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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

为 期 三 天 的

新 疆 国 际 交

通 产 业 博 览

会暨“一带一

路”西北智能

交 通 产 业 发

展 大 会 在 新

疆 乌 鲁 木 齐

市 新 疆 国 际

会展中心开幕。京煤集团鑫华源公司作为博览会上唯一一家从

事智能停车、立体停车库研发设计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为展会

带来了公司最新研发的产品。

本次该公司参展的全新一代超薄无线夹持智能搬运泊车机

器人，采用夹轮式搬运，整体厚度仅 90mm，具有超薄、静音、无

线，自动导向、定位、供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亮点，引起了新疆交

通行业专业参展观众的高度关注，在展会现场便收货乌鲁木齐

一政府采购项目，并与乌鲁木齐一客户洽谈智能车库维保售后

项目。在此次展会中该公司还获得了 2021新疆国际交通产业

博览会优秀展示奖并受到新疆兵团电视台现场专访。

鑫华源公司总工程师王耀在“一带一路”西北智能交通产业

发展大会高峰论坛上作《发挥国企责任担当 用科技破解城市

停车难题》开幕演讲，并向展会嘉宾介绍了智能停车设备主要产

品，表达了鑫华源公司愿与各方合作，为新疆、西北地区及“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优质智能停车产品，破解城市停车难问题的

信心和决心。 （鑫华源公司 陈桃宇）

用科技破解城市停车难题
鑫华源公司超薄无线智能停车搬运机器人亮相国际交通产业博览会

今 年 5 月 12
日是第 13 个全国

防灾减灾日。京

能建设集团公司

开展了广泛的防

灾减灾知识普及

宣传活动。

5 月 12 日 当

天，京能建设集团

公司在总部职工

食堂外集中开展了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活动，130多名职工现场

参与，共计发放宣传品 650余册（张）。在“防范化解灾害风险，

筑牢安全发展基础”主题横幅下，安全管理人员向过往的职工

发放了全民应急避险与急救攻略口袋书、折页宣传单、宣传册、

张贴画等提升全民应急技能提升的宣传材料，引导大家在主题

条幅上签字承诺，叮嘱职工在认真学习并了解掌握应急技能知

识、提升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技能水平，为平安京能建设和京能

建设安全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主动向家属和社会居民做好宣

传普及工作，为提升全民安全意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

建和谐社会，做出首都国企职工应有的贡献。

京能建设所属各分（子）公司、项目部，也结合工作实际，在

工作所在地组织开展了安全教育培训、消防演练、人员密集场

所避灾疏散等各类防灾避灾减灾教育及预案演练活动。

（京能建设 马士敖 李琛）

防范化解灾害风险
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京能建设集团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近日，京能电力岱海发电公司四号机组增容至 660MW获

得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审批。至此，该公司 4台机组增容审批工

作全部完成，总装机容量达到2580MW！

岱海发电公司四号机组初设为600MW亚临界燃煤发电机

组，于 2007年 11月投产发电。为响应国家节能减排号召，提高

机组在电力市场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公司各部门协同发力，积

极开展增容及节能减排前期工作和机组调试验证，主动与华北

电网公司、地方各级政府、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沟通协调，完成

了增容至660MW的核准登记。

该公司四号机组增容获得核准后，当年可增加发电量 2.04
亿千瓦时，今后每年相比增容前均可增加优先发电量2.33%，进

一步提升了在京津唐电网的装机容量占比，有效提高了市场可

交易电力总量，拓展了盈利空间。

下一步，岱海发电公司将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双

碳”目标愿景和国家能源结构调整政策，有效利用现有2580MW
火电装机容量、外送输电通道、机组灵活性改造的优势，大力推

进风火打捆项目前期工作，争取早日核准备案。

（岱海发电 杨立斌）

岱海发电公司

成功取得四号机组增容至660MW核准证书

百年未有变局中，我辈安享天下宁。
岂知今天幸福日，无数探索却无功。
前赴后继步不停，一枝独秀唯中共。
历史选择何如此，百年征程与君颂。

一、开天辟地
辛酉夏月石库门，共商大计十三人。
定纲命名开天地，红船启航舞台登。
十二代表再汇申，最大成果乃章程。
最高最低两纲领，方向目标兼指明。

二、投身洪流
三次聚首在羊城，合作议题是中心。
独立原则须坚持，加入他党个人名。
斗争暗流从未停，聚沪决策新局情。
确认失误乃右倾，策略调整新方针。
首提革命领导权，成功必依工农盟。
基本细胞党支部，组织建设转重心。
北伐战场争先锋，势如破竹建功勋。
工人起义大胆尝，工农运动达高峰。
矛盾激化少斗争，妥协退让幻安宁。
恐怖东西南北中，觉醒先驱憾断魂。
紧要关头定思痛，认识不深止批评。
重要问题仅有纲，措施不细难堪任。

