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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井矿集团凤山化工
对重点工程进行风险辨识

进入9月份，冀中能源邯矿集团郭二庄矿把“防风险、保

平安、迎大庆”作为首要任务，强化安全责任落实，完善保障

措施，深化隐患排查治理。矿级排查认真组织全矿范围内自

查自纠，强化重大风险管控措施现场落实，紧盯22402下面

安装、22204外面初采初放等薄弱环节现场管理，坚决做到零

隐患零事故。各专业突出抓好重大灾害防治，严格瓦斯治理

和防治水措施落实，加大巷道顶板管理力度，做好机电运输

各种设备设施检修维护，营造全员关注安全、参与安全的浓

厚氛围。 （程矿生 樊翠英）

日前，冀中能源井矿集团化工事业部凤山化工公司自主

制作安装的重点工程项目“硝酸盐深度脱氯项目”即将试生

产，该公司组织相关科室工程技术人员、车间设备工艺管理

人员深入“硝酸盐深度脱氯项目”现场，对所有设备、工艺进

行试生产前的风险辨识，要求大家熟悉各项指标、风险和要

求，确保试生产顺利进行。 （高莉娜 杜德芳）

按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度安排，华北

医疗集团峰峰总医院30余名党员干部走进峰峰煤矿展览

馆，共同回顾峰峰集团70年来的风雨历程和沧桑巨变，感

受70年来其厚重历史和辉煌成就。 王立红 摄

今年以来，冀中能源峰峰集

团羊东矿实行管技人员末位淘

汰制，切实增强了管技人员工作

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打造了一支

素质高、能力强、作风硬的精干

高效管理团队。

该矿成立由矿长、党委书记

任组长的综合考评领导小组，下

发《管技人员末位淘汰考评办

法》，每月对井下、地面、职能部

室的正职、副职、工会主席、主管

技术员和一般管理人员进行考

评。考评内容包括工作业绩、敬

业精神、工作纪律、廉洁纪律、队

伍稳定、职工评议、基层机关互

评、领导评价8个方面，综合考

评分数95分及以上为优秀，90

分至95分为称职，80分至90分

为基本称职，70分至80分为不

称职，70分以下为免职。末尾淘

汰管理每季度进行一次，在季度

考评中出现降职、免职的管技人

员对其相应的专业副总及专业

矿领导进行经济处罚。（张利涛）

“除了自然条件和生产过程的优

势外，大米加工也有奥妙，我们现在加

工大米使用的是国内最先进的设备，

加工出来的大米米粒饱满、圆润，不带

米壳，不掉碎屑，深受消费者青睐。”

滦南县曹李庄村昌波米业公司曹昌

波高兴地说。近年来，滦南县柏各庄

镇顺应绿色发展、生态环保的大势，

借助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多措并

举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开展水稻绿色

种植，不断提升大米品质。“柏各庄大

米”2014年通过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

志认证，2019年又成功获批农业农村

部地理标志保护项目。

自然之绿
天时地利成就行业美誉

柏各庄镇素有冀东“三

米之乡”之称，自上世纪50

年代开始种植水稻，经历了从小到

大、从缺乏经验到种植技术的普及，

有效推动了柏各庄水稻规模化发

展。其大米颗粒匀净、入口滑爽、细

腻，糯软香喷、软硬适中，有自然稻香

之味。它的美誉得益于独一无二的

气候与环境。柏各庄地区属东部季

风区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四季分明，

日照充足，雨热同季，年均气温11℃，

年平均降水量636毫米，全年无霜期

188天，特别适宜水稻种植，此为“天

时”优势；特殊的退海地理环境，使柏

各庄一带土质黏重，土壤矿化物质含

量高，加之天然的滦河水灌溉，水清

土沃，此为“地利”优势。柏各庄镇占

据天时地利的优势大力发展水稻种

植，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使“柏

各庄大米”更具影响力。

生态之绿
绿色种植提升专业品质

“柏各庄大米”在种植之初，受到

化肥、农药过量施用的影响，品质有

所下降，柏各庄镇党委、镇政府看在

眼里，急在心上。还原“柏各庄大米”

