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河酒业党委书记、总裁朱景升

ENTREPRENEURS' DAILY
5企业报道Enterprises Report2022 年 7 月 26 日 星期二

编辑：刘静芬 美编：黄健

■ 郭新燕 任文芝 魏正义

“人、事、法、效”四维度工作法；技术技能人

才“一体化”培养；搭建“四位一体”复合型人才

创新团队……近年来，中国兵器北重集团防务

事业部技术部结合知识系统化、技术专业化、创

新精细化的工作特点，注重激发人才效能，构建

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实现人才引

领、团队共赢、成果共享的目标。

摸清人才现状
防务事业部成立了技术技能人才“一体

化”培养工作领导小组和推进小组，小组经过

调研和讨论，对技术部、各车间、部门技术技

能岗位人员进行了全面盘点，掌握技术人员

年龄、学历、专业、资历、专业技术水平、特长

等基本情况和实际从事岗位情况。对人才队

伍现状进行全面分析，按照年龄结构、专业领

域、专业技术水平进行分层分类。

“我们摸清现有人才队伍的现状，目的就

是要依托‘一体化’培养，更好地调动技术和

技能人员的互补互促，让人才效能发挥到最

大。”提起技术技能人才“一体化”培养模式，

防务事业部技术部书记李娟激动地说。

以各级科技带头人、关键技能带头人为

负责人，根据项目所属的专业领域，选拔各单

位具有发展潜力的技术、技能骨干和培养对

象，分层级搭建“四位一体”的复合型人才创

新团队。团队成员结构按“1133”结构搭建，即
1名科技带头人、1名关键技能带头人、3名技
术技能骨干和 3名技术技能培养对象构成，
实现技术技能人才优势互补。每批次搭建 4-6
个团队，每隔 2个月搭建一批，循环推进各层
级人才储备和人才梯队建设。

搭建创新团队
拥有一支高素质、高技能水平的产业工

人队伍是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技术部作为公司装备产品科研力量部署

的核心成员，聚焦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围绕

重大工程、重大专项、重点型号科研、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等重点工作，积极策划完善人才

一体化培养方案，全力打造“工匠+科技、技能
带头人+技术骨干+技能骨干”的一体化联合
创新团队。

3月 25日，在防务事业部技术部举行了
技术技能“一体化”培养创新团队任务书签授

仪式。从中高级职称 37人，技术技能带头人

13人，2个劳模工匠大师工作室中确定了首
批四个创新团队作为技术技能人员“一体化”

培养的先锋团队。

为此，四个创新团队围绕装备产品炮尾

闩室内腔加工质量提升、大口径深孔扩镗工

艺技术提升、某产品后本体焊接质量提升、小

件自动化单元效能提升确定了课题。

防务事业部技术技能人才“一体化”培养

工作正式起航。

四个创新团队由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

国技术能手、全国劳动模范等“大咖”为代表

的“蓝领天团”领衔，集结一些工匠和高技能

人才在舞台上展风采。

三年来，技术部形成创新成果 576项，发
表论文论著 24篇，申报技术类专利 75项。
构建多重保障
为保证创新团队顺利开展各项工作，推

进小组制定了一系列保障措施。工作组为每

个创新团队配备一名常务负责人，负责团队

日常事务的管理，为团队开展工作提供服务

和资源保障。项目所在单位为创新团队开展

工作提供人力、物力等方面的资源支持和保

障，同时对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监督。防务事

业部技术部、综合管理部为创新团队开展工

作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不仅如此，防务事业部还及时组织策划

开展“抢滩登陆”“攻关守隘”等各类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党建助力生产经营活动，将工

作任务变成具体措施、变成党员的具体行动，

工艺技术人员将“主战场”由办公室转移到工

位机台，将技术文件落到生产检验全过程中，

将现场问题消灭在萌芽阶段，落实改进工艺

优化 1000多处，有力保障全年产品产出节
点，得到各军兵种、战区部队的高度评价，多

个单位发来感谢信、表扬信、锦旗、奖牌。

通过人才梯队建设的持续推进，大大提

升工艺技术人才的工艺创新能力、创新水平、

创新站位。

李娟介绍道：“技术部储备高层次人才，

在原有 2名兵器级技能带头人，6名公司级科
技带头人的基础上，今年新增选公司级科技

带头人 3名、技能带头人 1名，闫炯被自治区
总工会评为‘北疆先锋’。 ”

截至目前，技术部调动全员干事创业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全力抓好重点项目科研攻关，年

