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申请的培训课程效果真

得好，老师讲解的内容句句都在点

子上，一节课下来，我们几个就掌握

了这台设备的工作要点。”近日，在

淮北矿业集团涡北选煤厂电信车间

举办的一场“点餐式”培训，受到几

名青工的一致好评。

该厂把培训学习的主动权交由

一线职工，让他们结合岗位实际有

针对性地选择学习内容，培训过程

中不纯粹讲理论、不填鸭，注重理论

与实际操作相结合，让职工实现从

“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

该厂根据职工申请办班的内

容，认真进行梳理，精心设置培训课

程。同时，还将各类设备的使用与维

护知识做成一套层次分明、重点突

出的培训课件，配套拍摄教学视频，

使知识点更加直观，更通俗易懂，让

职工更加容易接受，知其然更知其

所以然。

在培训中，该厂注重现场互动

和体验，从设备性能、操作等方面进

行动态灵活的演示讲解，培训教学

生动形象，学员接受度高，收到良好

的培训效果。 (王琣璐琪)

涡北选煤厂
“点餐式”培训效果好

日前，澄合董东煤业公司综采队职工王

涛涛一直在观察，从工作面底板缝隙中涌出

的矿井水比以往少了许多，这让他甚为惊奇！

果然，综合钻探法及定向钻探精准注浆技术

的搭配运用，对矿井地测防治水起到了治理

和防范的效果。

近年来，随着开采深度的不断加大，矿井

水害威胁愈来愈严重。澄合董东煤业公司针

对井下综采工作面、条带工作面、煤巷掘进

面、皮带转载等各涌水地段，制定出详细的综

合治理措施，破解了“水老虎”给原煤开采带

来的威胁和难题，构建起了一套成熟可靠的

综合防治水体系。

作为地测部部长的张航，也是攻克“水老

虎”的主要负责人，面对“水害”困扰，他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能否有一套行之有效办法彻底

解决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于是，他多次与中

煤科工西安研究院、西安科技大学的专家组成

员进行沟通交流、学习经验，并结合本单位实

际，实施运用了综合钻探法及定向钻探精准注

浆技术，真正让“水害”问题退出舞台。此项目

的实施不仅解决了渭北奥灰承压水体上承压

开采导致底板突水的弊端，还为同类矿井开采

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可行的“治水”样本。

所谓的综合钻探法及定向钻探精准注浆

技术，简单说就是通过在采煤工作面使用直

流电法探测、物探法、钻探法，对顶底板含水

层富水情况进行勘探，精准分析，制定出专项

带压开采有效防治水措施，并利用定向钻探

精准注浆技术，分段施工、探注结合，使用高

压注浆，封堵缝隙。

“我们严控‘采前评价+采中保障+采后
总结’的防治水流程，完善专用采区水仓、防

水闸门、中央水泵房等防排水系统，真正让

‘小水’防得住、‘大水’排得出。”张航说，与此

同时，他们还大力实施“三级管控”，即：一级

管控将区队“治水”落实到班组，落实到个人；

二级管控跟班安检随时观察工作面架后及采

空区水情，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三级管控地

测、调度、机电、生产等部门协调处理各项工

作实施中存在问题，保障现场管控到位，这也

是保障“水害”治理的一项硬性要求。

“矿井每年都会对地测防治水工作投入

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遇到突发‘水害’时，不

能及时有效采取防控手段。现在好了，我们通

过有效的防治水措施和技术体系，不仅减少

了矿井对防治水工作的超额投入，又能有效

防范‘水害’因素造成的经济损失，真是一举

两得。”谈起新体系、新技术时，综采队队长张

忍均一开口便滔滔不绝说个不停。

新措施、新技术的应用，其结果必然产生

突变式进步。通过在 50112综采工作面及进
风端头布置了 4台 100kw排水泵，将排水能
力由 300m3/h提升至 500m3/h；安装顺槽局部
通风系统，避免突发水害阻断风流，保证作业

