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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吴辉

“以前 101 皮带运行过程中震动幅度过

大，跑偏现象时有发生，存在安全隐患，通过

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皮带运行更加顺

畅，完全能够满足安全生产需求。”近日，皖北

煤电智能公司机运科保运队队长郑克友向笔

者介绍皮带运输系统开展生产标准化创建以

来，带来的变化时说。

自矿井复工建设以来，智能公司始终坚

持按标准建设，按规程施工，响亮的提出“矿

井竣工验收之时，就是国家一级安全生产质

量标准化达标之日”的目标追求。按照“头面

达标、线路达标、动态达标”的思路，以安全生

产为主线，以标准化建设为标尺，坚持把标准

化管理融入到建设发展及生产现场的各个环

节，使“人人学标准、处处干标准”的良好风气

悄然形成。

学标准，有尺度

为确保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有章可循、

有据可依。该矿对照新版《煤矿安全生产标准

化基本要求及评分方法》，积极构建“事事有

标准、时时有标准、处处有标准”的管理体系，

制定了详细的考核细则，明确生产中每一个

环节的质量标准，成立了标准化小分队，实行

安全生产标准化动态检查，先后下发了《内蒙

古智能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印发生产技术

管理规定的通知》、《内蒙古智能煤炭有限责

任公司关于印发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等制度，为标准化建设提供

了制度保障。

同时，该矿还完善了安全生产标准化管

理体系，把标准理念植入到设计、施工、管理、

监督、验收考核的全过程，严格落实专业检

查、区队日检、班组当班检查制度，做到事事

有验收，班班有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

确保安全质量标准化静态达标、动态达标和

全面达标。

树标杆，创示范

制度是基础，示范带动是关键。矿井进入

试生产阶段以来，公司积极在井下地面推行

“6S”管理；大力开展创建“标杆工程、亮点工

程、精品路线”活动，强化安全生产标准化工

作精品意识，集中人力、物力对薄弱环节进行

高标准整治，做到薄弱环节有突破、优势专业

有巩固、领先项目有创新。同时，常态化开展

精品工程、精品路线“评优找差”活动，将井下

和地面分成两大竞赛区域，建立日常动态检

查和月底联合验收考评机制，并与单位工资

收入挂钩。

通过“点、线、面、段”精品标准化工程的

稳步推进，公司各单位的质量意识，精品意识

逐步增强，创精品工程、示范工程已成为公司

上下的共同追求。

重考核，常态化

从物料码放、管线吊挂、文明生产等方面

入手，该矿加大治理管控力度，建立健全检查

验收、整改落实、考核问责管理办法。每月 10
号、20 号、30 号组织职能部门对采掘工作面

及生产系统进行全面“会诊”，对查出的问题

现场定人员、定时间、定措施进行整改落实，

并责成专人跟踪复查整改情况。

公司还借助无处不在的视频监控装置，

加大设备日常巡查与检修力度，对机电设备

严格挂牌管理，并全天候跟踪设备的安全状

态，细化分解生产区域和生产过程中的各类

安全盲点，严把施工关、验收关。按照“谁检

查、谁验收、谁签字、谁负责”的要求，制定了

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工程质量验收制等制

度，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坚持做到全员全过程

有标准、有程序，实现了安全管理无盲点、无

空档。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开展以来，员

工能够遵章作业、干部能够按章指挥，实现了

事事有标准、人人讲标准的良好局面，安全生

产标准化真正融入了矿井“血脉”。

姻 郝光灿 伍兴东

9 月 17 日，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

院副院长王光付一行，不远万里从北京来到

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采油四厂，组织专家、

技术人员以交流会的形式探讨顺北油气田开

发现状及难题。

在石勘院油田开发所挂职参与中国石化

“三百三千”计划实践锻炼的西北油田分公司

副总工程师兼科技部经理程晓军参与交流会。

采油四厂经理罗辉主持交流会并全程组织各

位领导、专家、技术人员到 SHB1-5H修井作业

和探井隆 1井试采现场参观交流。

“我们来就是解决问题的，要把科技论文

写进油田现场，写在顺北大地，希望虚心学

