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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田陈煤矿党委针对退休党员居住地分散、人员流
动大、集中学习困难的实际，创新推行了“夕阳红”流动党课，让
老党员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

他们对全矿258名退休党员进行建档管理，按居住区域成立
了3个属地特别党小组，分别创办了“夕阳红学堂”，推行了菜单
式“定制党课”，邀请部分已退休的党支部书记、老党员干部讲党
课，让党员学习教育变党支部“独角戏”为“大合唱”。他们还开展
了“送课上门”活动，将党课课堂搬进退休老党员的家中，让他们
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党情国情和企业转型发展新形势。

在此基础上，该矿党委将“夕阳红”流动党课与“28 日主题
党日”活动有机融合，依托“夕阳红”流动党课平台，组织退休党
员成立了业余合唱团、舞蹈队、书法协会等文化社团，让他们老
有所学、老有所乐。 （韩光）

本报讯“除了正常的组织生产
外，我每班必须到零星岗位巡查两次
以上。”七五煤矿综采工区生产班班
长冯建近日对笔者说，自矿上加强

“双零星”管理后，对零星岗点、零星
工程的安全巡查已经成为每个班组
长每班必须完成的“规定动作”。

零星岗点、零星工程具有人员
分散、地点分布不固定、单独作业、
安全管理难度大等特点，是煤矿安
全管理的难点和薄弱环节。七五煤

矿结合安全实际，创新实施了流动
作业零星岗点闭合管理卡、流动作
业和零星岗点调岗台账、安全互保
联保管理法等一系列举措，通过零
时差、零盲区、零漏洞管控，持续加
大“双零星”管理力度。

该矿从强化跟班区长、班组长
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入手，推行流动
作业和零星岗点闭合管理卡，要求
每个班次明确指定零星安全负责
人，对零星岗点作业人员进行走动
式监督检查，实现工作计划、安排、
落实、上岗、报岗到复命全过程闭合
管理，并填写闭合卡，确保责任明
晰、有据可查。与此同时，各个基层
单位在班前会前，必须把零星岗位
人员上报安监处，由矿安监处对零
星岗点进行重点监护。

该矿还实行了安全互保联保管
理法，以班组为单位，同一个班内岗
点相临的两名零星岗点职工自主结
为安全伙伴，同上同下、配对作业、相
互提醒、互相监督。责任单位对安全
伙伴的工作质量、安全状况、任务完
成等情况进行连带考核，实现了零星
岗点作业人员的互保联保、责任共
担、利益共享。

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在各基层区
队建立了流动作业和零星岗点调岗
统计台账，要求所有零星岗点作业人
员要在班前、班中、班后三报岗，基层
单位值班人员要对零星岗点人员进
行不定时调岗，做到静态汇报和动态
调岗相结合，有效杜绝了零星岗点管
理“灯下黑”现象。

在零星岗点管理上出实招、出硬

招，在零星工程管理中有“巧招、绝
招”。他们制定了零星工程安全管理
规定，设计了零星工程施工报告审批
单，以三联单的形式由专业、调度室
和安监处层层审批，根据零星工程性
质指定专兼职安全负责人，对重点工
程、应急工程还要成立零星工程工作
小组进行跟班管理，做到“三个结合、
三个到位”，即自主管理与安全检查
相结合、重结果与重过程相结合、岗
位工序达标与实际操作相结合，有效
消除了管理盲区。

七五煤矿还注重从源头上消除
“双零星”管理难点，强化了“零星工
程归零”意识，要求“配套工程同时设
计施工”，最大化减少零星工程的发
生，从而有效消除“双零星”安全隐
患。 （蒋振华）

七五煤矿着力打造“双零星”安全管控矩阵
零时差 零盲区 零漏洞

在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关键
时刻，枣矿集团持续加大安全管控力度，
铁腕整治安全履职，确保矿区保持安全稳
定的发展态势。

以安全稳定的环境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

付煤公司无极绳绞车视频监控系统投
入使用，极大提升了安全系数。（高龙 摄）

本报讯 枣矿集团权属企业章程修订推进会近日在高庄
煤业公司召开。

会议传达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
理结构的指导意见》，以及省委组织部转发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国
务院国资委党委关于扎实推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要求写进公司章
程的通知》。与会单位汇报了章程修订工作开展情况。