环境安全通风；对工作面片帮严重地段进行

锚网索支护，及时注浆加固，护帮板打设到

位；在两顺槽巷口施工挡水密闭墙，减少采空

区水对矿井的影响……一系列措施的落实落

地，有效保障了“水害”治理的运转正常。

“我们还编制水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现

场处置方案，由地测部、调度室通力协作，组

织开展井下水害防治，地质灾害、防排水应急

演练，全面促进提升矿井水害治理的快速反

应、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调度室主任

张华炜说。 渊郭正玺冤

为切实增强员工心理健康素质，缓解员

工生活、工作中的焦虑情绪，提高员工心理调

适能力，9月 6日，重庆页岩气公司举办了心
理健康知识讲座。

讲座特邀重庆师范大学心理学副教授洪

显利，采取理论教学与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授课。重点围绕压力来源及影响、压力

察觉与情绪对应，如何正视压力、享受快乐人

生、保持健康和谐的阳光心态等多个方面，为

员工们提供了自我识别、调适心理压力及确

保心理健康的渠道和方法。讲解理论知识的

同时还穿插了互动问答、心理测试游戏和自

我关爱实践活动等环节，引导大家更好地关

爱自己、缓解压力、轻松前行。在轻松愉悦的

氛围中，为员工们构筑起一道自我心灵呵护

和心理支持的“防护墙”。

此次心理健康讲座，是重庆页岩气公司

大力推进关心、关爱员工身心健康的一项具

体举措。通过听取讲座，对释放员工心理压

力、构建健康心态、保持乐观态度、激发工作

热情、增强凝聚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推动该

公司规模效益建产注入了“心”活力。下一步，

该公司将持续加大对员工身心健康的关爱力

度，及时结合员工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

“一对一”心理健康咨询，不断提升员工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王言)

为满足矿井个性化培训需求，山东

能源新矿集团协庄煤矿研究应用协庄煤

矿智慧培训体系管理云平台，采用“安全

学习积分考核激励”方式，在井口安装入

井问答终端设备，让员工下井前进入答

题系统完成“入井一答”，检验学习效果

同时，提醒员工安全作业。

图为员工通过人脸识别进入答题环

节。

李红 摄影报道

“您好！我来领急需用的材料。”近日，山

东能源枣矿集团新安煤业综掘二区职工陈道

庆在井口集供超市领料台前有点着急地说，

因为他要赶在下井前领好工作急需的截齿。

超市工作人员张玉恒打开物资系统，迅

速输入物资编码信息，确认好规格型号、数量

和价格后，直接“一键出库”。

“以往下井前要在班前会上申请用料，找

区长签完字再盖章，然后去专业库领取，要在

一堆物料中翻出来合适的物资打包背下井，

一折腾也得半个多小时。”陈道庆说，“一直希

望材料领用也能像生活超市那样要什么就选

什么，没想到眼下就真的实现了。”

