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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专刊

一年春为首 ，万事行为
先。2 月 18 日，春节假期后的
第一个工作日，淮海实业集团
广大干部职工重整旗鼓进入工
作状态，以饱满的精神、提速的
节奏、实干的作风迎接新一年
的工作挑战，确保各项工作高
效运转，在新起点、新征程上起
好头、开好局。

相山水泥公司及时召开收
心动员会，强调工作纪律，严格
工作要求，督促全员收心，切实
做到人员到位、思想到位、状态
到位，确保2021年各项工作实
现良好开局。

安徽矿机举行庄严的升国
旗仪式，以崭新的姿态、饱满的
激情开启新一年的工作。同
时，公司领导班子成员深入车
间生产一线，给职工送去新年
问候，干部职工纷纷表态，在新
的一年里将加倍努力，勤勉工
作，奋力完成2021年各项目标
任务，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勘科技公司各部室纷纷
召开节后收心会，动员全体职
工迅速收心归位，做到疫情防
控和重点工作开展两手抓、两
不误。同时，该公司对生产车
间进行了安全检查，并督促各
部门开好安全收心会，积极开
展岗位安全教育和培训，切实

保障安全生产。
相王现代公司召开专题

早会，力促职工节后“收心”归
位，开启“奋斗”模式。公司领
导班子成员、机关全体人员、
基层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共
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 春 节 团 拜 会 上 的 重 要 讲
话。会议要求全体职工要发
扬勤劳、奉献、奋斗精神，争当
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围绕
公司年度“五大任务”，齐心协
力加油干、认真思考用心干、
立刻行动马上干、清正廉洁坦
然干，扎实推进养老业态、项
目建设、数字赋能、三项制度
改革、管理创新等重点工作，
全力冲刺完成目标任务。

新宇公司干部职工人到
岗，心归位，迅速投入到紧张有
序的工作之中，各类设备高速
运转，每一个岗位上都有工人
们忙碌的身影，公司上下开足
马力，争创“开门红”。

淮海物流公司党总支组
织召开复工工作会议，动员干
部职工发扬实干苦干的精神，
迅速收心，以时不我待的紧迫
感做好各项工作，为实现新年
开门红起好步、打好底、开好
局。

华星公司领导班子下基
层、进车间，向节后复工的干部
职工送上新春的问候，共叙新
年新机遇新发展，确保做到人
员到位、工作到位、疫情防控到
位。该公司广大干部职工表

示，要以饱满的精神面貌，在新
的一年中撸起袖子加油干，齐
心协力、开拓创新，为圆满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不懈奋斗。

祁南公司机械传动公司
召开全体员工节后收心会 ，动
员干部职工迅速调整状态，以
饱满的工作热情和良好的工
作作风，积极投入到各项工作
中去。会议对新年重点工作
进行了安排部署，要求理清工
作思路，落实工作措施，高标
准、高质量抓好各项工作落
实。

新园公司班子成员深入各
厂点督导检查节后复工工作，
要求各单位要密切关注职工
动态，抓好职工思想动员和收
心工作，确保公司生产经营正
常有序开展。同时，要把安全
生产作为首要任务抓实抓好，
利用班前班后会、安全例会
等，打好“预防针”，绷紧“安全
弦”。

启鑫公司组织开展节后复
工复产专项安全检查，重点对
办公区域、物流园区、居民区水
电气使用、租赁厂点安全消防
物资储备以及疫情防控、应急
值守等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
查。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迅速收
心归位，积极投入生产，同时进
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时刻绷紧
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措施，切实强化安
全生产教育培训，确保新一年
安全生产。

本报讯 近日，淮北矿业集
团、芦岭煤矿相关领导到安徽矿
机，对芦岭煤矿Ⅱ946 综放工作
面采煤机、刮板机、液压支架三
机智能装备进行地面联调测试。

在联调测试现场，三机模拟
井下工作面生产实际进行采煤
各动作的演练，进一步检验各主
要配合参数是否符合采煤工艺
要求，检测三机协同配合的协调
性。经过现场运转评估，三机现
场联调测试顺利通过验收，有力
保障井下工作面安装的顺利推
进，为后续综采自动化、智能化
生产奠定基础。

在进行配套之前，安徽矿

机充分调研了解井下工作面的
相关地质条件，根据矿方招标
要求，深入挖掘现场使用过程
中的痛点问题，进一步优化和
改进液压支架、刮板机制造工
艺，从设计到采购再到制造全
过程，层层把关，严格保证产品
质量，最大程度满足使用环境
条件需求。

同时，该公司也将本次地面
联调测试作为自有队伍加强实
践检验和锻炼提升的宝贵机会，
公司员工进一步系统深入了解

“三机”工作原理，就联调测试过
程中涉及的安全事项及未来井
下运转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一些
常见问题进行分解学习，实现设
备、队伍“同到位、同检验，同达
标”的目的。