的原生态、老味道，成为他们一直以

来不懈的追求。该镇积极探索蚯蚓

有机肥改良土壤，有效增加了土壤中

的有机质；引进天然的滦河水作为水

稻种植的基本水源，彻底杜绝了死

水、污水种植等不清洁灌溉；大面积

推广水稻与鱼、鸭、蟹、虾的共生种植

生态栽培模式，鱼、鸭等能清除田中

的杂草，吃掉害虫，排泄物可肥田促

生长，而水稻又为鱼、鸭等生长提供

丰富的天然饵料和良好的栖息条

件，形成了良性的生态循环共生系

统；利用滦南县全国农业大县和奶

牛、生猪养殖大县的优势，把没有农

药残留的牛粪、猪粪、秸秆等制成有

机肥，用有机肥替代化肥，提升土壤

质量；通过人工放生青蛙捕虫、使用

杀虫灯等方式降低农药使用量，达

到生态防治、控制虫害的效果。绿

色种植模式不仅还原了“柏各庄大

米”的传统味道，也有效改善了区域

生态环境。

机制之绿
体系建设缔造高端品牌

域内自成体系，整体良性循环，

追求高端品质，持续健康发展，是“柏

各庄大米”久盛不衰的体制机制保

障。通过增容扩量推进“柏各庄大

米”规模化，其地域保护范围除柏各庄

镇外，还辐射到周边与之土壤气候条

件相近的胡各庄、南堡、东黄坨镇以及

唐山市曹妃甸区、丰南区、乐亭县等，

目前仅冀东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就达到

60万亩，成为“柏各庄大米”稳定的供

应源。通过延伸链条推进“柏各庄大

米”产业化，以建设高标准农业科技示

范园区为载体，以农业合作社建设为

依托，采取“地标产品+合作社+种植

户”的经营模式，实现了优良品种、播

种时间、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和肥水

管理的“五统一”管理模式，不仅做实

了“柏各庄大米”生产程序的每一个节

点，还把大量劳动力吸附在产业链条

上，同时也降低了产业本身的对外依

赖度。通过科技创新推进“柏各庄大

米”高端化，依靠域内力量和外部力量

提升自主研发能力，开展种子自繁自

育，聘请专家给予技术指导，扭转了水

稻种植和大米生产外来品种当家、自

主创新乏力的现象，有力提升了稻米

市场竞争力。通过提升标准推进“柏

各庄大米”品牌化，建立了以知名农产

品品牌为引领、以区域性农产品品牌

为支撑、以地方农产品品牌为主体的

品牌体系，初步形成了“有标可依、按

标生产、凭标流通”的发展格局，使“柏

各庄大米”做成全县乃至全省、全国

知名的农业板块经济。

目前，该镇“柏玉稻花香”“柏玉冀

香粳1号”“尚墨香念米”等“柏各庄大

米”品牌已闻名遐迩，“柏玉”“滦玉”品

牌被评为“河北省名优农产品”“唐山市

特色农产品”。（徐清铭 王晓锐 贾宁）

羊东矿

强化考核打造高效管理团队

8月份以来，峰峰集团邯选厂坚持“提煤质就是提效益，

变思路就会有出路”工作思路，以市场为“靶向”，在提煤质、

促销售上狠下功夫，肥煤、焦煤的库存一降到底，极大提升

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由于入洗原煤煤质变化，该厂生产产品多以瘦煤为主，

导致产品销售趋势缓慢。针对这一现状，邯选厂积极转变

思路促销售，将肥煤经过返仓加工为焦煤产品外销。该产

品以高品质快速吸引了众多用户，供不应求的市场行情，将

月初2万余吨的库存快速下降，实现了肥煤和焦煤零库存

的目标。 （薛瑞）

峰峰集团邯选厂
“靶向”管控促效益提升

邯郸银保监分局曲周监管

组以支持乡村振兴为契机，指

导曲周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通

过“双基共建”+精准扶贫，切实

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

平，全力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

全面开展“双基共建”农村

信用工程。“双基共建”是通过

加强基层农村信用社和基层党

组织的深度合作，充分发挥协

调联动的共建优势，助力乡村

振兴的重要举措。截至目前，

曲周县成立村级金融支农服务

站342个，覆盖面达到100%，

已建档农户32356户，并全部进

行信用等级评定，评定信用户

23581户，授信金额16.25亿元，

用信金额1.1亿元。发展“农村

金融便民店”212家，发放各种

自助机具259台，其中助农服务

终端 212 台。开办农村金融

夜校55次，向农民群众宣传金

融知识、党的农村经济政策。7

月末，曲周联社“双基共建”综

合成绩位居邯郸农信社第一

名。

加大对贫困户的金融扶贫

力度，不断提升支农服务水

平。通过聚焦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基本方略，提升服务水平，

完善工作机制，最大限度发挥

农信社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的优势，全力做好金融扶贫工

作。截至7月末，曲周联社共组

织进村宣传1026次，入户发放

扶贫小额信贷政策明白纸和宣

传挂历各2728张；组织驻村金

融服务工作人员在乡镇悬挂扶

贫小额信贷宣传喷绘40处、展

板1368处。扶贫小额信贷宣传

累计受众人数6621人，建档立

卡 贫 困 户 宣 传 覆 盖 率 达

100%。扶贫小额信贷授信总

户数 63 户，授信金额 172 万

元。同时，专门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建立金融服务档案，精准

持续对接贫困户金融服务需

求，助力贫困户早日实现脱贫。

(武付海 王义川 吕兆举)

