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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晓慧
通讯员张鹏霖 封瑶益）高

温褪去，迎来项目施工的

黄金季节。连日来，正定

县政府投资项目代建中心

的建设者们，科学有序组

织施工，撸起袖子加油干，

工程建设按下“快进键”。

机声隆隆、车流不息

……在各代建工程项目现

场，500 余名参建人员抢

抓施工“黄金期”，日夜奋

战、大干攻坚，呈现出一幅

幅如火如荼、聚力攻坚的

劳动景象。

为抢抓项目进度，确

保实现按期保质完工，各

代建工程项目制定了详细

的抢工倒排计划并严格落

实，保障所有设备、人员满

负荷工作。在抢抓工期的

同时，由各项目负责人牵

头，各部门负责人和班组

负责人每天召开碰头会，

总结当天工作，现场解决

实际问题，紧盯现场管理，

增加现场检查和巡查频

次，规避因盲目抢赶施工

进度导致质量安全等事故

发生。并积极配合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坚决打赢蓝

天保卫战，确保工程进度

快速且平稳可控。

项目建设不松劲，疫

情防控不松懈。代建中心

督促各代建项目工地严格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做好

在场工作人员流动管控措

施，对在正定居住的工人

要求家、工地“两点一线”，

对外来工作人员按照“既

进不出”原则，在项目内封

闭管理。同时实行实名制

现场登记，严格执行体温

测量、扫场所码、查验两码

规定，定期组织工人进行

核酸检测，并对各个住宿

区、现场聚集区、出入口等

进行每日不少于2次的消

毒消杀。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面对

来自疫情、环保等多方面

压力，代建中心全体干部

职工表示，将积极投身自

身岗位，“马力全开”抓进

度、抢工期，夯实县域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基础。

正定项目建设施工忙

本报讯（通讯员郭洁清）
“2022年还有四个月就要结束

了，感谢你今年以来在安全生产

中作出的贡献，希望你立足岗

位，继续发扬成绩，助力公司实

现安全生产自然年目标！”9月7

日上午，开滦东欢坨矿业公司综

采二队安全生产先进个人、机电

班班长李维开手机里接到这样

一条由公司党政发出的微信。

像这样的信息，公司每名班组长

以上的基层管理人员都收到了。

进入9月份以来，为巩固今

年以来良好的安全生产局面，强

化后四个月安全生产，开滦东欢

坨矿业公司牢固树立“而今迈步

从头越”的归零思想，全力打好

安全生产“攻坚战”，坚决守好以

人为本的“生命线”、夯实责任主

体的“高压线”、筑牢高质量发展

的“保障线”。

他们充分利用广播、微信等

平台载体，加强形势任务教育，

引导全体员工充分认识实现后

四个月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增强

安全工作的压力感、紧迫感。严

格基层区科安全办公会、安全活

动、班前会、小班前会，对员工开

展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和案例

警示教育，做到有的放矢、入心

入脑。同时，采取各种形式加大

安全警示教育频次，领导干部每

月一次深入基层单位班前会进

行安全宣讲，基层区科正职每周

开展两次安全警示会，每月召开

一次有班组长参加的扩大安全

办公会，切实提高安全生产的思

想认识和政治站位，并认真分析

安全形势，针对薄弱环节进行全

面、细致的分析，制定整改措施，

责任到人，闭环管理，把力量向

安全稳定聚焦。

该公司严格落实带班盯岗

任务，按照指定路线行走，做到

合理安排，确保一人盯一个重点

部位或特殊工程。要求各单位

带班盯岗管技与员工同下同上，

全过程盯好当班安全生产，现场

因地质条件、现场环境、一通三

防、设施设备等发生变化，影响

安全时，有权停止生产，先行处

理问题。周六、日，两十点班、节

假日等特殊时段，现场安排政工

管技以外的人员盯岗，强化保安

力量。

深入推进安全自主管理诚

信履职，重点抓好员工自律评

价、班组自控评价及小班前会、

轮值班组长、手指口述、管技人

员抓“三违”、班组“三重一变”