均攻克关键技术项目、生产窄口近百个，实施合

理化建议 4831条，创新创效节创 4402万元。

■ 本报记者 李代广

7月 21日，以“决战下半年 实干续新篇”
为主题，河南宋河酒业 2022年上半年总结表
彰暨下半年工作部署会议于郑州市召开。

宋河酒业党委书记、总裁朱景升，宋河酒

业常务副总裁、营销总经理朱国恩，宋河酒业

副总裁王俊坤，宋河酒业副总裁孙光生，宋河

酒业党委副书记、财务总监魏庆明，宋河酒业

总工程师李绍亮等和来自市场一线、职能部

门的 200余名干部职工欢聚一堂，在对 2022
上半年营销、生产各项工作进行总结、表彰，

对下半年重点工作进行部署的同时，宋河人

更是以澎湃的激情开启了奋进三季度、冲刺

全年目标的热潮。

朱国恩对宋河酒业 2022上半年度销售工
作做出了总结并对下半年营销工作做出了部

署，他表示，2022年上半年，虽然实际有效工作
时间还不足两个半月，但宋河酒业仍旧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了既定目标任务，凸显出宋河产品

的韧性和“中国名酒”的品牌力，也彰显了全体

宋河人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企业精神。

依据财务部门提供的有关数据和综合考

评，会上陆续颁发出了助力营销优秀个人奖、

优秀办事处经理奖、优秀分公司经理奖、优秀

事业部/大区和优秀后勤部门等奖项。
朱景升强调，要继续做好市场氛围的打

造，夯实渠道网络建设，扎实做好产品陈列、

消费者互动等基础性工作。要进一步强化团

队建设和人才培养力度，打造高素质管理团

队，以思想合心、工作合力、行动合拍的精神

和作风，为百年宋河的战略愿景奠定基础。

朱景升强调，宋河酒业一定要继续坚定

文化、品质、品牌、实力四个自信，整合资源、

优化管理，为宋河品牌发展蓄势储力，同时深

耕市场、拓宽渠道，解放思想、跨界营销，助力

宋河早日进入中国酒业第二梯队。

■ 史亮

近日，中国二十二冶集团华东公司党总支

结合“党旗飘扬、党徽闪光”行动，在抢建上海市

国家会展中心 P2、P15方舱隔离点的任务中，深
入开展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党员突击队、

党员服务队“四个一批”创建活动，极大地发挥

了党组织在急难险重任务中的堡垒作用，彰显

了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为抢建任务的圆

满完成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设立党员责任区
国家会展中心 P2、P15方舱隔离点抢建项

目临时党支部以两个方舱为基本区域设立党员

责任区，P2现场由华东公司总经理助理薛尚、
淮海公司副总经理赵联波担任责任党员，P15
现场由华东公司总经理李春彬、党总支书记赵

书国担任责任党员。P2、P15每个现场的土建、
安装、技术等工作口径再分别设立党员责任分

区，共计设立 20个党员责任分区。
各责任区党员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敢于担当作为，带领全体参建人员昼夜轮班，

交替作业，两个现场左右开弓，以小时为时间

节点，争分夺秒，24小时不间断施工。临时党
支部高点站位、抢建指挥部统筹部署，现场 60
余支专业队伍、20个工区在同一时间配合、协
调、衔接，多工序同步施工。最高峰时期，现场

3000余作业人员共同会战，物资车辆在场外
绵延四公里等待进场，大型机械和工程车辆

超 20余台同时作业，党员责任区的设立对项
目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设立党员示范岗
国家会展中心 P2、P15方舱隔离点抢建

