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10 月 8 日 星期五
编辑：刘静芬 美编：吉学莉ENTREPRENEURS' DAILY

5企业报道Enterprises Report

近年来，川煤集团华荣能源石洞沟煤业

公司党委大力实施推进“789”人才战略工程，

在搭建好各类人才成长交流平台的同时，通

过“待遇、岗位、情感”等多项举措留住人才，

着力构建好一专多能、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蓄水池”，为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增添后

劲。

鲜明用人导向，
变“伯乐”为“赛马”

该矿在内部选拔任用方面，更加注重能

力和素质，尤其是对职工群众认可的管理人

员，在考察考核的基础上，及时列入科级后备

干部进行重点培养，大胆放到重要岗位上进

行锻炼。实行“相马”与“赛马”相结合，建立

“岗位凭竞争，收入靠业绩”的机制，公司机关

干部和管理人员完成竞争上岗，并通过“末尾

淘汰”竞争制，打破论资排辈、迁就照顾的桎

梏，讲台阶而不唯台阶，论资历而不唯资历，

让有技术、有能力、有素养的管理人员走上干

部岗位，也让能干事、想干事、干成事的年轻

干部有了施展才艺的平台。

目前，该矿管理人员队伍中 90 后中层管

理人员占 20%，80 后中层管理人员占 30%，

干部队伍年龄结构日趋年轻化。

搭建交流平台，
促进干部成长成才

该矿党委坚持“栽好梧桐树，凤凰自然

来”的核心理念。持续深化企业文化建设，不

断加强企业硬件基础和文化氛围打造，切实

搭建好青年人才、技能人才成长成才交流培

养平台，以适应企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需要。该

矿先后成立了石煤追梦文学社、“悦读青春、

书香石煤”青年读书会、青年科技创新中心等

平台。

同时，通过科技创新技术交流平台和外

出学习等方式，引领指导青年干部，让他们在

项目上主动作为，充分发挥青年技术人才的

作用。2021 年，在该矿第二届科技工作会上，

受表彰的科技创新先进、技术创新能手、优秀

科技管理者中，青年干部占到 50%以上。

近年来，该矿累计招聘吸收应往届高校

毕业生近 20 人，目前拥有 28 岁以下青年 19
人、35 岁以下青年 57 人，45 岁及以下员工占

比居广旺片区所属生产矿井首位。

加大培养引领，
实现能力素质大提升

该矿建立完善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

的干部培育体系，为企业建设提供智力支撑。

一是放开管理人员权利。鼓励年轻干部大胆

去干，围绕中心工作和生产现场实际积极探

索新方法、新途径，更好地促进各项工作部署

落实落地。二是创新管理拓展思维。该矿积

极开拓创新工作方式和管理理念，以新发展

理念为引领，注重安全与发展，安全与效益

的关系，推动企业安全高质量发展。三是加

强实践锻炼。积极创造条件，采取多种形

式，有意识地派年轻干部到基层、重点岗位

去经受锻炼，有意识地让年轻干部多承担一

些急难险重任务，通过早压担子、多压担子、

压重担子，帮助年轻干部扬长避短，尽快成

长。四是开放式培训丰富知识。采取“走出

去、引进来、内部交流”的方式，将短期培

训、外派学习、兄弟单位交流等方式与企业

发展需要相结合，每年开展一次管理人员全

员培训、党支部书记培训，构建“全方位、多

渠道、大纵深”的教育培训体系，真正使管理

人员放宽视野、厘清思路、增长见识，从而提

高综合管理能力。

结合实际出发，
提高获得感和幸福指数

对近年来新招聘的青年大学生和优秀技

能人才，该矿在“一视同仁、按劳分配”的大前

提下，探索建立了新进大中专毕业就业职工

收入底线保障机制，结合人才专业实际和工

作绩效考评，努力在薪酬待遇、福利待遇、技

能提升、价值认同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

斜；同时，大力实施民生工程建设，持续改善

矿区环境面貌，努力为员工打造一个宜居宜

业的矿区工作生活环境，不断提高员工的获

得感和幸福指数，增强企业归属感和集体荣

誉感。

为了让青年职工和大学生融入到企业

中，以企为家，该矿利用追梦文学社、青年读

书会等载体，职工书屋、文化广场等阵地，让

职工在工作之余能更好感受到企业娱乐文

化，达到了工作之中有生活、生活之中有工作

的模式。

目前，该矿中层管理人员中 90 后有 6
人，占全部中层管理人员的 20%，80 后 9 人，

占全部中层管理人员的 30%，中层管理人员

队伍年龄结构合理；拥有专业技术人员 71 人

（其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7 人），聘任内部技

师 23 人、评定首席技师 3 人，采矿、机电、通

风专业技术人员结构合理，专业分布更加符

合企业安全生产和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需要。