宁晋县税务局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一是提高认识。通过

“钉钉”智能办公系统交流

心得，利用“学习强国”平台

开展专题测试；二是提早行

动。由党建部门牵头，对全

局在册党员进行分类梳

理，完善数据信息；三是提

炼典型。主动联合县纪检

部门对基层税务执法行为

进行明察暗访，以零容忍态

度狠刹不正之风，严查违纪

问题。深入提炼宣传信念

坚定、扎根一线、实绩突出

的税务干部先进典型事迹，

充分发挥榜样的引领作

用。 （孙少坤）

基层动态

日前，农业银行新河

县支行召开银企对接会，

邀请了20余家重点企业参

加。对接会上重点介绍了

该行纳税 E 贷、ETC、理

财、保险、债市宝等资产证

券化农行特色产品和融资

渠道以及优惠政策，向企业

展示了丰富多样的特色产

品和服务，对企业提出的资

金需求，制定针对性的服

务产品，多层次、多渠道、

全方位方便实体客户经济

发展，使银企合作更积极、

灵活。 （高光锋 张丽）

承德县税务局利用周

末休息时间举办窗口人员

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重

点对窗口人员的服务礼仪、

仪容仪表、服务用语、沟通

技巧、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等

七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讲

解。通过培训提升服务人

员纳税服务水平和应急处

理能力，补齐纳税服务方

面存在的短板，全面优化

营商环境，提升纳税人满

意度。 （高健 邵世伟） 昌黎供电
为“三农”送服务

为确保税务系统首次

城乡居民两险征收工作平

稳有序进行, 三河市税务

局积极同泃阳西大街新天

地社区居委会取得联系,预

约缴费人,于8月30日完成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

微信渠道和经收银行渠道

缴费测试,及时解决缴费中

出现的新问题。截至9月2

日,微信和经收银行缴费渠

道测试缴费款已成功入库,

为本年度城乡居民社会保

险费征收工作打下坚实基

础。 （刘环宇 许娜）

三河市税务局
城乡两险业务进展顺利

承德县税务局
提升窗口服务能力

近日，沙河市卫生健

康局举行了 2019 年“关

爱女孩 助学行动”双创双

服助学金发放仪式，8名

受助女孩每人获得 2000

元助学金。活动营造了关

爱女孩的浓厚氛围,动员

全社会力量关注女孩成

长，鼓励她们在大学校园

里要继续发扬自强不息、

拼搏进取的优良作风，顺

利完成学业，并早日成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栋

梁之才。 （杨飞 王延芳）

沙河市卫生健康局
实施关爱女孩助学行动

曲周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双基共建”+精准扶贫助力乡村振兴

农业银行新河县支行
银企对接促发展

8月 27日，昌黎县供

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

深入田间帮村民检修抽

水灌溉线路，对各个水利

专变和灌溉点进行了普

查，尽快做好缺陷整改工

作，为农灌抽水设备安全

运行上“保险”。快速组

织共产党员服务队深入

田间、排灌点开展了各种

形式的安全用电宣传活

动，结合现场宣传安全用

电知识。该公司各供电

所营业厅设立了“绿色通

道”，进一步简化手续、缩

