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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河煤业公司

“创”平台激发“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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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有通道 成才有保障

徐矿总医院：分秒必争架起“绿色通道”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毅）近年来，徐
矿集团始终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牢固确
立“满眼都是人才”的理念，大力实施“三
才”工作法，创新推出“人才九条”，抓牢

“引育留用管”关键环节，打造了一支政
治坚定、素质过硬、工作一流、作风优良
的人才队伍，为推动绿色转型提供坚强
的人才支撑。

党管人才筑根基。徐矿集团把人才
工作列为“一把手工程”，坚持党管干部、
党管人才，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
导，建立完善“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
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用人单位
发挥主体作用”的人才治理新格局，把人

才发展成效纳入基层党建述职评议和年
度考核。出台《关于建设人才基地的指
导意见》《高校毕业生招聘管理办法》等
一系列具有突破性和吸引力的人才政
策，与中国矿业大学、西安科技大学等高
校建立合作共建机制，设立徐矿奖学金，
落实人才双向挂职制度等，为人才工作
注入新动能。

人才驱动增效能。徐矿集团系统实
施“5145”年轻干部培养工程、“5111”人
才培养工程和“1111”人才培养计划，布
局建设“六大人才培养基地”，建成3家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合作搭建企企、政企、
银企、校企、研企“五大平台”，创新建立

院士工作站、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国家能源深井安全开采及灾害防治重点
实验室等，为人才提供了干事创业、交流
锻炼、创新创造的平台。

改革创新添活力。徐矿集团大力推
进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和方式方法创新，
全面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
理，健全干部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
能下“三项机制”，完善人才收入分配机
制，建立优秀年轻干部、专业技术技能人
才常态化培养选配机制，全面实施干部
选拔任用预审制度，进一步调动各类人
才干事创业激情。

人才成长展风采。徐矿集团坚持以

开放视野、务实举措涵养人才“蓄水池”，
构建成才“生态圈”。搭建校园招聘、社
会招聘、联合办学“三位一体”工作体系，
2017年以来累计引进优秀人才1729人，
新增高级、中初级专业技术人才 3218
人；全面落实“五匠”行动计划，建立“徐
矿集团首席技能大师工作室”等34个创
新工作室，推动技能人才在实践中淬炼
成钢、由“工”变“匠”。打造一支掌握绝
技绝活、擅长实践操作的“徐矿工匠”队
伍，近年来涌现出大国工匠1人、江苏工
匠2人、煤炭行业技能大师5人和全国劳
模2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3人、全国

“五一”巾帼标兵1人、省劳模3人。

“一位老年患者突发右侧肢体不能
活动，正在来院途中。”凌晨时分，徐矿总
医院急诊室电话突然响起。

神经内科主任刘海艳接诊后，发现
患者赵先生言语不清、右肢体无力，症状
在就诊途中进行性加重，至医院时患者
已经出现右肢体不能活动，初步考虑脑
卒中。神经内科值班医生安排立刻联系
卒中中心，紧急启动急诊绿色通道，并协
同介入科、麻醉科立即进入“备战状
态”。按照疫情防控政策，急诊以最快的
速度把患者安排到隔离病房，准备取
栓。经过头颅CT检查排除出血后，刘海
艳带领卒中团队立刻进行静脉溶栓桥接

介入取栓。
从患者入院

到成功取栓，仅
用了16分钟。如
此迅速，全得益
于该院卒中中心
的绿色通道。

对这次疫情
期间发生脑卒中并成功得到救治，赵先生
内心非常激动，“谢谢徐矿总医院，谢谢卒
中中心的医护人员，谢谢刘海艳在这个特
殊时期救我于危难，本来还担心疫情来不
了医院，没想到这么多人帮助我，真的非
常感谢你们。”

生死时速——绿色通道快速溶栓治
疗危急患者

脑卒中，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是
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因血管阻塞导
致血液不能流入大脑而引起脑组织损伤
的一组疾病，包括缺血性和出血性卒
中。这个病到底有多凶险？就好比从

“鬼门关”走过一遭。

不过，缺血性脑卒中病人如果能够
在发病3至4.5小时内进行溶栓治疗，可
能使脑细胞恢复全部或部分功能，这也
被称为脑卒中的“黄金时期”。

徐矿总医院在多年前便意识到脑卒
中的高发性和危险性，建成了卒中中心
多学科协调合作的急性脑卒中静脉溶栓

“绿色通道”。
“‘绿色通道’不仅能够优先收治脑

卒中患者，更能够对患者进行早诊断、早
评估、早治疗。”刘海艳介绍。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徐矿总医
院急诊绿色通道始终畅通，保证广大脑
卒中患者能及时获得救治。

分秒必争——合力疏通生命的“绿
色通道”

为最大限度降低感染风险、满足患者
的需求，完善救治流程，徐矿总医院卒中
中心在刘海艳的带领下，建立了“绿道
群”，科室上下把在日常接诊中遇到的问
题在群里互相交流，集思广益。反复多次
修正调整脑卒中绿色通道，只为能在第一