等制度落实，推进诚信履职。

并充分利用视频矿灯、人员定

位系统加大动态“三违”查处，

严重“三违”人员停工办班 3

天。高质量组织好公司、专业、

区科、班组“四级”安全大检查，

坚持“小事不过班，大事不过

天”。严格落实《煤矿重大事故

隐患判定标准》，责任逐级压

实，压力层层传递。充分利用

智能“双控”系统，确保“两个清

单”导入、更新及时。

该公司强化安全生产标准

化“一面带一路”管理，推进从工

作面向全系统达标转变。加强

日常做标准工作，要求必须实现

动态达标。强化“精品”创建意

识，以现场会的形式鞭策后进，

提高全矿整体安全生产标准化

水平，创优安全生产工作环境。

打响安全生产“攻坚战”

本报讯（通讯员姬涛
吴玉霄）“使用新的切换冷

却模式以来，厚规格结构用

钢、高端管线用钢等一系列

产品横向温度均匀、性能稳

定，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

可。”9月13日，河钢集团唐

钢公司热轧事业部轧机作

业区作业长白东明对技术

人员高兴地反馈着。

“客户对厚规格产品

的落锤冲击性能和均匀性

都有明确要求，这就需要

产品横断面温度波动不能

太大，厚规格产品温度控

制是行业内普遍存在的难

题。”8 月初，轧钢技术专

家信晓兵牵头成立了攻关

团队，着力破解客户提出

的厚规格产品质量难题。

满足客户需求刻不容

缓，攻关团队迅速行动了起

来。经过现场调研，攻关团

队将工作重心锁定在超快

冷和层冷两大冷却区域。

“层冷区域上下共288

根冷却集管，近 200 个阀

门，每一个集管和阀门的使

用情况都可能对温度均匀

性造成影响，我们要全力以

赴快速锁定问题，为高端厚

规格产品质量提供保障。”

信晓兵专家带领团队多次

利用换辊、清洁生产、加热

炉保温等间隙进行两侧水

量的测量和集管水平度的

测量。根据测量和摸排结

果，对模型中阀门响应时

间，各集管流量等参数进行

了修正，进一步保证了温度

控制的精度。

第一次探索过程虽然

对现场设备状态进行了全

面的确认，但横向温差依然

没有很好的改善，信晓兵将

改善聚焦在工艺优化上，自

主研发了切换冷却模式并

开始试验。功夫不负有心

人，他通过优化切换冷却模

式解决了超快冷压力上升

慢、尾部压力波动大和集管

横向流量不均等一系列关

键问题，卷取温度横向温差

有了大幅度减小，彻底解决

了阻碍厚规格产品质量的

重点难题。

河钢集团唐钢公司
全力攻关满足客户需求

99月月1919日日，，河钢集团河钢集团

唐钢公司质量管理部青唐钢公司质量管理部青

年技术人员在对长材产年技术人员在对长材产

品的重量偏差进行分析品的重量偏差进行分析、、

评价评价。。

““质量月质量月””活动开展活动开展

以来以来，，该部团总支积极开该部团总支积极开

展展““质量献计质量献计 倾力青为倾力青为””