渊王姣 孙波冤

姻 本报记者 张建忠 樊瑛

巴蜀金秋，酱酒飘香。9 月 14 日，匠来

酒业在四川成都大鼎世纪大酒店成功举办

匠来酒业进驻四川签约仪式暨匠来时光成

都中秋品鉴会，标志着匠来酒业在四川市

场正式起航。本次活动邀请社会各界嘉宾

及媒体嘉宾共 300 多人共襄盛会，共同探

索酱酒文化，共品匠来佳酿，共鉴时光之华

韵。

“匠来”酱香白酒，
宗旨是酿精品、传福运、惠万家

匠来酒业是与贵州大福酒业集团收购始

于 70 年代的茅台赖茅酒厂扩建发展而成，坐

落于贵州茅台镇，是一家集白酒生产、销售、

定制为一体的实业公司，发展中的匠来酒业

年产优质酱香白酒 5000 吨以上。匠来酒业出

品的酱香白酒以匠心酿造，道法自然，主导品

牌“匠来”系列选用优质纯粮酱香基酒和复窖

年份老酒反复勾兑，酱香突出，优雅细腻，绵

柔醇厚，空杯留香。旨在打造“匠来”高品质酱

香白酒。目前匠来酒业集团旗下拥有 5 大系

列品牌———匠古今、匠春秋、匠元素、匠世界、

匠生活。

匠来酒业四川运营中心董事长谭建强

表示，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过程中，匠来酒

业尊重自然，利用资源和技术优势，坚持以

工匠精神，传承经典；用新时代的思维创新

产品，将产品做到极致；匠来酒业四川运营

中心的正式起航，是匠来酒业市场布局极其

重要的一步，为客户持续提供高品质健康酱

香白酒，让更多客户感受匠来坚持的工匠精

神，实现酿精品、传福运、惠万家的企业愿景。

“匠来”系列产品，
是以匠心铸酒中精品

品鉴酒是本次活动第一个高潮。现场将

茅台、习酒、青花郎、匠古今、匠元素等五款酱

香酒进行盲品，在国家一级品酒师、高级酿酒

师黄立强带领下，通过“看、闻、品”三部曲，一

起解密酱酒文化。

黄立强介绍，匠来酒业产品原材料选用

美酒河之水与红缨子糯高粱，酱香酒独特的

主要酿酒工艺概括：“123987+N”，即：“1”，
春、夏、秋、冬，一年生产周期。“2”，两次投料；

“3”，三高工艺：高温制曲、高温堆积、高温蒸

馏接酒；三种主体香：醇甜、窖底、酱香。

“987”，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N”，

新酒及基酒储存期 3 年至 15 年（不包含超长

年份的调味酒）。

黄立强表示，匠来酒业的品牌哲学是“匠心

酿，福运来”，坚持以“匠于心，酿于精”为宗旨，

遵从本心、酿造精品，努力实现酿精品、传福运、

惠万家，让匠来酒不仅仅为国人所知，更要为世

界所知。经过盲品盲选投票，匠来酒业出品的匠

古今、匠元素受到一致好评。

战略合作成功，
匠来酒业进驻成都捷报频传

签约是这次活动的第二个高潮。在本次

盛典现场，赢得了“开门红”，分别与科伦医药

贸易集团、科华智能货架装备企业、成都佳发

安泰教育科技股份企业等客户达成合作，总

共销售达域 1000 万以上。

四川科伦医药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是四川

科伦实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是中国西南地区特大型药品经营企业，自

2008 年起，已连续十三年被评定为中国药品

流通行业批发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前二十强企

业。

四川科华展示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是全国知名的货架生产企业，专业

从事仓储货架、自动化立体仓库和烟草存储

等仓储物流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的

高科技专业化民营公司。产品遍布全国，合作

伙伴有红塔集团、中国烟草、中国石油、中国

铁建、京东集团、沈飞、成发等超过 5000 余

家。

成都佳发安泰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2 年，是一家致力于研发、生产、销售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教育信息化

产品并提供相关服务的 A 股上市公司（股票

代码 300559）。作为国家教育信息化行业领

军企业，20 年来专注于“智慧教育”和“智慧

招考”的顶层设计及软硬件产品研发，业务范

围覆盖 29 个省市区。

与三家企业客户的战略合作，给四川省

匠来酒业有限公司和客户都带来新的发展机

遇，标志着匠来系列产品进驻成都正式起

航。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匠来已来，

匠来酒业坚持“中正弘毅 盛德厚泽”核心价

值观，以优质的产品为纽带，以用户为中心，

本着“匠心酿 福运来”的经营理念，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与广大客户朋友携手同行，推