三、艰难斗争
八一枪响南昌城，行动回答我抗争。
多地多次多牺牲，力量悬殊难有成。
愤怒宣泄加盲动，左倾思潮占上风。
所幸及时得纠正，会师井冈又见春。
迫于国内恐怖重，六大异邦去举行。
革命性质与形势，统一思想得澄清。
土地重分农翻身，激发无穷革命性。
赣南深山星星火，马列主义初创新。
形势转好脱困境，诱发左倾急性病。
教条纠正冒险经，岂知危害深一重。
民族矛盾愈益深，自顾不暇想远东。
保卫他国也奇葩，盲目遵从实奴性。
关门冒险强对阵，四胜战果一夜崩。
教条错误推顶峰，战略转移走长征。
生死攸关转在遵，四渡赤水如有神。
金沙巧渡甩敌军，泸桥飞夺用兵狠。
南下北上强争论，会师形势蒙阴影。
顾全大局据理争，消灭分裂芽未萌。
佳话相传歃血盟，民族政策初形成。
雪山草地不畏难，宣传播种铸精神。

四、中流砥柱
倭寇辱我日益凶，全面促进战线统。
西安事变和平解，彰显智慧与宽容。
奔赴前线御敌军，平型大捷展威风。
独立自主游击战，敌人丧胆成恶梦。

著述抗战持久论，战争阶段科学分。
激励国人坚信心，必胜结局成竹胸。
对外对内齐斗争，生产不误收获丰。
主观主义思想根，组织文风一起整。
政经文化新纲领，三大作风好传统。
集体智慧毛思想，七大写进党章程。
八年苦难实深重，艰苦奋斗自更生。
为有牺牲多壮志，终将强盗扫出门。

五、伟大胜利
涉险重庆谋和平，双十协定作缓冲。
一朝待到时机到，翻脸一刻也不等。
怎奈民主入人心，祈愿安宁大环境。
现代装备无有用，民心向背才是本。
三大战役最是神，古都无损千古功。
运筹帷幄千里胜，三年时间定乾坤。
己丑十一始执政，人民当家作主人。
二十八载创业艰，最牛团队不虚名。

六、百废待兴
新生政权扛重任，现实形势却严峻。
负隅顽抗匪患存，经济落后满疮孔。
国际地位拒承认，孤立包围加锁封。
骄傲自满渐滋生，享乐腐化思想侵。
卓有成效作斗争，千年匪患今绝根。
西藏和平获解放，政权机构到基层。
恢复发展为中心，重建家园总统领。
翻身大众齐欢欣，专家学者归纷纷。
官僚资本归国营，不平条约都废尽。
集中调运保供应，统一财经收银根。
重拳出击投机商，经济战线宝剑锋。
对待阶级有区分，中华大地万象新。

七、艰辛过渡
外部威胁再预警，毅然援朝出雄兵。
爱国热忱空前涨，浴血三年立国本。
镇反运动同进行，牛鬼蛇神都肃清。
土地改革也完成，社会秩序达安定。
民主改革强推进，首部法律说婚姻。
旧时丑恶坚决除，社会一派新风呈。
重点关系合理整，多措并举促流通。
另辟贸易新路径，进口出口达平衡。
民族团结同样重，区域自治真创新。
毛选学习成热潮，文化建设影响深。
错误思想再纠正，三反五反遏歪风。
过渡时期总路线，五四宪法明确定。
一五外援为中心，强调坚持自主性。
工业体系要完整，红利吃到现如今。
互助合作农先行，资本改造促进程。
谨记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成。

八、曲折发展
吸取经验苏老兄，十大关系精辟论。
主要矛盾分析清，八大确定总方针。
经济关系微调整，头脑清醒反冒进。
处理矛盾再整风，性质差异法不同。
右派分子乘机攻，社会制度遭否定。
形势判断过严重，反右扩大恶果深。

高指标、浮夸风，人民公社大跃进。
客观规律不遵循，不可避免得教训。
察觉问题严重性，整改措施起作用。
庐山纠左变反右，后果着实很心痛。
实事求是回本真，八字方针对策准。
空前大会七千人，纠偏力度仍显轻。

九、挫折教训
文化革命闷雷惊，思想问题乃根本。
大中学校率先行，运动主角红卫兵。
抵制抗争始终存，急转直下变本性。
党内生活陷停顿，个人崇拜达巅峰。
九大探索遇波折，背离客观闹革命。
组织原则全不顾，帮派骨干跻高层。
权力争夺矛盾升，铤而走险出招狠。
惊心动魄叛逃事，惨痛觉醒狂热中。
十大提前修章程，指导方针续左倾。
新结团伙四人帮，破坏更比以前甚。
无愧领袖一世名，不轨图谋未得逞。
关键岗位再任用，大刀阔斧搞整顿。
愤恨熔岩四五喷，群众基础更坚挺。
毅然粉碎反革命，力挽大厦将要倾。
文化发端遭利用，十年浩劫毒害深。
匪夷所思多少事，道是有情也无情。

