如此宝贵的数据资源利用起来，

生产管理系统通过施工跟踪功能，对其进行

了可视化改造。现在，坐在办公室不用出门，

在监视屏上，油压、套压、回压、电流、温度

……一条条井口实时数据曲线显示着油井的

生产状况，这些自井口传回的数据每分钟更

新一次，近 900口油井的生产状态一目了然。

施工跟踪功能用于解决生产管理中的沟

通问题，不仅拉近人与现场的距离，而且拉近

了人与人的距离。当一项施工需要多部门配

合时，沟通协调的重要作用显得尤其明显。

生产运行室分管信息的副经理邱萌主导

了生产管理系统开发的全过程，对比系统运

行前后的变化，深有感触：以前从派工、下单

到结算，要打无数个电话，沟通施工中的问

题，避免不了诸多的“扯皮”，耗时费心。现在

好了，各项施工交接记录、进度安排都在统一

平台进行展示，推诿扯皮再无可能，沟通也顺

畅了，效率也提高了。

该功能上线以来，施工衔接时间缩短 2
小时。按 10%施工直接提高开井效率折算，每

年可增效 183.8 万元。

鼠标一点就OK
“以前为了找领导签方案，满办公楼跑，

签一个方案半天就过去了。新系统上线以后，

太方便了，点下按钮就 OK，不用再跑冤枉路

了。”说起生产管理系统的方案审批新功能，

开发研究所的郭媛颇有感触。

为从源头上提高生产效率，缩短方案审批

时间，采油厂开发方案管理功能，将审批流程由

线下转移至线上，实现方案管理的数字化。各采

油厂方案审批流程不尽相同，此前西北油田也

没有线上审批的先例，功能开发期间没有成功

经验可借鉴。采油厂根据自身实际，深入调研审

批流程，多方沟通，历经三个迭代版本，费时半

年时间，2020 年 6 月实现注水、注气、维护、措

施等四类方案的上线切换成功。

审批方案完成电子化转型后，日均节省

技术人员审批时间 3 小时，技术人员有更多

的时间专注于技术本身。同时，方案电子化为

采油厂生产管理电子化提供了前提，夯实了

采油厂智能化转型的基础。

智能化带来的是一场管理革命。过去的

纸上谈兵，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生产调度系统的运行，解决的不仅是生

产、技术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场管理革

命。它已成为助推油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抓手和强力支撑。”该厂副厂长靳永红说。