进酒业运营高质量发展，谱写匠来酒业发展

新的华彩乐章！

“梦之蓝 M6+”
中国航展
提供“舌尖享受”

初秋微凉，海风畅爽。9月 28 日，第十三届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中国航展）在珠海拉

开帷幕。作为本届中国航展的战略合作伙伴，洋

河股份牵手中国航展共舞蓝天，向世界传递开

放自信的声音，展现中国航空航天事业腾空而

起的力量。

据悉，自 1996 年创办以来，中国航展已连

续成功举办了十二届。走过 25 个年头，如今中

国航展已发展成为集贸易性、专业性、观赏性为

一体，代表当今国际航空航天主流科技、展示世

界航空航天业发展水平的国际盛会，跻身世界

五大航展之列。

本届中国航展恰逢“十四五”开局之年，同

时也是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 70 周年，在此背景

之下，线上线下约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700 家企

业、数千件展品参展，全方位展示航空航天及国

防科技发展的伟大成就，参展规模为历届之最。

伴随着各式飞机的巨大轰鸣声，“八一”飞行表

演队驾驶歼-10 战机在天空画下一道道美丽弧

线；“红鹰”飞行表演队上演“空中芭蕾”惊艳碧

海蓝天；首次“炫技”的航空工业翼龙域无人机、

AG600 大型水陆两栖飞机直冲云霄，一展雄风；

歼原20、运原20、直原20、攻击原11 剑指苍穹，宣告

着“20 时代”的新开启……

航展现场，全球客商济济一堂、尖端产品群

英荟萃，“梦之蓝 M6+”作为航展官方用酒，提供

了来自中国的“舌尖享受”。在梦之蓝品牌展示

区，众多参观者前来咨询、品评。

“这款酒看起来高端大气，喝起来绵柔醇

厚，非常赞！”“在如此壮观的蓝天盛宴上品尝到

中国白酒，我感觉十分自豪！”“航天梦腾空翱翔

的时刻，没有什么能比喝一杯梦之蓝更加琴瑟

和鸣的了”…… 凭借高端大气的外型以及绵柔

醇厚的口感，“梦之蓝M6+”受到全球客商和观

众的追捧与喜爱，品“梦之蓝 M6+”、看中国“高

精尖”产品，在中国航展成为一种惬意时尚。

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梦之蓝自

2019 年起就积极参与并助力中国航天事业的

发展，从“百万航天合伙人计划”到“天问一号火

星着陆点征名活动”，从“天问奔火”到“嫦娥探

月”，一次次直播、一次次助力、一次次结缘，“梦

之蓝 M6+”把心中有理想、眼中有光的航天人立

体地呈现在国人眼前，把航天梦与国人之间的

距离无限拉近。 渊若尘冤

江麓集团
三型装备盛装亮相
第十三届珠海航展

9 月 28 日，备受关注的第十三届中国国

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在珠海开幕。由中国兵器江

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研制生产的某空降型自行

迫榴炮、VN17 型履带式步兵战车、VU-T2 履带

式地面无人作战平台等三型装备精彩亮相，展

示了公司强大的科技创新、自主研发、先进制造

能力和取得的外贸装备科研技术成果。

在为期 6 天的航展中，被誉为“2017 年国

内十大明星武器”的 VN17 型履带式步兵战车

在动态表演环节中，为观展来宾们表演纵坡通

过、崎岖路面行驶、泥泞地快速机动、涉水通行

等项目，产品的高度灵活性和超强越野性给观

众带来超燃震撼的惊艳体验。在航展的静态展

区，公司生产的某空降型自行迫榴炮、VU-T2
履带式地面无人作战平台参加静态展示，吸引

专业人士、国内外新闻媒体和观展嘉宾的高度

认可与好评。

为了做好此次珠海航展，全方位展示公司

科研制造水平，江麓集团高度重视，提前策划，

于 9 月初派遣 6 名技术骨干人员随装备到达珠

海实时实地进行全面保障，针对不同装备动态

演示和静态展示的不同要求，有针对性地做好

设计、试制、改造、整修、油漆、调试工作，确保参

展装备产品达到最佳展示效果。

据了解，本届航展线上线下共 40 个国家和

地区、近 700 家企业集中亮相。其中中国兵器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在装甲突击领域、火力打击领