项目临时党支部在任务艰巨的关键岗位上，

挑选政治素养高、工作业绩优、业务能力强的

党员，共设立技术方案、物资保障、施工组织、

疫情防控四个党员示范岗。

党员示范岗在攻克难点重点问题上发挥了

示范引领作用。技术方案党员示范岗顾跃跃连

夜组织力量，配合设计单位修改和深化图纸、制

定现场技术实施方案，解决设计图纸与现场实

际偏差较大问题；上海市物资紧俏，物资保障党

员示范岗王骏多方协调，跨省协调物资，进场集

装箱超 2000余个，解决大规模物资采购及运输
问题；P15现场存在大面积草地，工期紧急，施
工组织党员示范岗李思纬采用石子代替混凝土

浇筑地坪作为集装箱基础，极大缩短了建设工

期，取得了相同的施工效果；疫情防控党员示范

岗王海生科学部署现场疫情防控，两个现场在

进场后第一时间成立安全防疫小组，高峰时期

一天要完成现场 2000余人的抗原及核酸检测，
400余辆进场车辆消杀工作。
组建党员突击队
接到抢建任务后，华东公司迅速成立方

舱抢建项目临时党支部，从公司机关及上海

周边五地项目部抽调人员迅速驰援建设现

场，以现场 43名党员为基础，按照两个现场
任务分工，组建 P2、P15两支方舱抢建党员突
击队，华东公司总经理李春彬，党总支书记、

副总经理赵书国带领全体班子成员悉数驻扎

施工现场，即时决策，实时协调。

在临时党支部的协调部署和统筹安排下，

两支党员突击队共 40余名党员带领百余名管
理人员和 3000名建设者日夜奋战，历时八昼

夜，圆满完成建设任务，提供床位超 4000余张。
成立党员服务队

国家会展中心 P2、P15方舱隔离点抢建
项目临时党支部挑选青年党员，组成党员服

务队，分别加入 P2、P15现场后勤保障工作
组，与现场后勤保障、疫情防控相关工作人员

密切配合。党员服务队的青年党员兼顾物资

保管，餐食保障、人员联络、秩序维护等工作，

从一日三餐到日常生活垃圾清理，再到每日

抗原、核酸检测，尽己所能为项目管理人员分

担工作，确保现场参建人员没有后顾之忧，能

全力以赴投身建设。

在集团公司党委、华东公司党总支的坚

强领导下，国家会展中心 P2、P15方舱隔离点
抢建项目临时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抢建任务中，结合

“四个一批”创建活动，引导全体参建人员积

极践行伟大抗疫精神，担当作为、高效行动，

全力投入方舱抢建工作，践行“一天也不耽

误，一天也不懈怠”的中冶精神，向党和人民

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 左亚鹏 谢冰洁

今年以来，山东能源集团西北矿业水煤

公司紧扣“融合提升年”主题，突出问题导向，

狠抓安全管理、生产接续、压煤搬迁、手续办

理等大事要事，上半年顺利实现生产经营任

务“双过半”目标。

“要勇于面对现实，以稳中求进、守正创

新为主线，做好应对严峻挑战、驾驭复杂局面

的充分准备，必须不讲理由，不打折扣，坚决

完成各项任务目标。”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刘延生的讲话掷地有声，瞄准目标，誓师动

员，“事争一流 唯旗是夺”攻坚战全面打响。

勇当“排头兵”———
敢担当，克难关，安全生产干出
“硬业绩”

上半年，疫情冲击、矿井作业地点变多、

采掘工作面安装撤出频繁等，都给水煤公司

的生产经营带来了极大挑战。

安全提档是前提遥 该公司大力开展“安全
基层基础提升年”活动，狠抓安全隐患排查，

实行分班盯岗，上半年共排查整改问题及隐

患 500多处，把“隐患点”变成“安全点”；坚持
“预”字为先，采取不间断注氮、压注凝胶、压

注液态二氧化碳、充填煤泥等手段，确保采空

区氧气含量稳定在 3%以下；合理布置扇形钻
孔，上半年累计抽采瓦斯 407.78万 m3，矿井瓦
斯抽放率达到 80%以上，治灾水平在超前预
防中实现新提升。

采掘衔接是保障遥 以装备升级、工艺革
新、设计优化为突破口，围绕两优三减,完成了
两安两撤，实现了提速提质提效益。严格控制

底煤厚度，落实两顺槽超前卧底措施，将两顺

槽底煤厚度降至 0.5m以下，实现了最大限度
回收资源。增强设计工作战略性与科学性，将

大巷煤柱工作面东段和西段两个工作面合并

为大巷煤柱西工作面，减少掘进巷道长度 450
米，增加储量 92万吨。

争做“风向标”———
练内功，挖潜力，经营业绩再创
“新纪录”

“要带头推进‘两化融合’管理模式，既要

保持高位平稳运行的发展方向，又要引领低

成本运行的发展态势。”该公司始终坚持“精

益管理市场化 市场运行精益化”理念，最大

限度地挖掘和提高经营水平，上半年利润比

考核目标增加 0.62 亿元，比奋斗目标增加
0.53亿元。
成本管控袁能降尽降遥 建立“源头控本、设

备盘活、材料复用、资源回收、政策利用”全方

位控本增收管控体系，实现增收节支创效

6012万元；在工程管理上，运用市场化管理手
段，实行井下单项工程竞标，鼓励区队参与竞

价承接井下单项工程，在增加工人收入的同

时降低外委工程支出 114.63万元。1至 6月
份完全吨煤成本为 351元，比考核目标下降
91元，下降幅度位居矿业公司首位。
经营创效袁能增则增遥 在营销创效方面，

该公司合理调增喷吹煤产量，上半年喷吹煤

回收率达到 16.4%，实现精煤创效 288万元；
原煤脱粉总量 3.8万吨，创效 244万元；累计
掺配中煤 3800吨，创效 262万元，上半年洗煤
创效共计 1300万元。不仅如此，该公司每月
组织开展“全员自主改善”评比活动，目前完

成自主改善提案 117项，创效 171万元。

锚定“走在前”———
破难题，补短板，改革创新焕发
“新动力”