短流程，确保“三农”用电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输

送到位，最大限度确保农

户 的 庄 稼 不 受 旱 情 影

响。 （李冀侠）

今年以来，冀中能源峰峰集

团新屯矿工会紧紧围绕企业中

心工作，精准发力，强化职工技

术创新，助推企业健康持续稳定

发展。

该矿工会以集团公司“十佳

标准化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

评选为契机，进一步加强职工创

新工作室建设，积极引导广大职

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弘

扬劳模、工匠精神，深入开展科

技创新、理论创新、管理创新、工

艺创新、流程创新、岗位技术创

新等创新创效活动。以“五小”

为重点，开展“草根创新创效”活

动，设立小改小革奖，鼓励一线

工人创新创造与创效，充分挖掘

广大职工的聪明才智，努力激发

岗位创新点、挖掘提效增收点、

堵住跑冒滴漏点，提高企业经济

效益。大力实施科技兴企，充分

发挥“创新创效苑”、专业技术攻

关小组作用，推行科技项目专业

负责制，深入开展技术攻关。采

煤专业技术攻关小组积极优化

地区设计，通过优化改造-50回

风系统等措施，成功解放-190

浅部煤柱煤炭资源6万余吨，有

效缓解了工作面衔接紧张压

力。积极优化276工作面设计，

减少巷道掘进900米、储量扩大

至37万吨。积极优化工作面结

束密闭工艺，使用新型密闭材料

进行注浆密闭，提高了密闭效

果。机电专业技术攻关小组大

力推广应用自动化，矸石山绞车

房全面实现无人值守，地面东风

井实现远程控制，-190泵房2#

水泵完成排水自动化控制改

造，-190浅部外煤柱工作面应

用无线环网集中控制系统，南翼

三台皮带实现了反转运行开车，

创新改造安装矿车定位综合管

理系统，实现了矿车全时段动态

管控、高效运转。 （戴春良）

新屯矿工会

技术创新助推企业健康发展

滦南水稻种植打造绿色农业发展标杆

石家庄市井陉矿区行政审批局不断创新工作模式，从最

多跑一次清单制定、三书合一的创新、不见面审批等方面再

创“新速”，真正做到了“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

按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求，该区12个单位入驻政务服

务中心，214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了一厅办理。并在精

简环节和“不见面审批”上下足功夫，在创新审批方式、开

展“证照分离”改革上，实现了“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

次”，打造了新时期“服务更优、办事更快、形象更好”的政务

服务平台。 （梁永霞）

井陉矿区行政审批局
创新工作模式再提速

宁晋县税务局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近日，冀中能源峰峰集团万年矿党委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义务奉献日活
动，全矿机关及地面40余名党员对1200余米主井皮带钢丝绳进行了回收更换，进一步锤炼了党员
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图为活动现场。 杨鹤 路佳 摄

郭二庄矿
排查隐患严控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