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煤视窗
JIAOZUO DAILY

032017年8月12日 星期六
■官方微博：@焦作日报(新浪、腾讯)■新闻热线：8797000■编辑：刘振毅│校对：崔 琳│组版：杨保星

第第347347期期

本报讯（通讯员李帅群）一
块黑板，上边写着设备改造的技
术要求、注意要点；一块白板，
贴着几张设计图纸，旁边是红色
字体的点评——尺寸步骤标注要
清晰、齐全、合理；一张可以围
坐研讨的大方桌，旁边摆着几台
科研设备……日前，走进赵固二
矿申麦成技能大师工作室，扫一
眼室内的布置，看似普普通通，
却为企业创造了很大的经济效
益。

近年来，赵固二矿高级技师
申麦成在工作室内编写了涉及井
下14个岗位、共计22万字的培训

教案，带徒97人次，师徒合力完
成各类创新成果1000多项，其中
28项获国家专利，为企业培养出
包括“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张明
建在内的高技能人才近百名。

这只是焦煤集团利用技能大
师工作室，充分发挥技能领军人
才作用，开展高技能人才培养的
一个缩影。为提高高技能人才培
养的能力和效率，焦煤集团创新
模式，以技能大师工作室为平
台，发挥各类高技能领军人才在
带徒传技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使
技术创新和高技能人才成长互相
融合，畅通技能人才培养渠道，

持续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长期以来，焦煤集团不断深
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注重技能
人才与管理干部、专业技术人才
同步培养、同步发展，建立首席
技能专家、高级技能专家、中级
技能专家、技术能手的定期评选
制度，选拔出尖端技能领军人
才，并不断完善工学结合、理论
教育与实践锻炼并重的开放式技
能人才培养开发体系，引导规划
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促使技能
大师工作室发挥技术“传播站”、
人才“孵化器”的核心作用，加

快为企业培养各类高技能人才的
步伐。

焦煤集团多措并举做好技能
大师工作室的支持、服务、运行
和保障等工作，坚持利用技能大
师工作室，向技术人员全面推广
普及先进的创新理念、技术和工
作方法，组织开展技术攻关、技
能培训、学习交流等活动，让技
能大师将多年积攒的理论和实践
经验传授给技术人员，努力形成
团队优势，对科技创新项目进行
重点攻关、重点突破，既能解决
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又能
提高技术人员的技能水平，确保

高技能人才培养取得实效。
与此同时，焦煤集团还加强技

能大师工作室与高等院校的合作，
充分发挥理论学习与技能训练有
机结合的优势，实现资源信息共
享，促进知识流动、技术转移，进一
步提高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造就
德才兼备的高技能人才。

目前，焦煤集团共有首席技
能专家1人、高级技能专家2人、
中级技能专家10人、技术能手48
人，建成煤炭行业技能大师工作
室 3 个，源源不断地为企业培养
出高素质复合型技能人才，为企
业转型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建立技术“传播站”培育人才“孵化器”

焦煤集团创新模式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 本报讯（通讯员刘建军） 8
月 8 日，笔者从千业水泥公司
获悉，今年前 7 个月，该公司
完成营业收入 35222 万元，实
现利润 10837.97 万元，完成全
年计划利润的200%以上，生产
经营指标全面飘红。

加强管理降成本。该公司
严格实行生产对标管理，比台
时运转效率，比台时能量消
耗，优化生产工艺流程，大力
推行降风操作，使设备台时生
产效率稳中有升。同时，调整
原料配比，大量使用铁矿废
渣、河道淤沙、脱硫石膏、锅
炉炉渣等工业废料，不但实现
了环保发展，而且提高了资源
综合利用效率，降低了生产成
本，为实现高产稳产目标奠定
了基础。

实施创新增效益。该公司
依托创新驱动，不断开展技术
攻关，今年年初以来，分别对
石料破碎系统中的回料装置、
煤磨罗茨风机、煤粉定量喂料

等系统进行技术改造，进一步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
益。尤其是煤粉定量喂料系统
改造，不但节省了用煤量，而
且提高了台时产量，每天多生
产熟料153.8吨。

严抓质量稳市场。该公司
以“优质、高产、低消耗”为
质量工作目标，稳定系统配
料，稳定系统工艺操作，稳定
产品质量，提高市场竞争力；
在生产过程中从矿山开采源头
把关，细化每个生产环节，严
格化验检验程序，赢得了用户
的信赖。