本报讯 新年伊始，“红”字
当头。腾岭公司1月份实现收入
超计划 21%，实现利润超计划
67%，迎来了新年首月开门红。

开年以来，该公司认真贯彻
落实集团公司年度工作会议精
神，齐心协力，真抓实干，务实重
行，通过“三强一补”举措，把正
工作方向，把握工作重点，切实
推动生产经营各项工作深入落

实，以新气象新作为奋力开创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

该公司进一步完善经营绩
效考核办法，压实经营厂点责
任，杜绝亏损厂点；加大内外两个
市场的开拓力度，巩固淮矿内部
市场，积极拓展外部市场；深入推
进精益管理，深化内部改革，努力
向管理要效益。公司还对标优秀
单位，找准差距，尽最大力度弥补
内控制度、人力资源、技术装备
等各方面的短板和差距。

腾岭公司迎来“开门红”

1月份实现收入超计划21%

安徽矿机三机地面联调测试
通过矿方验收

相山水泥公司：
过节更要守护安全

“春节期间更要时刻牢记
安全，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
为确保节日平安稳定和后期生
产顺畅，相山水泥公司各部门、
分厂、部室的干部员工坚守在
工作岗位上，认真做好各生产
环节的检查、巡查工作，严格管

理，精准调度，保证各项工作平
稳有序进行。

在春节放假前夕，该公司
对节假日期间的安全生产、环
保运行等工作进行了周密部
署。节日期间，该公司领导班
子轮流带班，落实24小时值班
值守；管理人员每天深入一线，
时刻关注安生生产情况；各厂
点中层管理人员和安全环保管
理人员积极利用走动式管理信
息化系统，深入开展走动式巡
查，实施闭合管理，做到件件有

回声，事事有落实。同时，对检
查出的所有问题隐患都按照

“五定”要求落实整改到位，切
实保障春节期间安全环保形势
稳定。

中勘科技公司：
全力做好对矿服务

在中勘科技公司刘东矿注
浆工地，13名职工坚守在项目
施工一线，开足马力紧张作
业。“做好对矿服务是我们的职

责所在，和工友们一起过节，
也有一番别样的年味儿。”为
完成紧张的注浆施工任务，该
项目施工队细化“时间表”，制
定“施工图”，把节日期间的施
工指标层层进行分解，落实到
每一天，全力保障刘东煤矿采
煤需要。

相王现代公司：
坚守物业服务一线

在万家团圆的新春佳节，

物业人比平时更为忙碌。门岗
管控、安全秩序、清洁卫生、防
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奋战
在服务一线的相王现代公司相
王物业的干部职工，成为节日
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该公司焦化项目部员工们
坚守在餐饮服务保障一线，强
化餐饮监管工作措施，做到食
品安全与疫情防控“两手抓”

“两不误”，全力以赴保障春节
期间饮食安全。

中利电厂项目部员工春节
期间保洁服务不间断，清理卫生
死角、垃圾清运、消毒杀菌，用心
打造干净整洁的项目环境，为节
日增添一份清洁、一份美丽。

淮海物流公司：
充分保障客户需求

淮海物流公司坚持“客户
至上”的宗旨，积极满足客户需
求，节日期间物流运输不间
断。该公司提前谋划，组织储
备煤矸石货源，春节期间每日
安排业务人员现场值守，共计
发运煤矸石2万余吨；认真做好
永钢焦炭业务供应服务，组织
人员前往徐州亿吨港口监督发
运工作，确保物流服务高质量。

万源公司：
全力保障生产安全有序

作为对矿服务单位，万源
公司春节“不打烊”，积极组织
调度生产，干部职工放弃休假，
坚守在矸石生产一线，助力公
司发展跑出“加速度”，为节后
公司工作全面开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在抓好安全生产的同
时，该公司认真落实常态化疫
情防控，强化消杀，细化排查，
落实督导，全力保障生产安全
有序。

这个春节，还有很多像他
们一样坚守在各自岗位的干部
职工，用辛勤劳动为企业高质
量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也
正是他们的坚守和担当，让我
们这个春节别样温暖祥和。致
敬，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每一
位淮海人！

节后上班第一天：收心归位开好局 凝心聚力起好步

安徽矿机举行升国旗仪式。

新宇公司开足马力忙生产。 华星公司领导进车间。

春节我在岗
——致敬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淮海人

春节期间，淮
海实业集团有这样
一群人，他们默默
地坚守在工作岗位
上，奋战在生产第
一线，以实际行动
为企业发展送上最
美的新年祝福，用
“舍”和“守”，诠释
着国企人的责任与
担当，对他们来说，
勇于担当、恪尽职
守就是最特别的
“年味”。

相山水泥公司认真

做好巡查工作。

相王现代公司强化餐饮监管。中勘科技公司职工正在进行项目施工。

■ 记者 邹晨光
摄影 通讯员 黄昆

魏大鹏 张天路

■ 记者 邹晨光
通讯员 郑娟 黄昆 摄影报道

■ 记者 邹晨光 通讯员 李亚

■ 记者 邹晨光
通讯员 郑娟 黄昆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