以前，新安煤业各专业都有自己的小库

房，不仅仓储管理不规范，而且备品配件也不

能相互调剂使用，造成很多物料闲置积压。为

解决这些问题，该公司取消了采煤、掘进、机

运、通防专业二级库房，在井口设立“物资集

供超市”，提供 24小时便捷服务，打破专业单
位限制，实现“零库存”和资源共享、设备共

用，减少了物资的囤积流失和领料的复杂环

节，做到了物资供应“一站式”服务。

“井口物资集供超市不光是让职工少跑

了腿，降本增效的效果也是十分显著。”该公

司运营中心副主任代磊介绍说，自 6月份开
始投入使用到目前，短短三个月就减少了 720
余万元的企业库存资金。

“需要了就去领取，不再担心提前备货，

也没有了库存积压，应急物资还可以直接内

部调剂，区队的材料费实报实销，我们工区 7
月份材料费比预算降低了 20%。”综掘二区区
长王平介绍说。

“井口物资集供超市的运行，减少了矿井

的库存储量，控制了材料成本‘闸门’，也为我

们有效掌握各区队材料使用实际情况提供了

大数据支撑，下一步我们将对超市物资储备

范围进一步扩大，对现有系统进一步升级，全

面提升物资管理效能。”该公司党委书记、执

行董事王士奎说。

渊高月任 文／图冤

近日，东北工业集团研制生产的混合动

力用扭转减振器研发技术取得突破，综合性

能指标达到国外相关产品的性能指标，不久

即可投放市场，满足客户需求，标志着东北工

业集团产品结构调整又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东北工业集团的民用产品主要是专用车

及汽车零部件产品，近年来，该公司通过自主

创新，在传统产业领域攻克了一批核心关键

技术的同时，面对日新月异的汽车产业技术

变革，深度推进与国内知名院校建立“产学研

用”联合技术攻关，全面融合内外部技术创新

力量，按照“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产品

发展方向，推进产品转型升级，多种新能源矿

用车及零部件产品陆续“出圈”，成为企业改

善产品结构、提高经营质量的新引擎。

为实现国家倡导的智慧矿山、绿色矿山

的建设目标，矿用车势必向大吨位、纯电动、

无人驾驶方向发展。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东

北工业集团抓住有利时机，紧跟市场步伐，于

2019年 7月份开始组织科技人员进行新能源
矿用车及无人驾驶矿用车的开发。2020年 6
月，分别完成 90吨纯电动矿用车与无人电动
矿用车的整车试验，正式投放市场。为此，

2020年 11月，东北工业集团所属企业蓬翔公
司被国家工信部评为第二批“工业产品绿色

设计示范企业”。目前，东北工业集团新能源

矿用车及无人驾驶矿用车已经在国内外实现

了批量销售。其中，新能源矿用车不仅在山

西、福建、河南、西藏、内蒙古等地销售，还

“跑”出国门，远销泰国等国家和地区。

新能源无人驾驶矿用车投放市场后，受

到市场追捧，主要销往中铁建十九局等大型

央企公司，在市场上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前不

久，东北工业集团自主研发的无人驾驶新能

源宽体自卸车 PX105AT成功中标国家能源集
团平庄煤业 15台宽体自卸车招标项目，标志
着东北工业集团在无人驾驶宽体自卸车市场

又迈出坚实的一步。

2020年，东北工业集团研制生产的智能
重载 AGV产品作为全国首例，一经问世就掀
起大吨位 AGV产品室内外运输的创新与发
展先机，当年获得中国交通协会组织的全国

物流机器人智能等级大赛一等奖。2021年获
得山东省第六届智能制造（工业 4.0）创新创
业大赛二等奖。重载 AGV产品经院士团队鉴
定，项目成果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多源冗

余信息紧耦合精确定位估计技术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同时，形成一批专有技术、专利技术

成果。自 2021年 3月投放市场以来，得到市
场认可。AGV产品主要定位于室外场景，高压
平台产品覆盖 3-50 吨，低压平台覆盖 0-3
吨，涉及电解铝行业、汽车行业、医药行业、军

工领域等代表性行业。目前，东北工业集团园

区级室外 AGV 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已超过
60%，新能源产品的收入在整体收入中的占比
逐年在提高。 渊陈凤海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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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单进水平稳步提升至 863米/月，大
断面单月掘进刷新 1700米纪录，首个 6800
米超长智能快掘系统巷道顺利完工，多项生

产指标实现陕西煤业股份公司创水平目标

……截至 9月 17日，完成掘进总进尺 49374.6
米。

今年以来，陕煤红柳林矿业公司瞄准

“效”与“能”，在劳动生产组织、智能装备升

级、采掘接续优化等方面协同发力，原煤产

量、掘进进尺等主要指标，生产经营、管理提

质等关键指标呈现出“稳中加固，动能集聚，

质效向好”的态势。

创新驱动 效能“大提升”

“采掘并重、掘进先行，以掘促采、以采促

掘”的生产理念，得到不断实践和发展。近年

来，该公司大力推进“智能协同”示范矿井创

建，更新迭代技术装备，在采掘、生产调度等

环节实现了智能协同，矿井智能化水平大幅

提升，煤炭生产更加安全高效。

作为全国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建设单

位，该公司《7m超大采高综采成套技术与装
备》早在 2013年荣获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
一等奖。近年来，该公司结合矿井生产条件，