会议要求矿区各单位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安排，坚
持章程修订与相关文件、法律相结合，突出刚性约束，理清职责
边界，优化章程条款，对章程修订工作进行专业审核、集体研
究、统一上报。要求把党建工作写入公司章程，明确国企党组
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完善党组织发挥领导核
心和政治核心作用的顶层设计。 （杨绳东）

本报讯 9 月 11 日，枣矿集团 1-8
月份经济运行分析会在总部召开。总
经理、党委副书记杨尊献主持会议并讲
话。副总经理孙国光、总法律顾问及有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孙国光安排了有关工作；财
务部汇报了1-8月份经济运行情况；其
他与会各部门就提升经济运行质量提
出了建议和意见。

杨尊献指出，矿区1-8月份经济运
行稳健态势持续巩固，但面临的突出问
题也不能掉以轻心。面对会议多、检查
多、学习任务多的工作实际，以及中央
环保督查、省市等上级安全督查等诸多
压力，各单位、各部门坚持以贯彻落实
上级系列会议和枣矿集团 1-7 月份经

济运行分析会精神为抓手，承压奋进、
积极应对，聚焦用力、逆势作为，继续巩
固了稳健的经济运行势头。主要呈现
出了“营收快速增长、创效保持稳定、治
亏初见成效、煤炭产销双降、‘四金’居
高不下、环保风险突出、安全压力加大”
等工作特点。

杨尊献强调，要进一步增强目标意
识、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确保完成各项
既定目标任务。九月份是三季度收官
的关键月份，对于完成四季度乃至全年
各项目标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矿区上下要进一步认清形势、倒排目
标、落实责任，有针对性地抓重点、抓关
键、抓薄弱环节，切实把每项工作、每条
任务、每个指标落到实处，为顺利实现

全年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杨尊献要求，要切实增强目标意

识，变压力为动力。目标是工作导向，
各单位、各部门要严格对照“总量、均
量双提升，确保总量扩规模、均量上台
阶”的目标要求，进一步强化分解落
实。要切实增强创效意识，深化产销
协同。要抓住煤炭市场企稳的有利时
机，抓好源头稳量，抓好煤质管控，抓
实营销创效，持续深化产销协同，全力
以赴抓生产、促销售、以量保效，打好
增效攻坚战。要切实增强降本意识，
强化价值链管理。成本管控效果关乎
企业整体效益。集团公司通过实施价
值链管理，在成本管控工作上取得了
实实在在的成效。但在生产、采购、人

工降本等方面还有一定空间，矿区上
下必须进一步强化工作，加大生产降
本、采购降本、人工降本力度，实现提
质、提速、提效率。要切实增强考核意
识，不断提升创效能力。效益是经营
活动的终端体现。要通过强化“四金”
压控、强化政策创效、提升非煤单位创
效利润率、加大“除僵治亏”工作力度，
持续提升整体创效能力，确保盈收同
步提升。要切实增强保障意识，确保
安全稳定。当前，中秋、国庆“两节”即
将来临，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安全稳
定是第一政治，不容有任何闪失。必
须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态
度抓好安全、保障稳定，做到严抓严管
严考核。 （闵令文）

确保总量均量确保总量均量““双提升双提升”” 巩固稳健经济运行态势巩固稳健经济运行态势
枣矿集团1-8月份经济运行分析会强调——

本报讯 9月6日，枣矿集团煤炭产
品研发中心商务技术交流会在高庄煤
业公司举行。枣矿集团总经理、党委副
书记杨尊献，副总经理孙国光及煤炭研
发中心外聘技术专家、商务代表齐聚一
堂、共话合作。

杨尊献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代表
枣矿集团对技术专家和商务代表长期
以来给予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
指出，枣矿集团立足百年枣矿“基业长
青、行稳致远”，科学把握行业发展趋
势，准确定位企业发展坐标，全面融入
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这一重大工程，着

