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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包头，天空蔚蓝，绿意盎然，一场

大雨过后，北重集团园区地面和树木被冲洗

的一尘不染，处处透着清新。行走在园区里，

推窗见绿，处处是景，道路两旁、中央广场绿

树成荫，让人心旷神怡。一幅幅美景映入眼

帘，打破了很多人对国有企业的认知和想象。

这一幕幕赏心悦目的“绿色画卷”，凝聚着北

重集团上下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和干劲，也是北重集团深

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生态环境保护

重要法律法规，落实集团公司环境保护综合

提升行动各项工作要求结出的累累硕果。

随着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

生态环境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不断完善，自

“十三五”以来，北重集团积极践行绿色发展

理念，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开展

环保减排工作，培育形成了具有北重集团特

色的“绿色环境文化”。

集团环保管理水平不断提升，环境保护

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也逐步健全，成立了环

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工作成效显著：投资

1200 万元实施“水渣环境污染建设项目”，现

已完成验收并投入使用，有效解决了钢渣对

方不规范问题；投入近 300 万元，建设面积

886 平米、贮存能力 480 吨的标准危险废物贮

存库；开展了第三轮电镀生产线清洁生产审

核，并通过了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的验收；建立

了安全环保信息化平台，提升了环境保护信

息化管理水平。

由于北重集团积极开展环境保护综合提

升行动，全力推动各项年度工作任务，截至

2020 年 8 月底，万元可比价化学需氧量排放

量、二氧化硫排放量、氮氧化物排放量同比

2015 年分别下降 77%，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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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张兰君

西北油田采油二厂采油管理一区管理着

419 口单井，14 个计转站，点多面广，管理上

有一定难度。

特别是今年，在疫情和低油价的影响下，

为将党支部工作融于生产，将党性落实在工

作中，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该区全体党员发挥老一辈石

油工人大干、苦干、实干的精神，攻坚克难、冲

锋陷阵，凸显了党员“务实、创新、融合”的“硬

核”使命和风尚。

出硬招，党员争做排头兵

今年，面对疫情封闭管控期间，人员不

足、工作难开展的情况，该厂采油管理一区党

支部成立了“利刃党员突击队”，他们排除重

重困难，出硬招，勇担当，人人争当排头兵。

“一夜总算没白熬，应急措施采取得当，5
个计转站全部恢复正常。”8 月 18 日上午 10
点 50 分，党员姚志鹏和杨世国眯着疲惫而肿

胀的双眼相互对视后，笑起来了。

8 月 17 日晚上 11 点，采油二厂 12原4 计

转站值班人员巡检时发现 3 号加热炉入口处

有油渗出。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采油管理一

区党员、副总监姚志鹏和杨世国得知情况后，

首当其冲，马上赶往 15 公里以外的 12原4 计

转站，连夜指挥、抢险，采取得力应急措施，经

过一夜奋战，避免了漏油事故，挽回产量损失

1200 多吨，保障了正常生产。

两次疫情，两次都坚守在岗位上的杨世

国说：“党员的先进性就体现在关键时刻，出

现问题，我们不仅要冲上去，还要出硬招解决

问题。”

疫情期间，由于白天部分施工项目无法开

工，为了不耽误生产，8月 11日，党员姚志鹏深

夜前往 TK7原640CX2 井现场为泵车掺稀作业

进行办票，保障施工及时、安全、有效进行。

“李书记几乎天天都要到现场去，回来晚

上还要加班做党支部工作，忙得很。”该区综

合组组长李玉龙说。

由于疫情，人员紧张。该区党支部书记李

成贵主动分担现场施工作业开工、验收等工

作，常常忙到从井上回到管理区都过了饭点，

匆匆地去食堂随便吃点，又开始工作。

李成贵说：“党员意味着责任和奉献，党

员干部冲锋在前是硬核，在急难险重面前，必

须争当排头兵，这才对得起党员两个字。”