在采掘环节，重点破解智能化采煤、智能快掘

等难题，对矿井各个生产系统的设备进行了

智能化升级。截至目前，已经建成了多个智能

化综采工作面，采煤机记忆割煤、液压支架自

动跟机等关键技术的应用，实现了综采工作

面全作业循环智能开采。如今，该公司智能化

采煤率高达 97.7%，单面日产煤量达 3.6 万

吨，采煤效率有效提升。

地质保障同样也是影响采掘接续的重要

环节。在地质探查方面，该公司在陕北片区率

先引进千米定向钻探技术，实现了物探工作

与巷道掘进的同步作业，有效缓解掘进安全

与接续紧张的难题。“该项技术具有探测精度

高、智能化程度高、终孔位置准确可靠等优

点，能够及时为矿井掘进开采提供准确的地

质信息。”该公司地测防治水部负责人介绍

说。

深化改革，锻造“新引擎”

2020年至今，累计引进高校人才 87人，
其中信息化、自动化、机电、计算机等智能化

相关专业人次占比达 70%。西安科技大学毕
业的 95后硕士研究生范国涛，从采煤机司机
逐渐成长为该公司综采三队队长，带领综采

三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刷新了 44206
综采工作面末采贯通纪录。数据背后，浓缩的

是该公司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的实践与成就。

深入推动三项制度改革以来，该公司着

力解决发展矛盾，坚持不懈推进治理体系完

善和管理能力提升。先后进行了公开竞聘、部

室重组等一系列大刀阔斧的体制机制改革，

优化组织结构，减少管理层级，实行扁平化管

理，业务对接更加便捷高效。

此外，严格按照“清退一批、吸纳一批、转

正一批”的原则，委托第三方机构，通过理论

考核、面试把关、实操考核三个环节对劳务工

进行全面考核。2021年 8月，公司已全面完成
井下劳务工清退工作，累计清退 298人，转工

483人。

精细发展，积蓄“新动能”

“发展的关键在人，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

心竞争力，要加大培养复合型人才，在全公司

范围内营造育才、引才、聚才和用才的良好环

境。”这是该公司领导班子的共识。

2021年该公司实施的“百十一青年英才
开发培养训练营”人才培养模式，打造了管理

人才、技术人才、技能人才“三架马车”齐头并

进的生动局面。涌现出了诸如范国涛、钟凯、

等一大批优秀人才，填补了该公司在安全生

产领域各岗位上的人才短板。钟凯所在的综

采一队，截至 8月底累计生产原煤 600余万
吨。

一项项培育人才动能，新型技术装备应

用，优化劳动生产组织的项目措施落地，按下

了高产高效的“快捷键”。据了解，该公司 2022
全年计划完成掘进进尺 7万米，对于实现这
一历史性目标，该公司信心满满。此刻，全体

红柳林人正以“勇争第一、勇扛红旗、勇创一

流”的奋进姿态，乘风破浪、奋楫扬帆，追逐一

个又一个浪潮高峰。 渊李波 秦祺冤

陕煤红柳林矿业公司：精益管理“效”与“能”

东北工业集团：多种新能源产品陆续“出圈”

一键出库 即用即领

新安煤业井口集供超市实现集约管理

重庆页岩气公司举办 2022年心理健康知识讲座

攻克“水老虎”化挑战为机遇

管理Management

便民服务 律师提示：本刊仅为供需双方提供信
息平台，所有信息均为刊登者自行提供。
客户交易前请查验相关手续和证照。本刊
不对所刊登信息及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13308082189广告热线
地址：红星路二段 159 号成都传媒·红星国际 2 号楼 1702 室