域、智能弹药领域、防空反导领域、无人装备领

域、非传统安全领域、军工军技合作领域等均有

装备参展。 王泽芬 梁科/文 何兴云/图

北重集团两名参赛选
手首次在全国一类职
业技能竞赛中获奖

在 9 月 24 日举办的全国行业职业

技能竞赛———“匠心杯”装备维修职业技

能大赛中, 北重集团选派 4 名参赛选手

代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参加大赛, 其中

杨佳龙获得焊工项目银奖, 苗逢春获得

无损检测员项目优胜奖。这是公司职工

首次在全国一类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奖。

本届“匠心杯”装备维修职业技能大

赛,首次被定为国家一类竞赛,成为装备

维修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职业技

能竞赛, 个人竞赛各工种前五名选手将

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据悉,本届“匠心杯”大赛以“军魂筑

匠心,比武强技能”为主题,通过军地联合

办赛,来自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

略支援部队,以及航天科技、航天科工、

航空工业、中国船舶、兵器工业、中国航

发等企业的 354 名技能“工匠”同台竞

技, 角逐装备维修领域技能人才的最高

荣誉。 (郭新燕 任靖)

“加快绿色转型，加大环保投入，强化生产

过程控制，积极推广清洁生产技术和洁净生产

工艺；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建设环境友好型矿

山。”皖北煤电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龚乃

勤在刚刚闭幕的集团公司第二次党代会上，对

绿色矿山建设发出新的号令。这也正契合了智

能公司麻地梁矿近年来坚持“节能降碳，绿色

发展”的思路，积极响应国家“双碳”号召，在绿

色开采上下功夫，在智能循环发展上勇探索，

全力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的路径探索。

智能开采扛起“绿色之旗”

在智能调度指挥中心的电子屏幕上，井下

工作面、洗煤车间的画面以及实时生产进度的

各种数据清晰可见、一目了然。随着操控人员

轻点鼠标，507 智能化工作面的“钢铁巨兽”被

唤醒，采煤机听从操控员指挥，推架、移溜、切

割、运输……“乌金”哗哗落下，被传送带源源

不断地送往地面。地层深处的井下的三机、煤

机、液压支架等各种设备运行姿态及参数，通

过大数据智能分析决策平台，可实时进行综合

智能分析并决策，整个工作面宛如透明。

令麻地梁人引以为豪的是，他们的运输系

统变传统的逆煤流启动为现在的顺煤流启动，

有效减少了皮带机系统空转时间，延长皮带寿

命的同时，降低了电耗，减少了碳排放。

通过引进了一大批低能耗、低污染的智能

化生产设备，积极加快选煤厂 TDS 技术升级

改造，改善原煤煤质，洗煤系统实现了闭路循

环，彻底消除了地面储煤的污染，保持矿区干

净整洁。

加大投入护卫碧水蓝天

为破解地面锅炉烟气防治这个环保的难

题，公司累计投入 400 余万元对锅炉烟气进

行处置。采用脉络式布袋除尘器，处理风量

6000m3/h，除尘效率逸99%；稀相炉内喷钙脱

硫系统，脱硫效率逸85%；PNCR 脱硝系统，

脱硝率 50%；安装烟气排放在线监测系统，

并与旗环保在线监测平台对接,经监测,均稳

定达标排放。

为减少矿井废水及生活污水对地面环境

的影响，公司新建两座污水处理站（矿井水处

理站一座、生活污水处理站一座），处理达标后

的水用于矿井生产、地面绿化、喷洒降尘以及

当地扶贫。其中矿井水处理能力为 2*7200 吨/

日，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能力为 1440 吨/日。

此外，在地面设置深度处理车间，投资约 200
万元，用于对处理达标后的矿井水进行深度处

理，可供生活洗浴使用。

“智慧之光”照亮绿色发展前程

通过全系统、全要素、全流程的智慧矿山

建设，减少 100 余各固定岗位，全矿用功不足

700 人，比周边同类型矿井减少 300~400 人，

单班入井人数不到 600 人，矿井初步实现了少

人则安、无人则安、智能保安的目标。通过由经

验管理升级为数字化管控。2020 年市场原煤

500 万吨，吨煤成本 83.31 元，比周边规模、条

件相近的民营煤矿低 50 元；吨煤电耗 3.5 元，

是整个鄂尔多斯市煤矿耗电量的二分之一，实

现了煤炭企业的低碳运行。

“清洁低碳、逐绿前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公司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

发展格局，以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和抓铁有痕

的行动，咬定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不松

动！”智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劲松坚定地

说。 渊吴辉)

“匠来”已来
匠来酒业进驻四川签约仪式暨匠来时光成都中秋品鉴会圆满举行

打造多元素成长交流平台
深化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
———华荣能源石洞沟煤业公司实施人才强企战略纪实

麻地梁矿按下绿色低碳发展快进键

荫匠来酒业四川运营中心董事长谭建强代表匠来酒业致辞 荫国家一级品酒师、高级酿酒师黄立强介绍酱酒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