时间抢救病人，争分夺秒还患者健康。
刘海艳主任深知脑卒中的紧急救治

就是与时间赛跑，一分一秒都耽误不得，
早一分钟为患者溶栓取栓，患者就能多
一点痊愈的可能。

对于急性卒中病人来说，时间就是
大脑，速度就是生命，患者的救治刻不容
缓，虽处于疫情期间，但徐矿总医院“防
疫”与“救治”两不误，对于疫情常态化急
诊救治脑卒中患者具备充分的诊疗经验
及应对策略，专门为脑卒中患者开辟了
绿色通道。

刘海艳反复提醒，对脑卒中患者而
言，每分每秒都非常宝贵，快速识别脑卒
中症状是赢得抢救时间的关键。

刘海艳教给大家一套简单口诀快速
识别脑卒中的中风“120”口诀：1代表“看
到一张不对称的脸”；2代表“查看2只手
臂是否有单侧无力”；0代表“聆（零）听讲
话是否清晰”。如果有上述三种症状之
一，都有可能发生了脑卒中。

（矿总宣）

本报讯（记者 丁娟）“将纺织边角
料混入煤仓与煤一起耦合燃烧，不影响
飞灰炉渣的综合利用，实现了高效环保
处置固废，提供了燃煤替代的实践样
本。”近日，徐矿综合利用发电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今年公司大力推进纺织边
角料等一般工业固废规模化掺烧改造，
已实现连续稳定掺烧20吨/时。

近年来，徐矿集团综合利用发电公
司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始终坚持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扎实做好减煤
替煤控煤“三篇文章”，着力打造火电企
业绿色低碳转型样板。在替煤方面，该

公司深入开拓纺织边角料等一般固废市
场，同时聚力破解一般固废入炉难题，确
保实现固废规模化消纳和高值化利用。
2021年以来，累计处置固废近910吨，
节省标煤326吨。

在减煤方面，该公司利用循环流化
床机组的污染消纳能力，积极推进污泥
煤泥余热烘干项目，让“黑污泥”披上“环
保绿”。目前，其掺烧的城市污泥量已占
徐州市污泥总量的70%以上。同时，企
业多渠道拓展干污泥掺烧合作渠道，合
作方遍布南京、常州、苏州、泰州等地区，
有力推动了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置和资源

化利用。自2019年实施污泥掺烧项目
以来，企业已累计处理焚烧污泥量近14
万吨。

在控煤方面，该公司实施汽轮机
汽封改造及通流间隙调整，提升机组
经济性，降低煤耗1.96个百分点；实施
高效罗茨真空机组改造，较水环真空
泵节电率达85.5%；开展热力系统低位
热能利用技术研究，成功投运机组锅
炉连排水回收系统。目前，企业每年
节省动力煤近7000吨、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1.62万吨、创效近千万元，实现了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徐矿综合利用发电公司

减替控结合促低碳转型

本报讯（通讯员 杨荣）郭家河
煤业公司充分发挥劳模创新工作
室和专业创新组作用，有效激发了
广大产业工人创新活力，为企业发
展注入强动能。

该公司充分发挥劳模示范引
领作用成立了以技术攻关、创新创
效、技术交流和技能人才培养为主
要内容的10个专业创新组，形成
了以公司主导、部门参与、专人负
责的技术创新创效体系。制定下
发《关于加强劳模创新工作室、专
业创新组考核管理的通知》，从目
标方向、工作制度等方面加强劳模
创新工作室和创新组的日常管理，

同时进一步建立完善激励鼓励机
制，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广大产业
工人开展群众性小改小革。举行
2021年度专业创新组创新成果考
评会议，对各专业创新组项目开展
情况进行综合评定，为劳模、工匠、
技术骨干提供探讨交流、取长补短
的平台。

去年以来，该公司各专业创新
组共主持完成科研项目5项，发表
论文13篇，取得专利2项，推广应
用“四新”成果25项，围绕安全生
产完成革新改造18项，解决生产
技术难题23项，带徒传技80名，为
企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讯员 高源

火红五月，练兵正酣。天山脚下，天山矿业公司
在500米井下1403工作面上搭建“演武场”，来自采
煤单位的34名采煤机司机、液压支架工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轮番“登台”展示风采，一较高下。

在支架工比武现场，综采一区支架工靳韶波率
先上场。随着裁判按下计时器，靳韶波手指口述移
架前准备工作:手握操作杆，收回伸缩梁、侧护板，降
柱、调架推移千斤顶与刮板输送机，前移支架，伸出
伸缩梁接实顶板，侧护板护帮，检查操作后初撑力、
收距偏差、架间隙等工程质量。回答相关规程标准
要求用时2分17秒，赢得在场人员好评。