创新招，党员攻坚出实效

“原来老式盘根使用周期仅为两天，而新

式加丝盘根已累计使用 28 天，大大减少了工

人更换盘根工作量，有效降低井口刺漏、污染

概率。”5 月初，在 TH121135 井上，西北油田

采油二厂采油管理一区党员吴登亮正在给现

场参观的厂区人员介绍新式盘根使用情况。

在“百日攻坚创效”行动中，该区党支部

将党建工作融入生产经营与创新创效中，依

托“创新创效工作室”，组织党员技术骨干进

行攻关，为生产解难题。让党员在攻坚创效

中，思想在“起飞状态”，精神在“进取状态”、

作风在“务实状态”。

新式加丝盘根是采油管理一区主任技

师、创新创效工作室负责人吴登亮今年研究

出的第一个技术革新项目，此项目延长了盘

根的使用寿命，解决了井口超压刺漏等井控

安全问题。

吴登亮说：“作为党员，又是技术人员，在

工作中创新招、解决生产难题，才能够真正体

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他的感召下，今年刚刚成为预备党员的

采油管理一区技术组主任杨小伟也不甘示弱。

4 月初，杨小伟发现机抽井动杆柱作业

中的压井，所产生的特车费用很高，为了既方

便作业，又提高时效，还要节约成本，他一个

多月时间里，天天抽空就画图纸，多次跑到井

上了解作业过程中的问题，征求施工人员建

议，请教吴登亮，共同探讨，对接意见，不断修

改图纸，核对尺寸，终于攻克出“带压起下杆

柱作业双封防喷管”。

此防喷装置不仅节约成本，而且提高生

产实实效，在所有不动管柱情况下的起下管

柱的作业中，免去压井环节，实现带压作业，

极大降低了井筒内井喷或溢流的风险。每口

井节约泵车、水车费用 0.75 万元，提高时效

4.5 小时。

就这样，晋伟强、杜林辉等党员骨干们纷

纷动脑筋、想办法。他们研究出“抽油机井超

压停机保护装置”在采油二厂 TK7-619CH 等

8 口井推广应用，解决了油水井易抽喷、易超

压刺漏问题，创效 78 万元；他们利用废旧泵

维修组装成一台螺旋杆泵在 TH12195 井代

替倒油车，仅用 13 天时间，解决了井口生产

费用高的难题，每月节约倒油车费用 11.7 万

元左右；他们巧用三柱塞增压泵，解决了

TH121144 井口输油难的“瓶颈”，同时达到了

节能降耗降成本的目的。

一个个新招接连不断，一个个生产难题

迎刃而解。截至目前，采油管理一区党员带头

进行技术革新、降本增效等创新创效项目共

9 项，创效 200 多万，预计年创效 700 多万。

该厂采油管理一区党支部副书记、总监

杜林辉说：“党员在创新创效活动中积极出

金点子，起到了先锋引领作用，更取得了实

效。”

三融合，和谐共进助生产

为了全力完成原油产量目标任务，充分发

挥党员干部的引领表率作用，该厂采油管理一

区党支部采取“党员融入群众、机关融入基层、

甲方融入乙方”三融合的方式，互融共促。

该区党支部将 15 名党员骨干组成“业务

下沉”工作组，深入一线，到生产现场轮流值

班。

今年 5 月 19 日，该厂高压采气井

TH12233 井顺利投产后，为保证稳定生产，负

责该井的采油管理一区“利刃党员突击队”全

体成员主动要求加入到夜间值班队伍中去，

深入该井与承包商基层工作人员一起工作、

吃饭，24 小时蹲点，轮流值班。

“燃气锅炉温控不正常，出现凝管现象。”

5 月 21 日，党员吴登亮在高压采气井

TH12233 井上值班检查时发现问题。

为了及时解决问题，他快速与绿环公司

天然气处理站联系。该公司主任邓毅宏是一

名非常有经验的高级电工、高级仪表工程师，

他得知情况后连夜赶到井场查看问题，发现

是燃气锅炉程序控制器出现了问题，内行邓

毅宏不到十分钟就维修好，锅炉恢复正常。

“多亏绿环公司的邓师傅给力！”吴登亮

感谢又佩服地说。

“大家都是为工作，相互支持应该的。”邓

毅宏说。

在这样互帮互促的良好氛围下，党员骨

干们还参加各项目部及班组安全检查、专项

培训、隐患治理、应急演练等工作，互帮共助，

围绕风险辨识、安全培训、隐患治理等 11 项

重点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开展专项培训

200 多人次，帮助基层解决各类难题 12 项，

有效引导并维护了安全平稳生产。

强化班组民主管理
推动班组建设水平

长期以来，中煤新集楚源生产服务公司不断

加强班组民主管理，增强职工参与班组建设的责

任感，进一步推动班组建设水平再上新台阶。

该公司始终坚持“我的班、我做主”理念，在

班务管理、职责履行、活动组织等方面遵从大家

的意愿，做到遇事多商量、办事多沟通、行事多协

作。在职工代表选举、优秀职工评选、劳模先进推

荐等方面，充分发扬民主，不搞领导指定、不搞论

资排辈，充分尊重班组职工投票或举手表决，做

到凝聚人心，共促发展。此外，还坚持把班组民主

管理融入和谐小家建设，倡导互帮互助、团结共

进精神。同时，强化主动作为、积极作为意识，聚

焦班组重点工作，通过职工自我激励、自主管理，

激励职工履职尽责、务实进取，在敬业奉献中展

示新作为，在岗位建功中树立新形象，激发内在

动力，促进班组良性发展。 渊周喆 邱殿革冤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为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止餐饮浪