质量攻关活动质量攻关活动，，通过引导通过引导

团员青年关注质量与服团员青年关注质量与服

务两大主旋律务两大主旋律，，主动识别主动识别

重点客户需求重点客户需求，，针对棒材针对棒材

产品炼钢工艺进行提碳产品炼钢工艺进行提碳

降锰试验降锰试验，，对生产全过程对生产全过程

的工艺质量进行动态管的工艺质量进行动态管

控控，，此次试验性能符合率此次试验性能符合率

达到达到 100100%%，，现已实现批现已实现批

量生产量生产。。

耿专耿专 孙祥龙孙祥龙 摄摄

本报讯（记者段维佳 通讯员

李昕泉）日前，一台由冀中装备石煤

机公司与铁建重工联合打造的

TTR5/320型硬岩掘进机正在济南

地铁隧道施工中安全高效掘进。

面对岩石硬度达f8以上的全岩隧

道，它充分发挥其敢啃“硬骨头”的

威力，在每天工作时长达16个小时

的连续作业中，运行高效稳定，堪

称同类机型的样板。

石煤机公司与铁建重工于

2020年底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

先后开展了煤矿用掘锚机、地铁隧

道施工装备等产品的深度合作，此

次联合开发的产品主要用于隧道

施工。该款机型集多项先进技术

于一身：截割头截齿采用镐形高强

度截齿，截割效率高；本体架、后

架、履带梁等重要结构件选用高强

度优质钢材，经智能机器人自动焊

接而成，整体稳定性好；液压系统

采用负载敏感变量技术，并使用了

高效水冷和风冷双冷却方式，在实

现高效掘进的同时大幅降低能耗；

水路系统具备反冲洗功能，可定期

清洁滤网，保持水路畅通；电控系

统具有漏电闭锁功能并配有多重

防护、保护装置；整机液压管路、水

路管路、电气线缆等管路、线路布

置整齐、美观，防剐蹭、抗磨损，且

均配备明确标识，组装规范标准；

油缸、变速箱采用整体锻造和焊接

技术，密封性好且坚固耐用；重要

部位采用高强度连接和紧固技术，

具有良好的抗震性；活塞杆表面经

过特殊处理，具有高耐磨性；外观

喷涂采用了先进的环保喷涂工艺

和表面处理技术，涂层牢固美观，

防腐、防锈能力佳；电机、轴承、液

压件等外购件均采用国际知名品

牌，有力保障了整机的可靠性和使

用寿命。

为确保产品品质，研发小组专

门编制了专项质量控制措施，明确

了检验工作重点，制定了出厂检验

规程。此外，技术、生产、质检等单

位都严格按照标准协同作战，全力

打造精品掘进机。

石煤机公司
打造精品高端掘进机

开滦东欢坨矿业公司

本报讯（记者赵晓慧 通讯

员谷米）9月20日，由河北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与北京时装周

平台联袂打造的“时尚河北

日”系列活动于2022北京时装

周王府井会场精彩亮相，红太

羊绒、FENGSANSAN等河北

代表品牌依次带来新季新品

发布，开启京冀纺织服装产业

联动合作新旅程。

冀遇时尚
创享未来

2022 年，由北京时装周

平台携手河北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共同发起了“时尚创享

冀——京冀纺织服装产业联

动升级计划”，旨在进一步深

入响应和落实京津冀协同发

展国家战略，发挥北京时装周

平台的专业资源优势，利用首

都北京的文化引领、设计带动

作用，以及河北省纺织服装产

业的生产加工和空间优势，聚

力壮大区域实力，塑造产业竞

争力，优化京津冀时尚生态

圈，携手加速纺织服装行业转

型升级。

2022 北京时装周期间，

北京时装周组委会及河北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分别于北

京、河北两地远程联动，举行

战略合作云签约仪式，共同

启动京冀纺织服装产业联动

升级计划。

产业协同
深度联动

自创立起，北京时装周就

积极发挥首都引领功能，强化

行业联动和区域协作，带领京

津冀乃至全国时尚文化产业

发展升级。不但每年吸纳来

自天津、河北的优秀青年设计

师在时装周舞台进行新品发

布，邀请天津、河北行业协会

出席北京时装周高峰论坛，还

连年举办京津冀百强设计师/

工艺师推选活动，大赛关注

度、专业化、影响力持续提升，

源源不断地为京津冀和全国

各地挖掘、孵化行业新生力

量，输送后备专业人才。

2022年，两地联动合作再

度深化升级。北京时装周期

间，双方合力打造了“时尚河

北日”热点活动 IP，达成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未来将通过大

师引领、新锐培育、新品发布、