在中石化 PCS 系统大框架下，采油厂利用

生产管理系统对各生产环节形成了强有力的信

息化支撑，对全生产链条的管控能力得到明显

强化。采油二厂计划利用 3-5年时间实现采油

厂管理模式的全面优化升级，一个现代化的智

慧油田正在西北大漠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 若尘

7 月 27 日，财富中文网发布了 2020 年

《财富》中国 500 强排行榜，洋河股份以

231.26亿元的营收排在第 398 位。此外，本次

财富 500 强利润最高的 40 家公司中，来自白

酒行业的贵州茅台，以 46%的利润率排行第

一，紧随其后的五粮液、洋河股份利润率分别

是 34%和 31%。

据悉，今年 500 家上榜的中国上市公司

总营业收入达到 50.5 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

增长 11%；净利润达到 4.2 万亿元，较去年增

长超过 16%。今年上榜公司的年营收门槛接

近 178 亿元，相比去年提升了近 10%。

近年来，随着白酒行业重点从高端政商消

费向由“消费升级”为特征的大众消费转型

后，高端白酒受到了市场追捧，企业凭借实力

开启了挤压式增长。

为了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求，洋

河股份较以往更加注重产品品质和消费者体

验的全面升级，从搭建“十大研发平台”到与

双一流高校建立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合作机

制，再到研发费用投入达上亿元的“智慧酿造

车间”，企业不遗余力地持续推进“以健康和

体验为核心的技术变革”。

2020 年，洋河股份将企业发展定调为转

型攻坚的关键一年，并力图从新视角、新手段

潜心打造转型发展的“硬核”能力，从而迈向

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作为给下一个十年的“时代献

礼”，洋河股份在原“梦之蓝（M6）”产品取得不

俗业绩的基础上，通过对“品质、规格、形象和

防伪”四重升级，于 2019年 11月 24日重磅推

出更加高端、奢华的“梦之蓝M6+”。新产品自

问世以来，因“四重升级”的优势获得了消费者

普遍认可，迅速抢占高端酒市场份额。与此同

时，因“梦之蓝 M6+”倾情联手中国航天基金

会，助力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圆了无数人的“航

天梦”，也使其聚积更多的市场温度。

除了“梦之蓝 M6+”新势力的崛起，洋河

股份还深度推进“洋河+双沟”的双品牌战

略，实现多轮驱动，用立体多维的产品架构为

消费者营造充足的选择空间，做到“产品力、

品牌力和渠道力”三力齐发，进一步夯实企业

核心竞争力。

走在变局之中的白酒产业，需在一个更

加不确定、不稳定的环境中谋求新的发展。在

洋河股份董事长、党委书记王耀看来，后疫情

时代的行业发展思路可以在“行业+、健康+、
用户+、伙伴+”这四个“垣”里找到答案。

山能淄矿唐口煤业

煤海深处显担当
■ 张超 王启申

7 月 26 日晚八点二十，夏夜的晚风携着

一丝清凉拂过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唐口煤业人

工河边的垂柳。唐口煤业公司综采一区值班

室里，区长陈磊正组织党员干部分解工作面

过断层工作细节。

千米井下的 4306 工作面，预计 40 米的

断层已经推过 100 米了，断层还在。煤机低下

头，支架倾斜着身子，输送机缓慢地运转，发

出沉重的喘息。煤海深处的汉子在坡度 25
度，连站稳脚都很艰难的工作面前忙碌着。面

上的细砂岩石冰冷且坚硬，仿佛在向这群汉

子示威。

人们担心的事又发生了———输送机刮板

第三次断裂。电话打到工区，陈磊立即站起，

向党支部书记耿力猛交代：“听汇报解决不了

问题，我下井，你们讨论。”

九点半到达现场，大伙刚把溜板运进工

作面，跟班副区长、党支部副书记郭增辉正带

领大家忙着拆除损坏的溜板。陈磊从溜尾到

溜头，来回转了 3 圈，没发现问题症结所在。

大家反映是溜板磨损大、地面不平整造成的

损坏，但始终打不开陈磊的心结：不出 10 天

溜板损坏 3 次了！

整平溜板底面，换好溜板，工作面继续生

产。陈磊在陡峭的工作面上来来回回，盯采煤

机截割，看运输机推移，结论是：操作正常。后

背上，工作服早已被汗水浸透了。他擦了一把

汗，“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水。对郭增辉说：“既

不是设备的原因，也不是操作的原因，继续

找！”

陈磊一边给大伙打气鼓劲组织生产，一

边寻找断溜板的症结。6 个小时后，在拉空运

输机后，他的目光停留在齿轨轮上，齿轨转动

并不贴合轨轮！经排查分析，结论是采用的齿

轨新旧不一，磨损程度不同，轨与轮不配套，

导致溜板受牵引不匀而断裂。

陈磊当即安排更换齿轮。跟中班的郭增

辉刚升井，立即联系装运齿轮运到井下。这一

次，等于他升井去装运齿轮，3 小时后他又回

到工作面。陈磊、郭增辉连同夜班 2 名党员现

场成立“党员攻坚小组”，投入齿轮更换工作。

又过去了 3 小时，工区值班的耿力猛电

话告知郭增辉，他妻子殷瑜瞳电话打来多次

了，催他回家。随后殷瑜瞳电话又打到井下，

郭增辉说：“啥时候换好啥时候走。”