舞活龙头抓销售。该公司
制定机动灵活的水泥销售政
策，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区
域，适时调整销售策略，满足
正常客户需求，做到细水长
流。同时，坚持精准营销，对
客户新建、再建、计划开工的
工程逐一排查，及时跟踪，不
流失任何一个客户，确保水泥
销售稳定向好。

千业水泥公司

利润突破亿元大关

本报讯（通讯员王丹凤、
祁琳） 近日，宝雨山矿围绕

“共建生态文明，共享绿色家
园”主题，开展环境污染防治

“百日会战”，坚持走“节能、
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该矿成立环保治理专项行
动领导小组，下发《宝雨山矿
环境安全考核办法》，将矸山覆
盖巡查、道路扬尘防治、环保
设施管理等相关工作落实到单
位、责任到个人。在环境治理

“百日会战”期间，定期组织人
员对现场环境污染治理及环保
设施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并对
知而不查、查而不改现象严格
按照考核办法对相关责任单位
及责任人进行处罚。

建立矸山日巡查制度，每
天对矸山覆盖情况进行检查，

定期对矸山洒水；对矿区卫生
责任区重新划分，全面落实矿
区道路清扫，洒水降尘措施，
严控扬尘污染；对矸石周转
场、储煤场及其他临时物料堆
存场的裸露料堆进行覆盖，实
现密闭仓储；加大对废气、废
水、噪声等相关环保设施的监
管力度，不得无故擅自停运，
确保做到达标排放。

开展“党政工团大行动，
环境治理献爱心”活动，对家
属区及其周边环境实行包保综
合治理，为职工群众营造良好
的生活环境。同时，该矿对压
风机余热进行利用，将压风机
运行时产生的热量通过循环水
带到澡堂凉水池中，为职工澡
堂提供热水，达到节能减排、
节支降耗的目的。

宝雨山矿

开展环境污染防治“百日会战”

本报讯（通讯员李龙岗）今
年年初以来，演马庄矿进一步加
强党风廉政建设，通过严把风险
查找、制度建设、监督制约三道
关口，加强廉政风险防控，力促
企业安全稳定和谐发展。

严把风险查找关。该矿紧扣
权力运行的关键环节，明确权力
运行责任，以岗位为点，分析重
点、敏感、关键岗位存在的廉政

风险，通过上级为下级找、下级
为上级找、科室 （区队） 管理人
员之间相互找等多种方式，对廉
政风险点进行逐项排查、分类、
细化，责任到人。

严把制度建设关。该矿制定
《廉政风险预警制度》，实现单位
风险点、岗位风险点与不固定性
风险点的无缝对接，在做好分
析、识别、预警工作的基础上，

对各科室、区队正在实施的有关
事项，通过书面提醒，告诫当事
者提高警惕，用制度防控化解潜
在的廉政风险。

严把监督制约关。该矿纪检
监察部门加大监察力度，建立廉
政预警和动态监督风险控制机
制，将制度执行融于对权力运行
的流程控制和实时监督之中，逐
步建立起权力运行的有效监控机
制，实现分权和流程制约，形成
以各项权力为点、以具体业务流
程为线、以制度建设为面的有效
防控模式。

演马庄矿

加强廉政风险防控

本报讯 （通 讯 员张进文）
“我们要紧紧围绕‘井下保安
全，井上保稳定’的工作目标，
努力提高职工幸福指数，为创业
安全、科学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营
造和谐环境……”8 月 9 日，在
九里山矿调度会上，该矿矿长许
成富强调说。

改善工作环境。为给职工营
造安全的工作环境，该矿投入巨

资，先后对矿井通风、瓦斯监
测、综合防尘进行技术改造，提
高矿井安全系数。同时，加大安
全生产设备更新、数字化监测监
控升级、矿井机械自动化推广应
用，提升矿井整体装备水平，减
轻职工劳动强度。

帮扶困难职工。该矿工会定
期对职工生活状况摸排走访，收
集重点对象的家庭生活状况，逐

一建立信息台账，实行领导干部
“一包一”帮扶制度，深入困难职
工家中谈心、送温暖，解决家庭实
际困难。同时，对职工反映的问
题，明确专人负责解决，及时反馈
解决情况。