二号选手谭兆折随即上场，“我和老靳都是下了
夜班直接从5108工作面赶过来的，平时我俩就爱

‘较较劲’，这次比武要分个胜负！”
“感觉今天表现不佳，我今后一定利用工作时间

好好打磨技术，争取下次拿个好成绩。”比武后，选手
周后永低调地说。

与此同时，采煤机技术比武现场紧张有序。检
查工作环境、设备状况后，发出开机信号，试机，割
煤、进刀……选手王建国、高传贺、刘志彬轻松过关，
但仍留在现场观赛，“后面还有高手呢，不敢说稳拿名次。”

他们口中的高手是去年参加徐州市技术比武且获评“彭城工匠”的
综采一区煤机手班长杜长海，还有被大家称为“煤机大夫”的综采二区王
德军等，他们的参与，无疑增加了“比武”含金量。

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入职不久的准备工区采煤机司机范鹏、常林林
也都报名参加了比赛，“我们刚入职，参加比赛不仅是锻炼的契机，更是
向高手‘偷师’的好机会。”范鹏打趣道。

此次技术比武是该公司为加快人才技能提升，落实集团公司产改
“双十”行动的重要举措。近年来，该公司大力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先后
有20余名职工通过技术比武，荣获徐州市、徐矿集团、新疆库车市工匠、
最美产业工人、金牌班组长等称号。

本报讯（通讯员 肖
长华）近年来，张双楼矿
大力实施“人才强企”战
略，持续完善教育培训
体系，不断提升教育培
训能力，为企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
支持和人才保障。

该矿建立健全各项
培训管理制度，编制
《“十四五”人才发展规
划》，制定下发《关于推
进张双楼煤矿工人队伍
建设实施意见》，描绘好
未来5年矿井各类人才
培养选拔蓝图。持续改
善培训环境，加大资金
投入，调动了职工学习
培训积极性。投用“网
络+”培训网络系统，实
现了集团公司安全教
育、矿基层单位班前会
安全教育和培训中心课
堂教育三方培训资源共
享。与中国矿业大学联

合开发“煤矿ｅ课堂”网络培训考试平台，
系统录入27个岗位工种考核题库和全矿
职工基础信息，实现了手机随时学习、随
机抽考、学习积分、技能提升及学习考核
网络信息化管理等功能。引进开发煤矿
安全培训智能化虚拟仿真MR/VR培训
平台，让职工学习培训“身临其境”。

该矿强化培训过程控制，严格按照
新培训大纲和培训课时要求制定各工种
培训教案、多媒体教材和视频教材，提升
培训实效。采取“校企双制、工学一体”
的培养模式，与中国矿业大学合作办学，
2018年以来有202人参加了专科阶段函
数学习、102人参加了本科阶段的函数学
习。大力开展“名师带徒”“结对帮带”活
动，搭建“名师出高徒”的人才成长平
台，近两年来累计有500余人实现了技
能晋级。

创新技能导向激励机制，深化分配
制度改革，工资分配向高技能人才、一线
产业工人倾斜，对在岗的中级工、高级
工、技师、高级技师每月分别给予100
元、300元、500元、800元不等的技能津
贴；对劳模创新工作室领军人才、特殊技
能人才、关键技能人才每月分别给予
3000元、2000元、1000元不等的优秀技
能人才特殊津贴，让高技能人才成为企
业的“香饽饽”。

江苏威拉里新材料科技公司大力推进创新驱动战略，聚力攻关核心技术，打造行业隐形冠军。图为该公司职工操作自主
研发、国际领先的EIGA设备进行钛合金粉末雾化生产。 本报记者 尹鸿博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王婉露）华
美建投集团党委牢固树立“满眼
都是人才”理念，在激励上重奖、
培养上优先、使用上加速，为企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
撑。

选好人才，建立专业队伍。该
公司制定下发《关于大力培养选拔
优秀年轻干部三年实施计划》，推
动形成有利于年轻干部快速健康
成长的机制。借助师徒帮学，提升
新入职职工专业知识水平和技术
操作能力。结合建设行业特点，创
造条件支持、鼓励专业岗位年轻干
部参加国家相关执业资格培训考
试，培育青年人才后备军，为企业
发展增后劲。

培养人才，激发创新活力。该
公司进一步健全考察、识别、评价
优秀干部的相关机制，对吃苦耐
劳、有责任心、业绩突出的优秀人

才优先培养，激励更多年轻干部奋
发有为，不断增强干部队伍活力。
实施专业干部素质提升工程，培养
一支年龄结构合理、作风扎实、技
术过硬、满足行业发展需要的干部
人才队伍。坚持“效益决定分配”
的原则，分配制度向技术含量高的
创新岗位，劳动强度大的施工一线
岗位，经营业绩突出的管理骨干倾
斜，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
得实惠。

管好人才，营造干净生态。该
公司用好用活“三项机制”，坚持全
面从严管理和正向激励相结合，为
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坚持
党管人才原则，加强对党员干部的
日常管理和监督，让干部多到一线
去经历“风吹浪打”，在抵御重大风
险和解决重大矛盾中成长成才，在
公司高质量发展中竞相成长、尽展
其能。

华美建投集团

“选培管”助实干者出彩

徐矿集团以开放视野选人育人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