“你这个中班快上一天一夜了，不要家

了？”“我身后有一百多号工友等着呢，换不完

不行。”“为啥不行。”“说不上为啥，但换不上

就是不行，这是我的工作。”挂上电话，他们继

续奋战。

等郭增辉与陈磊一块儿升井的时候，他

已经连续工作了 21个小时。设备终于正常运

转了，二人疲惫的面庞上牵动了一丝不易察

觉的笑意。

■ 李付峰 郭红微 文 / 图

“信念这玩意，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

来的。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这是电

视剧《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的名言。而在淮

北矿业临涣选煤厂，同样存在着一位许三多

式的人物：从事钳工三十多年，他练就了“望、

闻、摸”一身绝活，牵头制定了“老马工作法”

工作流程。他就是机械加工车间车钳班班长，

该厂“能工巧匠”、钳工技师马淮北。

老马有绝活。刨削 V 型槽，他只要瞄一

眼，就知道精度够不够；无论刨床、铣床、钻床

或是车床，只要搭耳听听声音，就能判断设备

运行是否正常；再复杂的设备，只要他动手拆

装一遍，基本上就能摸清它的结构。在设备维

修过程中，无论国产、进口设备，还是对精度

要求更高的齿轮、带轮等精细加工件，他都能

够主导操作完成。

老马的一身本领，来自于他善于学习、对

工作不放弃不抛弃敢挑战不服输。从 18 岁上

班，老马矢志钻研钳工技术，练就了锯锉錾磨

一身基本功，从学徒、初级工、高级工到技师，

各项技术比武、一本本荣誉证书见证了老马

30 多年的工作历程。

老马爱较真。老马平时平易近人，但是一

进入工作状态那就是全身心忘我投入。一次，

有台设备在维修过程中损坏了一样不起眼的

零件，由于没有备存，厂里决定测绘自制。在

加工过程中，老马凭经验发现有一个尺寸不

符合一般设计原理，可能存在问题。于是他马

上安排停止作业，立即向技术人员反映。别人

劝老马“这个是来图加工，只要按照他们给的

尺寸加工，就是出事了也不怨我们”。“那不行！

虽然错误不是咱们造成的，但是，我们的加工

标准不能出现失误。”老马斩定截铁地说。最

终，经过和实际比对，发现测量的尺寸误差有

0.5mm，证实了老马的判断，避免了损失。

他能“钻”好“啃”，长期的动手实践就是

他能力积累的基石。近年老马先后参与了 K4
给煤机加工制作、浮选机制作、芦岭分厂重介

旋流器系统改造、离心机增速改造、激振器的

维修等大量技术攻关工作。

老马善钻研。老马在接到第一台奥瑞激

振器的维修任务时，因厂家技术保护，不给提

供详细的结构图纸，不少人对维修结果不乐

观。但倔强的老马决定还是承担下来，哪怕是

“死马当做活马医”，也要想办法拿到第一手

的经验。为了保证复原效果，每拆一批螺栓、

拿掉一个零件，都要用手机拍下来，标上顺序

号，然后再进行下一步，以免到最后“能开膛

不能缝肚子”的尴尬。就这样，他凭借着一件

件拆除、一个个分析的笨方法，经过上百次的

对比和装配试验，在解决新问题的同时为今

后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今年六月份，芦岭分厂扩能改造，急需几

台离心机。但因贸易问题，导致澳大利亚进口

的 VM1400 离心机迟迟无法到货。万般无奈

下，厂里决定对以前拆下来的三台进口离心

机进行修复。面对锈迹斑斑、舱门破洞、瓷片

脱落、机架翘曲的“古董”，由于是第一次维修

“洋设备”，老马在接到任务时，二话未说，立

即带领全班人员投入到紧张的维修工作中，

拆卸、检查、栽丝、粘瓷，东拼西凑和多处废旧

堆里淘宝之后，比计划提前三天完成了任务。

据测算，维修好这一台离心机，可直接节约成

本 40 余万元。

淮北矿业临涣选煤厂马淮北：

善于捣鼓“洋玩意”的“土专家”

注重产品品质 消费体验全面升级

洋河股份“三力齐发”打造核心竞争力

西北油田采油二厂：

全节点生产管理系统“武装”智慧油田

荫新井 井在没有电网的情况下，首次采用太阳能供电成功实
现数据传输。 荫坐在生产指挥大厅办公室， 口油井尽收眼底，生产状态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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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图为洋河股份包装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