主动化解矛盾。该矿建立完
善领导接待日制度，通过回音壁信
箱、维权热线、区队信息员收集上
报等形式，拓宽信访渠道，增进了
解、化解矛盾。该矿工会积极发挥
职能协调作用，认真处理劳动关系
矛盾，坚持组织职工代表上岗检查
制度，积极组织开展职工“三最”问
卷调查，确保企业和谐发展。

九里山矿

营造和谐发展环境
今年年初以来，焦煤集团供电处统筹运作、协同发力，紧盯重

点工程，加快电网建设，着力提高电力保障水平，全力推进焦煤集
团发展迈上快车道。图为该处人员昨日在电网改造现场加紧施工。

李 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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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 8 月 11 日电
（记者刘奕湛、郑昕）记者11日
获悉，针对京昆高速安康段发生
大客车碰撞隧道事故，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交
通运输部三部门工作组赶赴现场
指导处置工作，要求认真贯彻落
实好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精神，尽
最大努力抢救伤员，妥善做好事
故善后处置工作。

据了解，三部门工作组抵达
后立即查看事故现场，听取情况
汇报，提出指导意见，前往医院
看望慰问了伤员。工作组强调，
有关各方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

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全力排查安
全隐患，认真查找薄弱环节和突
出问题，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
作，确保社会秩序安全稳定。

8 月 10 日 23 时许，京昆高
速公路安康段秦岭1号隧道发生
一起大客车碰撞隧道事故，造成
车内 36 人死亡，13 人受伤。事
故发生后，当地党委、政府迅速
组织交警、消防、路政、医疗等
部门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勘查、
处置工作。目前伤者已送往当地
医院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
有序开展。

三部门工作组现场指导处置
京昆高速安康段特大交通事故

互放狠话、互相刺激，美国
与朝鲜“嘴仗”升级不仅令两国
关系陷入新一轮紧张，也令全球
资本市场陷入震荡。由于避险情
绪陡然升温，风险资产集体承
压，日元、黄金等避险资产受到
追捧。

当前双方仍为隔空喊话，尚
无实际动作，分析人士认为，对金
融市场的影响或以“短痛”为主。

【新闻事实】
朝鲜军方10日说，将于8月

中旬完成关岛包围打击方案并上
报朝鲜核武力总司令金正恩，方
案内容包括同时发射 4 枚中远程
弹道导弹打击关岛周边 30~40 公
里水域。

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回
应，说自己此前“怒火打击”的
措辞可能还不够强硬，并再次发
出警告：若朝鲜采取行动攻击关
岛，将面临未曾想过的情况。

口水战轮番升级令市场避险
情绪骤升，受此影响，全球股市

普遍下挫，日元走势强劲，金价
继续上涨。

截至10日收盘，道琼斯工业
平均指数、标准普尔 500 种股票
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跌幅
分别为0.93%、1.45%和2.13%。

伦敦股市 《金融时报》 100
种 股 票 平 均 价 格 指 数 跌 幅 为
1.44%，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
数下跌 0.59%，德国法兰克福股
市DAX指数跌幅为1.15%。

东京股市日经 225 种股票平
均价格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0.05%，收于两个多月以来最低
点。

【深度分析】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特朗普

放出狠话后表示，没有任何迹象
显示朝鲜半岛核问题发生急剧变
化。国防部长马蒂斯也说，美方
在寻求解决半岛核问题上以外交
手段为主导。表明美国政府在试
图转圜特朗普的表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1日

表示，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复杂敏
感。中方希望有关各方谨言慎
行，多做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增
进各方互信的事，而不要走彼此
轮番示强，局势不断升级的老路。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
院研究员卞永祖认为，当前冲突
仍在预期范围，金融市场所发生
的震动尚属短期性承压。他说，
美朝冲突令东北亚局势升级，将
对相关当事国产生影响。

首先是美国。美元指数近期
一直下跌，在此背景下，特朗普
的言论不利于美国的国际信用和
经济实力。

其次是日韩。从地缘角度
看，任何擦枪走火都将对韩国产
生难以预测的影响，日本也会受
到波及，未来日韩股市或将出现
波动。

最后，鉴于英国正在“脱
欧”和欧洲内部尚存分歧的现
状，美朝隔空“斗狠”对欧洲影
响较小。

■全球热点

美朝互怼殃及市场 长期冲击或难显现

新华社郑州 8 月 11 日电
（记者王林园）近日，河南省印
发了《关于进一步简政放权完善
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动态调整机制
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扩大和落
实事业单位用人自主权，健全事
业单位岗位设置动态管理机制。