QQ：769036015
微信：13308082189收费标准： 元 /行 /天（13字 1行）

独家代理机构：成都锦宏天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四川宸西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编 号 5101096327915）、财 91
务专用章（编号 51010963276）、
发票 专 用 章（编 号 51010963
27917）、扎西彭措法人章（编
号 5101096327918）遗失作废
●简阳市简城镇唐凉粉店食品
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 JY25
101800001975）正本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简阳市烟花爆竹行业协会（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515120817918
07029X）经上级主管单位同意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协会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阿坝州麟翔源酒店有限责任
公司财务专用章（无编号）、
蔡明平法人章（无编号）不慎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市方玻沙石场公章（印
章 编 号 ：5101095363159）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成都科美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
00MA6DGFUN76）经股东会议
决定，注册资本由 800万元减少
到 200万元，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于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前往
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四川凌科思机电设备有限责
任公司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1
100403627）遗失，声明作废
●李大元、胡光蓉位于锦江区牛
王庙巷 66 号 2 栋1 单元 24 楼
2402号房屋产权证（监证 297525
0、监 证 2975251）、（ 李 娜 、
李大元、胡光蓉）的国土证一
起遗失，特此声明。
●都江堰口腔医师协会社会团
体法人登记证书（统一代码（
登 记 证 号 ）：51510181MJQ521
1364）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厘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公 章（印 章 编 号 ：5101095952
158）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美佳美房地产顾问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5101
09000155438）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傲动星锐体育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
01095970957、发 票 专 用 章 编
号：5101095970959遗失作废
●武侯区丽芙甜品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5101070211810）遗失作废。
●富顺桂定机械设备租赁经
营部发票专用章 (编码：510302
5059728)遗失作废
●金牛区焰昊日用品商行，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01066
00539826）遗失作废。

●李隆刚、宋小凤购买简阳市万
汇中心 15栋 27楼 2号房款收据
遗失，收据编号：8045665金额：
301000元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经成都多巴安摩托
车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12MABREMER8Q）股
东会决议决定公司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贰佰万元整减少至伍万
元整。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债务担保的请求，逾期
按相关规定处理。
●成都乘风出租汽车公司蔡文，
收据票号 3266107遗失，声明作废
●武侯区聚鑫文化传播工作室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510107MA6C8LU6XF
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巴中市巴州区广佛
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3511902577552117U
经本合作社研究决定，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
原注册资本 1200万元人民币减
少至 260万元人民币。请有关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
内向本合作社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肖善成遗失身份证，证号：
510112199808252115，声明作废。

中都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人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2年
9月 28日 10:00举办网络拍卖会，
特此公告。拍卖标的：某区级单位
报废垃圾箱一批（保证金 5000元）
预展时间：2022年 9月27日；预展地
点：标的所在地；拍卖网址：www.
zd168.com；联 系 电 话 ：13522
060933韩先生；公司地址：北京市
东城区青龙胡同一号歌华大厦
A座 604中都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乐至县良安镇河沟村股份经
济合作联合社公章编号 5120220
020452遗失作废
●乐至县中天镇茅沟村集体经
济合作社在四川乐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阳分理处
开立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6320
00476201 账 号 8346011000007
2797遗失作废。
●合江县熙妈母婴店遗失个体
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522199008297301，声明作废。
●泸州市龙马潭区润禾堂中医
诊所公章编号 5105045049410
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成都馨琪羿科技有
限公司遗失成都合晟兴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彭州分公司开具的
装修押金收据，金额 5000元，编
号 1816564,声明作废。

●新都区新繁镇灵敏副食店遗
失个体工商营业执照证副本，
注册号：510125600288851，
声明作废。
●成都乐维无限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510100MA6A28958T
遗失作废

●成都聚星友盟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4MA621QF36M）营业执
照正本遗失作废
●牟胜东身份证号码：511126
198012100030，注册会计师证编
号号:510902130006，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西南成品油管道遵义站 ZY056-ZY057灰场占压改线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共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2018年）

的要求进行本次公示，现公示如下：一、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连
接及查阅纸质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 https://www.eiacloud.
com/gs/detail/3?id=20915PhLTq下载全文，也可以自行到建设单位
或环评单位查阅纸质报告书。二、公众意见征求范围：项目周边 3
公里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范围之外人员也可针对项目
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三、公众意见表可通过：http://www.mee.
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获取。
四、公众可通过网络、电话、邮件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
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反应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相关
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表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
式 )。建设单位联系人：朱梁；电话 : 18286467140；邮箱
1136193027@ qq.com.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191 号
中石化大厦 A 栋 6层。五、公众意见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于
本项目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2022年 9月 20日

https://www.eiacloud
http://www.mee
mailto:1136193027@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