多元推广等多种举措，共同助

推河北时尚品牌设计蜕变、价

值提升和创新升级，引领京津

冀时尚设计新风尚。

河北时尚
组团亮相

本次“时尚河北日”期间，

来自中国羊绒之都——清河县

的红太羊绒品牌带来新中式羊

绒系列新品发布会，来自河北

的优秀青年设计师冯三三则将

中国传统民间元素进行创造和

延续，呈现独具民族风情的高

级定制发布系列。

红太羊绒本季主推“新中

式羊绒”系列。新中式趋势风

格彰显了中国年轻一代与生俱

来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认同和使命感，希望

让更多人体验到源起自然的美

与舒适，最天然的成分100%纯

山羊绒，极简的廓形，淡雅不经

染色的色彩，中式而不反古，表

达着品牌的主张。

FENGSANSAN 品 牌 本

季高级定制发布会将“蒙古族

文化族”作为设计出发点，结合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

服饰”，带来一场不一样的民族

风情视觉盛宴。服装从“新”出

发，将中国传统民间元素进行

创造和延续，将现代生活方式

和蒙古族头饰相结合，通过立

体造型、手工造花、珠绣、盘绣、

豆绣、米粒绣、打籽绣、平绣等

手法，采用立体造型手法造出

手工花朵，让花儿如真实一般

的“长”在衣服上，突破传统平

面表现形式，呈现多维表现力，

充满浪漫气息。

据悉，本届时装周期间，来

自河北省的百诗成等服装品

牌，还参加了于9月15—18日

在工美大厦举办的2022时尚

北京展等活动。

“时尚河北日”亮相2022北京时装周

京冀携手打造热点活动IP

本报讯（通讯员庞英德）
“这些零部件还能二次利用。”

“这个修一修，刚好还能用

上。”在开滦唐山矿业公司（以

下简称山矿公司）洗煤厂检修

车间，检修员曹立春在一堆废

旧零部件中一边“寻宝”一边

念叨，像这样的场景在山矿公

司早已成为常态。

下半年以来，山矿公司强

化现场管理，把降成本作为一

项工作重点，牢固树立“修旧

利废就是节约”的理念，把节

约挖潜的触角延伸到每个岗

位、每名员工，引导员工从不

浪费一个螺栓抓起，在源头上

做实做细成本管控。同时，山

矿公司提出加强物资修旧利

废管理，完善修旧利废项目评

审机制，引导员工紧紧围绕安

全生产工作，从小处着眼、细

节入手，立足岗位和工作实

际，不断挖掘废旧物资的剩余

价值，切实提高员工的成本意

识和节约意识。

翻开修旧利废台账，里面

详细记录了修旧利废的设备

名称、型号、原值、修复费用、

节约费用，同时注明了验收合

格情况。在台账的最后，有一

行亮眼的数字：三季度，山矿

公司合计完成修旧利废 41

项，产生价值62.48万元。

“以前某个设备坏了，就

去领新的，现在第一反应不是

换新的，是看还能不能修好再

利用。”山矿公司经营管理部

负责人介绍说。

修旧利废就是节约，首先

要学会算“精细账”。每个月

底，山矿公司都会根据员工自

主完成的修旧利废项目进行

分析、评审、总结，把员工在成

本管控、修旧利废等方面的

“金点子”变成了实实在在的

效益，定期给员工予以奖励，

切实激发全员投入到创新创

效工作的热情与活力。

走进加工制修中心机加

工车间，现场作业人员正在对

回收的棚梁、螺栓、螺母等进

行重新修复。“让旧品‘物尽其

用’，真正做到了降本增效。”

该中心书记李景坤算了一笔

账：“我们这个月仅修复螺栓

就为公司减少投入24万余元，

别看都是一些小东西，‘芝麻’

虽小，但‘利润’却看得见。”

为了充分挖掘废旧物资

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减少新材

料投入，山矿公司完善了《物

资回收及修旧利废管理办法》

等制度，建立废旧物资回收、

修复、领用台账。为修旧利废

项目制定了系统的检查、鉴

定、验收、评估、奖惩考核流

程，做到“每月有回收、每月有

奖励”。并按照区队、班组层

层分解指标，做到精打细算，

让废旧设备重新走上“工作岗

位”，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及

周转率。

抓“大”不放“小”“旧废”变成宝

今年以来，开滦吕家坨矿业公司聚焦严峻生产经

营形势，眼睛向内，深挖内潜，组织开展了“修旧复用、

加工自制”等活动，减少成本投入，增加企业效益。

图为该公司员工正在组装破碎机。

任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