《指导意见》明确了事业单
位在岗位设置方面的“6 个自
主”，即自主制订岗位设置方
案、自主设置岗位标准、自主确
定岗位类别和比例、自主确定专
业技术人员主辅系列岗位、自主
确定岗位设置方案变更、自主决
定聘用人员。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一方面，切

实把岗位设置权限交给用人单
位，全面落实用人单位自主权，
使用人单位能够结合单位实际，
做到按需设岗，充分发挥岗位管
理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切实
把聘用人员权限交给用人单位，
促进用人单位通过竞聘上岗，实
现人员岗位能上能下、待遇能高
能低，实现事业单位用人机制转
换，真正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

该《指导意见》明确事业单
位可结合编制数额变化、人才队
伍发展规划及人员规模变化等，
适时对岗位总量进行调整。实行
员额制管理的事业单位，可将员
额制范围内的人员纳入岗位总量
范围。

河南进一步扩大事业单位用人自主权

●财政部8月11日向甘肃省紧急拨付7000万元
资金，以帮助该省做好严重暴雨洪涝灾害救灾工作

●记者近日从河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
队获悉，针对司机的疲劳驾驶问题，他们联合交通路
面养护部门推出“叫醒服务”，在易发生疲劳驾驶时
段和路况有变化的施工路段，及时提醒司机注意安全

●国家网信办8月11日发布，国家网信办近日
指导北京市、广东省网信办分别对腾讯微信、新浪微
博、百度贴吧立案，并依法展开调查 （据新华社）

8 月 11 日
在九寨沟内荷
叶寨受灾群众
安置点拍摄的
帐篷。

目前，大
批救灾物资已
抵达九寨沟地
震灾区，灾区
群众也陆续领
到帐篷，开始
了 帐 篷 里 的

“新”生活。
薛 玉

斌 摄 （新
华社发）

新华社内罗毕8月11日电（记者金正、王小鹏）摩
加迪沙消息：索马里官员11日说，索首都摩加迪沙中央
监狱当天发生一起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造成包括袭击
者在内至少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索马里军事法庭主席舒特在电话中向新华社确认，
袭击发生在位于中央监狱的清真寺附近，这个清真寺平
时供监狱内部人员使用。1名自杀式袭击者在清真寺入口
处引爆炸弹，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至少2人死亡，1名监
狱官员的汽车也遭到破坏。

舒特说：“每周五，我们都会去这座清真寺做礼拜。
袭击发生时，我和其他人正打算进入清真寺。”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这起袭击事件。索马里
极端组织“青年党”经常发动类似袭击。

“青年党”宣称效忠于“基地”组织，试图推翻索马
里政府，实施宗教法律统治，近年来在索马里及肯尼亚
等邻国多次发动恐怖袭击。

索马里首都一监狱发生
自杀式炸弹袭击致2人死亡

帐篷里的帐篷里的““新新””生活生活

联合国安理会5日一致通过
涉朝鲜的第2371号决议，严厉谴
责朝鲜7月4日和7月28日进行
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要求朝鲜
放弃核武器和导弹计划，并决定
对朝鲜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措
施。

朝方此后回应，朝核问题完全
是美国的责任，朝鲜拥有核力量是
为了应对美国威胁，但不会对除美
国以外的任何国家使用核武器或
以核武器相威胁，除非这一国家加
入了美对朝的军事行动。

美国《华盛顿邮报》8日援引

国防情报局的报告称，朝鲜可能
已经掌握在洲际导弹上装载核弹
头的技术。特朗普随即强势表态
称，朝鲜“最好不要再威胁美国”，
否则将招致前所未有的“暴怒与
打击”。

朝方 9 日回应，为压制和牵
制美国战略轰炸机所在的关岛安
德森空军基地等军事基地，并向
美国发出严重警告，朝鲜正慎重
考虑用“火星-12”型中远程战略
弹道导弹对关岛周边进行包围射
击的作战方案。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相关链接】

股市普跌、黄金反弹……朝
美“嘴仗”升级搅动金融市场。
但这本质上是政治事件，而非金
融风暴，因此对市场的冲击更多
体现在心理上。

朝美局势这一风险因素有待
市场逐步消化，后续发展将持续

受到关注，其不确定性的负面影
响将持续一段时间。

目前来看，在全球经济基本
面并未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
半岛局势紧张造成的动荡仍属短
期风险。

【第一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