习，各抒己见。”听了采油四厂副经理李肃对

顺北油气田开发现状及难题的详细介绍，王

光付抛砖引玉，带动大家立足专业领域和本

职工作各抒己见，为顺北油气田高效益开发

开良方。

程晓军从储量动用、建模数模、储集体连

通、SHB1-23H 井注水采油四个方面，高质量

分析了顺北油气田一体化论证、一体化设计、

一体化运行、一体化跟踪、一体化评价的地质

工程一体化良策。

王光付从连通性研究、连通的控制因素、

部分井酸压、注水井优化等方面入手，深入浅

出地分析了顺北油气田单井相对独立的现

状，并对后期井位的构成加以指导，并表示一

定参与并为顺北油气田高质量勘探、高效益

开发提供相应技术支撑。

石勘院油田开发所副所长唐志江以及合

作单位负责人，分别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

了各自所在的油田开发所的主要功能、适宜

顺北油气田勘探开发一体化、地质工程一体

化的相关核心技术，并诚恳表示全力支持顺

北油气田开发建设项目。

交流会从上午 11 时 30 分开始直到下午

15 时许，大家达成同一个目标———技术支撑

共建顺北大油气田，从石勘院来的 9 名专家

及采油四厂 12 名技术人员才隐约感觉到技

术倾尽、腹中空空。

简单吃罢“午餐”，大家便驱车一路兴致

勃勃地挺进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顺北油气

田。顺北油气田在他们的心中是“网红油田”，

大家实在太想亲眼目睹亚洲陆上最深井的霸

气雄风。

车辆一路平稳驶过 31 公里的一期主干

道，进入二期主干道，再颠簸一阵子，就停在

了 SHB1-5H 井大修作业井场外的临时停车

场，“哦，这么高的修井架，平生头一回亲眼目

睹，真是长见识。”石勘院“90 后”女研究生袁

诺感叹道。“

你这么年轻，第一次见到当然稀奇，欢迎

今后多来顺北油气田，也许会有更大的惊喜

等着你。”采油四厂技术管理中心工程技术岗

的工程师伍兴东满怀期待地说。“这口井不是

最深的，最深的井是最新‘网红井’———顺北

55X，以 8725 米刷新亚洲陆上定向钻井最深

纪录。”

姻 李传富

今年 1 至 8 月，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

司重庆气矿永川作业区三项措施推进天然

气销售，累计外销气量 6.4 亿立方米，完成年

度计划的 66.8%。截至 9 月 15 日，销售天然

气 6.78 亿立方米。

做好防控掌握信息遥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的冲击和国际油价断崖式暴跌的影响，作业

区天然气销售任务尤为艰巨。疫情期间，营

销人员通过电话、短信的方式向客户询问

用气整体走向、遇到的困难，向客户提出有

效解决的措施，鼓励客户在自身能力的基

础上多用。疫情缓解后，营销人员及时走进

客户，现场了解用气状况，与客户交心谈

心，掌握客户的真实想法，消除客户后顾之

忧，增强客户用好气的信心，促进销量稳中

有升。

抓好生产掌握动态遥 结合作业区供气点

多、分散的持点，抓好天然气生产和供应成为

保障供气的前提。为此，作业区加快了渝西

地区深层页岩气建设、投产的步伐，克服多重

困难，先后在 6 月和 8 月投产了两座脱水站，

为重庆渝西地区客户增加了新气源，鼓励客

户加大用气量，营造出良好的用气氛围。与

此同时，作业区对丹凤场、同福场、花果山气

田的老井实施挖潜，针对性措施提升老气井

的潜力，实现老井产能最大化，确保客户用气

有保障。

紧盯气款资金回笼遥随着经济的不景气，

客户用气受到冲击，紧盯气款回笼成为营销

员工的重心工作。每日、每周、每月清理客户

气款成为营销员的必修课，根据客户用气量

和交纳的气款，提醒客户留有充足的用款余

额，为先款后气夯实了基础。同时，重点研判

用气大户的气量走向，向客户及时宣传企业

保障用气的具体措施，提升客户用气的信心，

实现天然气销得出、气款回得来目的，推动了

作业区营销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扬子炼油厂
技术攻关降能耗

中国石化扬子公司炼油厂以技

术攻关促进装置达标，今年以来，先

后制定了 35 项攻坚创效措施，发挥

操作人员和专家团队作用，瞄准先

进技术指标，开展技术攻关，细化分

解达标指标到装置班组，进行对标

和装置竞赛，通过开展加热炉炉效

提升、分馏塔回流比、循环水温差及

变频投用率等专项攻关考核，装置

综合能耗同比下降 2.54kg 标油 /

吨，创历史最好水平。

图为装置员工在现场进行指标

优化攻关。

周晓琪 / 文 李树鹏 / 摄

马钢炼焦总厂
“质量月”活动多管齐下

时值 9 月下旬，马钢炼焦总厂能源分厂主

题为“深化整合融合 全面对标找差 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质量月”活动，正在多点开花如火如