十、伟大转折
两个凡是新方针，犹疑徘徊缓前进。
真理标准大讨论，思想禁锢获解封。
拨乱反正科教兴，过期政策作调整。
三中全会大转折，重新奋起挫折中。
敏锐察觉新异动，四项原则为基本。
解放思想破僵化，经济建设是中心。
理顺关系识国情，循序渐进量力行。
农村改革胜旱情，双包推广收获丰。
经济改革也试行，自主扩权责任明。
需求销售与亏赢，生产匹配必关心。
对外开放思路新，特区设立在深圳。
转折不变资社姓，国家发展乃根本。

十一、深化开放
全面改革新纲领，同步建设两文明。
世纪目标初确定，五年整党党性纯。
特区建设得真经，扩大开放脚步稳。
沿海滚动向内陆，开放格局依然成。
初级阶段新理论，主要矛盾新确定。
伟大设想三步走，特色道路轮廓清。
经济过热腐败生，反动思潮来煽动。
果断扭转被动局，斗智斗勇脱困境。
九二南巡树信心，系统形成邓理论。
全面指导十四大，市场经济出雏形。
成功实施宏观控，两手齐抓两手硬。
一国两制构想新，港澳回归实践成。
二次飞跃新理论，行动指南入章程。
战略部署跨世纪，十五大后飞速奔。
金融危机严重冲，沉着应对威望升。
民族尊严国主权，坚决果断作斗争。
自身建设大工程，三讲教育抓手准。

三个代表新思想，高举旗帜向前进。
十二、砥砺奋进

一如既往奋力拼，艰难跨入世贸门。
措手不及非典侵，举国同心获全胜。
发展经济仍中心，不触底线气自吞。
南海撞机尚且忍，何况暴雪与地震。
无与伦比办奥运，世博盛会精彩呈。
战略机遇把握紧，生产总值第二名。
科学发展新理论，和谐共生存异同。
全面协调可持续，促进文明与繁荣。

十三、继往开来
十八大后朝夕争，伟大复兴上日程。
全面开创新局面，经济发展政清明。
群众路线活灵魂，夯实基础赢信任。
三严三实教育深，自我革新再提升。
两学一做到基层，常态学习自觉行。
思想净化须教育，刮骨疗毒常自省。
一带一路倡议新，开放合作谋共赢。
主场峰会 G20 ，上合组织共命运。
阅兵庆祝抗战胜，建军沙场秋点兵。
三军齐聚庆国庆，实战战胜建军魂。
主权底线无须忍，南海仲裁闹剧终。
绕岛巡飞乃常态，自家海域航母行。
阿三高原来挑衅，鼠窜现眼又丢人。
双臂拒敌国后盾，快递全球找东风。
高铁名片出国门，天眼矗立望苍穹。
北斗组网已服役，量子纠缠首成功。
蛟龙探海潜水深，和平方舟济世穷。
科技创新眼缭乱，奋力追赶变引领。
经济总量稳步增，零和思维眼中钉。
贸易大棒随意挥，艰难应对越隆冬。
核心利益不低头，核心技术靠自身。
五年鏖战渐从容，任尔川普或拜登。
国内国际双循环，笑看黔驴技到穷。
庚子困难有多重，决战脱贫抗疫情。
制度优势万众心，事实当比雄辩真。
辛丑舌战美高层，有理有节掷有声。
屈辱时代不复返，两度画面狂刷屏。

百年风雨百年辛，奋发图强赤子心。
无论顺境与逆境，从未放弃自我新。
危难时绝处逢生，挫折后毅然奋进。
顺利时精神振奋，失误后拨乱反正。
创新理论与时进，初心不忘记使命。
哪般秘诀来执政，最大底气是人民。
新思想，新引领，全面开启新征程。
百岁诞辰同欢庆，携手共圆中国梦。

党史简说党史简说党史简说
曹红旺

北方四月，枯荣交替，春意渐回，大地蒙上了一层毛

茸茸的绿，寒水依痕，杏花吐蕊，空气中弥漫着春的气息，

勤劳的农民已经开始备耕春播。

孰料，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铺天盖地而至。黄沙

漫漫，遮天蔽日，让人喘不过气来，青绿山水变成了残山

剩水。一幅幅宋元风格的摄影作品刷爆网络世界，一场

气象灾害变成了网民的调侃。大自然的残酷总能被乐观

向上的中国人化解，安土乐天，不屈不挠，生生不息，是中

国人由来已久的优秀品质。

希望的田野上，春耕春种热情不减。

工矿企业里，各项生产如火如荼。

服务岗上，保洁人员清扫着风沙尘土，厂区干干净

净，生活区整整洁洁，办公区窗明几亮。

风沙难阻春忙，粉尘难掩娇颜，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

在春天里辛勤劳作，播种着希望，期待着收获。

劳动者最无畏，劳动者最美丽，劳动者最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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