力推进“实优强富”新枣矿建设。
杨尊献表示，枣矿集团将积极顺应

和践行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
求，以多赢共享的经营理念、开放协作
的态度，在企业全价值链管理以及供应
链集成向产业链经营转变中，积极探索
全方位的合作方式。希望技术专家和
商务代表经常到枣矿考察交流，深化合
作、共同提高、实现共赢。

孙国光主持交流会，简要介绍了枣
矿集团今年以来发展成效及产销深度
协同、价值链管理等工作情况，并代表
枣矿集团分别与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

司、国家煤炭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签订了
《无煤化矿山及智慧化选煤厂建设研
究》《枣矿集团国家实验室认可（CNAS）
体系建设与认证》合作意向书。

会上，高煤公司负责人致欢迎辞，
物流中心负责人作了《从供应链集成到
产业链经营》的课题报告，集团煤质管
理处负责人介绍了煤炭产品研发中心
工作开展情况，滨湖煤矿负责人介绍了
滨湖气肥精煤的特性，商务代表安阳钢
铁公司、芜湖新兴铸管公司、沂州焦化
公司分别就“枣矿煤的研究和应用”进
行了交流。

会前，与会领导和嘉宾观看了高煤
公司形象片《激情超越》，并分组到储煤
场、洗煤厂、产销协同工作室、考核结算
中心、机电运输科党建基地、设备管理
中心等岗点考察，现场了解了储煤场煤
尘防治、洗选加工工艺流程、产销深度
协同、“三链五全”全价值链管理、实物
资产全生命周期控制以及“三化五型四
聚”党建品牌创建等工作情况，对枣矿
集团和高煤公司清洁无尘化生产、精细
化管理和职工队伍的良好精神风貌给
予了高度评价。

（陈磊 杨绳东）

接续推进产销深度协同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接续推进产销深度协同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枣矿集团举办煤炭产品研发中心商务技术交流会

枣矿集团持续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本报讯 近段时间以来，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全省国有企
业改革发展工作会议精神宣讲报告会，先后在矿区各单位巡回
举行。

报告会上，宣讲团成员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
讲话精神，从“山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全省国有企业改革
发展工作会议精神、山东能源集团半年工作会议精神、全力开
创枣矿集团改革发展新局面”四个方面展开了宣讲。

宣讲团成员紧紧围绕上级系列会议精神，就如何联系实
际、乘势而上、全力开创枣矿集团改革发展新局面，从“强优煤
炭产业，决胜动能转换主战场”“打造非煤集群，强劲动能转换
新引擎”“跳出资源局限，加速崛起新兴产业”“激活发展要素，
释放改革新活力”等方面进行深入阐述。（庆路 孙涛 佳珩）

矿区七对矿井跻身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
本报讯 8 月份以来，在国家煤监局和省煤炭工业局组织

的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考核中，枣矿集团西部7矿认真准
备、不断完善，顺利通过考核验收，以优异成绩跻身一级安全生
产标准化矿井行列。

在考核验收中，高庄煤业公司作为全省五家试点矿井之
一，以 93.59 分的成绩通过了国家煤监局组织的一级安全生产
标准化现场考核。柴里煤矿、蒋庄煤矿、田陈煤矿、付村煤业公
司、新安煤业公司、滨湖煤矿6对矿井通过了省煤炭工业局组织
的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初审验收。 （李高奇）

矿区掀起学习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热潮

新煤公司构建了从矿井到岗位的“六
级安全隐患排查体系”，确保实现安全无
事故。 （周滕 摄）

▲

柴里煤矿：绘出老师“最美的笑脸”

教师节当天，柴里煤矿幼儿园开展“绘出老师最美的笑脸”
幼儿感恩绘画比赛，一幅幅充满稚气的“感恩画”，成为送给老
师们最为特别的教师节礼物。 （李志军 摄）

蒋庄煤矿：持续深化全员形势任务教育

面对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蒋庄煤矿持续深化干部
职工的形势任务教育，近日举办了“新形势、新作为、新贡献”知识
竞赛，进一步学习贯彻上级系列会议精神。 （尹丽君 摄）

田陈煤矿创新推行“夕阳红”流动党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