荼地进行着。

活动期间，该分厂将提高职工质量精品意

识和知责履责意识，落实质量责任，增强用户满

意度，快速解决当前典型质量问题作为活动目

标，深入推进质量提升活动。一是进一步完善

工艺操作规程，开展岗位标准学习和针对性培

训活动，积极引导职工参加各类质量管理知识

学习，开展岗位质量自主培训，切实增强职工的

质量意识。强化 PDCA 方法在现场质量管控中

的应用，评选质量有效控制典型案例，并在全分

厂进行推广。二是针对当前在生产过程和用户

使用能源介质过程中暴露出的质量问题，快速

定措施、定目标、定期限和定责任人，避免问题

重复发生，持续在客户服务方面进行优化创新，

组织技术人员走访用户，倾听用户需求，努力为

用户提供更全、更好、更快的解决方案，竭力提

升水、电、风、汽供应品质。三是对产品品质情

况、计量精度进行抽查，从提升产品质量、降低

生产成本等方面入手，深入开展质量风险辨识、

质量风险防控和质量隐患排查。此外，坚持问题

导向，积极推动精益六西格玛项目、QC 项目等

群众性质量活动落实落地。

该分厂强调，严格按照上级质量、安全以及

环境管理目标，坚持质量优先、用户优先原则，

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确保“质量月”活动取

得实效。

上下同欲
再掀大干高潮
中铁八局海外公司中标中有色集
团刚波夫矿业公司生活区道路硬
化刷黑工程

姻 王竞

当地时间 9 月 15 日，中铁八局海外公司成

功中标中有色集团刚波夫矿业公司生活区道路

硬化刷黑工程。

目前，海外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给海外

公司的经营开发工作带来重重困难。海外公司

国内本部和境外营销中心不等不靠，积极探索

在常态化防控中统筹推进生产经营的工作模

式。境外营销中心利用现有人员，一人顶多岗，

积极跟踪项目信息；国内本部大力配合，反复优

化投标方案。随着各境外国家限行政策松动，国

际航班陆续恢复，海外公司员工纷纷主动请缨，

陆续奔赴境外工作岗位。8 月以来，海外公司先

后派出 40 余名员工，极大地缓解境外基层一线

人员压力。此次中标，是海外公司国内外员工齐

心协力、默契配合的成果，极大地鼓舞了员工士

气，全体员工上下同欲，力求抓住最后四个月再

次掀起大干高潮，把疫情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据悉，刚波夫矿业公司职工生活区道路硬