该公司加大技术创新工作力度，以改革

创新激活澎湃喷涌的内生动力。

面对生产过程中的“卡脖子”难题，实行

“挂牌揭榜”，即时发布技术需求，今年以来 3
个重点科技项目，东翼区域煤炭资源充填安

全开采技术、工艺研究与应用、固体充填综放

工作面采掘期间灾害叠加防治技术研究与应

用、回采工作面智能化技术研究与应用正在

顺利推进。

不仅如此，该公司对 KJ236人员定位系
统进行了升级改造，接入万兆环网，提高了数

据传输的稳定性；在冲击地压管理上，配备了

KJ551微震监测系统、KJ615 应力监测系统，
引进投用了 4套 ZKM127H型智能限员装置，
有力保证了防冲数据监测准确……

在创新这个“第一动力”的强大牵引下，

水煤公司智慧矿山建设劲头十足，正在成为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和“最大增量”。

智能公司：
全力以赴保供
彰显国企担当
截至到 7月 18日，皖北煤电智能公司 7

月份已销售长协煤 35万多吨，完成当月长协
煤合同量的 82.7%，超额完成国家发改委规
定的 80%长协煤合同兑现率，保供形势持续
稳定向好。

为全力做好夏季煤炭保供，智能公司深

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地方政府及集团

公司的工作部署，把煤炭安全保供作为当前

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全力以赴做好夏季用电

高峰期煤炭保供工作，勇挑重担，攻坚克难，

充分担当起国有控股企业应有责任，以实际

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提高站位袁周密部署遥 年初以来，面对部
分客户未能有效组织起运输、公司选煤厂调试

运行、排矸影响导致混煤生产不正常、造成长

协煤合同兑现率下降的不利局面，公司上下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地方政府和

集团公司党委关于能源保供工作要求，以强烈

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持续把煤炭保供作为

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克服困难、制定对策，坚

决打赢保供攻坚战。深刻认识到迎峰度夏时期

煤炭保供的重要性紧迫性。进入下半年以来，

公司多次召开相关专题会议，进一步细化措

施，压实责任，坚持安全与保供同步，把煤炭保

供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和民生

大事，全力确保区域内民生用电和民生企业电

煤保供，尽最大努力保障长协合同兑现。

沟通协调袁加强调度遥 保供过程中，公司
认真落实各项保供稳价措施，充分发挥煤炭

中长期合同和价格机制的压舱石作用，以实

际行动做好能源保供稳价工作。全力做好河

曲电厂等重点客户保供，推动销售目标精准

化、销售管理精细化、经营精益化。在与用户

充分沟通的前提下，积极做好与客户、电厂的

沟通，确保煤炭产得出、发得快。

轻重缓急袁区别对待遥面对市场用煤持续
紧张、电力企业发电负荷持续走高和库存煤

下降明显且持续低位的煤炭需求旺盛局面，

公司及时调整发运结构，加大对重点长协用

户、民生企业加强供需情况监测调度，特别是

告急客户优先供应，优先保障库存低位电厂

的电煤供应，暂停市场散户的煤炭供应。结合

关乎国计民生的用煤客户性质，科学制定发

运规则，对客户进行分类评估，根据重要性制

定了优先发运办法。 渊吴辉冤

石工建中原建工公司
斗门分输站工程
顺利投产
近日，随着斗门分输站进场管道主阀门

缓缓开启，天然气徐徐进入站场管道，标志着

由石油工程建设公司中原建工公司承建的斗

门分输站正式投产运行。

斗门区地处珠三角州西南部，与台山隔海

相望、与香港澳门一衣带水，地理位置重要，天

然气需求量大。该项目的投产运行保障了珠海

市斗门区华润热电项目用气需求，推动了区域

经济的高效、持续发展，同时对加快珠海经济

特区推动能源发展转型升级，建立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自项目开工以来，该公司抽调精兵强将，

克服疫情防控、环保治理、高温酷暑等恶劣天气

的影响，严格组织施工，积极加强安全管理，环

环紧扣质量，并主动与设计、监理等单位密切沟

通，积极提出问题解决方案，顺利达到投产运行

的目标。因此，收到国家管网集团广东省管网有

限公司发来的表扬信。渊黄俭 饶耀锐 文 /图冤

公推公选班组长
激发班组活力
今年以来，安徽淮北矿业集团铁运

处临涣电务段通过班组长公推公选，让

业务精、懂管理、德才兼备的人才走上班

组管理岗位，同时也在职工中营造出学

业务、练技能、提素质、人人争当班组长

的良好氛围。图为：班组长公推公选中竞

职演讲现场。 崔陈 摄影报道

图为运煤车辆川流不息一派繁忙。

山东能源集团水煤公司：稳中有进开新局 奋楫前行谱新篇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华东公司深度开展“四个一批”创建

北重集团：技术技能人才“一体化”培养
让人才效能发挥到最大

决战下半年 实干续新篇

河南宋河酒业召开年中总结表彰暨工作部署会

总结表彰暨工作部署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