费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反浪费工作，发挥

广大党员的表率作用，引导职工养成勤俭节约

的良好习惯，中煤新集楚源物业管理公司山南

物业部党支部在 9 月初党员活动日开展了“厉

行节约 反对浪费”主题活动。

“珍惜粮食、从我做起，同时我会号召身边

的每一个人做反浪费工作的践行者！”“节约一

度电、节约一滴水、一张纸、一粒米，是每位公民

应具备的素养……”在主题党日上，该支部书记

向各位党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

费行为作为重要指示》。同时该党支部还以倡议

书的形式对全体党员发起“厉行节约 反对浪

费”的签名倡议活动，从科学用餐、文明用餐、节

约用餐方面引导大家尊重劳动，珍惜粮食，以自

身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渊王雪冤

多举措保障职工身体健康
为保障职工安全健康权益，一直以来，中煤

新集楚源公司高度重视职工职业病防治工作，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全面保障职工身心健康。

一是通过职业健康知识宣讲，主要讲解职

业病防治的要素、意义及目的，让每名职工懂得

各岗位职业病防治的方法，增强职工的职业病

防护意识和自觉性；二是及时为职工发放劳动

防护用品，并在作业场所设立醒目的职业病危

害告知牌；三是合理安排工作量，在工作量较大

的情况下，实行轮岗制，对接触噪音较长时间的

岗位，采取轮流制，避免职工在噪音下长时间工

作；四是积极组织职工定期参加职业病健康检

查，建立职业健康档案，对职工的健康状况进行

动态监控，切实维护职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确保矿井的持续、健康发展。

通过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提高了职工的自

我防护意识，降低了作业场所的职业危害影响，

真正把“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落到实处。

渊周喆 邱殿革冤

用活用实“学习强国”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上线以来，中煤新集

楚源公司高度重视，多措并举，用好用活用实该

平台，不但为各级党员干部思想上充了“电”，同

时精神上也补了“钙”。

该公司建立了党委书记亲自抓、支部书记

具体抓、支部专人负责的工作机制，把平台学习

活动与“三会一课”、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等结合

起来，充分发挥党建政治优势，引导党员干部通

过“听原著”、“听文化”、“看党史”等板块，在空

闲时间学习理论、了解党史，形成学习常态化机

制，每日学习参与率、答题完成率均达到 100%，

切实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员覆盖”，形

成“比学赶超”、学以致用的浓厚氛围。

目前，上强国、学时政、看视频、晒积分、比

学习已成为该公司各级党员干部的新风尚、新

常态。 渊周喆 陈静冤

姻 张继涛 亓正国

为迎接“全国煤矿智慧化矿山现场会”的

召开，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唐口煤业公司吹响

了井上、井下联合打造精品工程的号角，公司

干部职工积极行动起来，以“崇尚实干、责任

担当、争创一流”的工作精神积极投入到工作

中去，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公司有号召，职工

有行动”的动力。

该公司团委号召机关、工区、新分大学生

等团员青年 11 人参与到“青年突击队”中来，

利用业余时间岗位奉献、展示作为。9 月 22
日，公司团委组织青年突击队员到达 5308 工

作面现场，他们抬枕木、扛铁路、物料生根，按

照精益管理 6S 打造工作面标准，为 5308 精

品工作面打造付出了汗水。

喜迎双节 福利暖心
中秋佳节和国庆节临近，为感谢员工们辛勤付出与努力工作，江苏无锡锡山区大

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及各子公司采购并发放了丰富的福利物品。月饼、苹果、食用油、

精品大米……一袋袋、一盒盒，一壶壶发到每一位员工的手上。一份份福利，让大家感

受到公司的关怀和祝福。图为热闹的礼品发放现场。 杨木军 沈浩峰 摄影报道

党员利刃出鞘尽显“硬核”精神
———西北油田采油二厂采油管理一区党支部工作记实

北重集团：多措并举描绘“绿色画卷”

山能淄矿集团唐口煤业公司

业余“青年突击队”有担当

荫中午 12 点，一天工作中难得的午休时间，“青

年突击队”队员已携带工具到达了 5308 工作面

现场。他们选择工作面物料堆积最多，物料存放

最乱的顺槽联络巷展开施工，横七竖八三联辊、

皮带架、废旧道木足足装载了两车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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