化刷黑工程位于刚果（金）重要矿业城市利卡西

市刚波夫镇，主要工程包括：道路约 2.23 公里，

其中生活院外 0.63 公里，路面宽 6 米；生活院

内环路 1.07 公里，路面宽 5 米；生活院主干道

0.37 公里，路面宽 7 米；支干道 0.16 公里，路面

宽 5 米。

萝卜快了
也洗泥
———山东蓬翔汽车有限公司抓
产品质量纪事

姻 陈凤海 王燕云

东北工业集团蓬翔公司在疫情和汽车

行业整体下滑的双重压力下，以品质征服

市场，坚持给主机厂提供质优价廉、适销对

路的产品，不仅没有降低产品的市场份额，

而且还跑赢了“大盘”，今年前 8 个月，该公

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分别比去年同期增

长 30.62%和 69.35%，实现逆势增长。

“质量无小事,事事系成败。生产的驱

动桥等产品之所以能受到客户的认可，在

市场上热销，是我们坚持不懈注重产品质

量的结果。”该公司主管质量工作的副总经

理姜明伟自豪地说。

在产品质量提升的道路上，该公司一

刻都没有停下脚步。疫情过后的商用车市

场迅速升温，向好运行趋势带动的是车桥

市场供求需求量增多，该公司生产的主导

产品 440 型轻量化重卡驱动桥因其产品优

势受到各大主机厂青眯，市场销量不断攀

升，截止 8 月底，440 型轻量化重卡驱动桥

累计销售已达 83749根。

产品越是热销，就越应该注重产品质

量。持续开展 440 型型精品工程活动，围

绕“产品持续优化、产品质量精细化、质量

提升精准化”三方面开展工作。通过市场走

访，收集产品在用户中的使用情况和竞争

对手质量状况。

在生产过程中，推进重点工序操作者

自检工作，重点工序操作者的自检纳入过

程工序巡检工作内容，编制《检查员巡检过

程对操作者自检情况抽查要求》。根据月份

重点工作计划，集中组织对减壳加工三坐

标操作者送检情况，重卡桥壳加工操作者

自检情况进行抽查。对重点工序操作者自

检执行和不合格管控进行管理和考核，上

半年，该公司下发了 11 期质量考核通报，

对质量问题的主责部门和相关人员进行经

济处罚。

为了对供应商产品质量状态实施监

控，该公司开展零部件全尺寸检验和样件

管控，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组织供应商整改。

对齿轮、制动器、桥壳、气室、车轮螺栓、轮

毂制动鼓、外购差速器壳成品等关键零部

件供应商进行定工艺、定产线、定设备的

“三定”工作，并定期跟踪审核。同时，结合

零公里、典型故障等开展专项质量改进提

升活动，为产量创新高的热销局面降低了

质量风险。该公司通过持续的质量改进活

动，售后费用大幅下降，截至 8 月底累计售

后费用同比下降了 57.2%，440 型桥累计售

后单根费用同比下降 46%。

“重视每一个细微环节的完善，对质量

不敢有一丝的怠慢，及时更新改进，产品才

能做精，品牌才能做强，才能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该公司总经理刘晓

东说。

全国首家！
5G 进入工业控制应用
在麻地梁矿试验成功

日前，从皖北煤电麻地梁矿传来好消息，经

过近 2 个月的努力，该矿 5G 进入工业控制应

用试验获得圆满成功，利用 5G 高带宽、低时延

的特性，通过 5G 无线传输即可与采煤机终端

对接完成所有割煤动作，这在全国尚属首家。

为加快煤炭行业智能化发展速度，5G 通信

技术问世以来，将其进入工业控制应用，与煤矿

各生产、经营环节对接就成为了智慧矿山建设

的主攻方向。为有效破解采煤机、综掘机、机器

人、胶轮车等移动设备在数据、远程集控等方面

的技术瓶颈，在前期井下工作面等处布设 5G
基站的基础上，7 月份以来，该矿与中国移动、

郑煤机、中煤科工上海公司、华为、北京唐柏、上

海山源等业务单位通力合作，通过不断尝试、摸

索、优化，最终敲定了从终端设备无线传输的组

网方案，促使 5G 进入工业控制应用这一改写

煤炭行业发展历史的技术创新成果在该矿取得

了圆满成功。

据该矿副总经理徐辉介绍，与 5G光纤有线

传输，光纤易折断造成信号、控制中断不同，该矿

一步到位所采取的 5G无线传输方式，信号更加

稳定、控制更加便捷，可广泛应用于综掘机、胶轮

车无人驾驶、机器人巡检等方面，促使智慧矿山各

系统全面升级，实现 5G工业控制应用在矿井生

产、经营各环节的全面赋能。 渊胡云峰冤

近日，随着中建五局安装华东公司苏州

大悦春风里项目部进入施工白热化抢工阶

段，项目部各线条管理人员与现场施工劳务

队无不铆足了全力，奋力向节点冲刺。响应业

主的要求，项目部积极配合，举办了一场焊工

技能比武大赛，由空调水三家劳务队派代表

参加该项比赛。华东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工会

主席鄢博，监理机电总监曹总，项目部生产经

理廖超群以及业主领导担任评委。

比赛开始，三位参赛选手都拿出看家本

领，有条不紊地拿着焊枪在水管上点动，在选手

们焊完一层时，各位评委到场上检查了焊缝的

突起程度和平整性。比赛的时间也是关键所在，

又快又好地完成比赛才更能体现五局安装人的

真水准。随着三位选手结束焊接，各位评委经过

仔细检查和讨论，角逐出第一名。 通过此次焊

工技能比武大赛，不仅让业主领导和监理双方

看到项目部劳务队的技术实力，展现五局安装

的真正水平，还大大鼓舞了士气，为下阶段的生

产工作带来了促进作用。 渊程嘉辉冤

智慧与标准共舞 质量伴安全同行

石勘院专家组到顺北油气田“支招”

把脉营销思路 提升客户信心

永川作业区销售天然气 6.4 亿方

焊工技能比武 展现中建五局安装真正水平

●在该矿调度集控中心，采煤区党支部书记朱胡
涛骄傲地按下了 5G+ 一键智能采煤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