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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澄合矿业董东公司坚持
“服务职工、关爱职工”理念，集中精力、精
准发力，大力实施关爱工程、民生工程，全
方位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促使广大职工
的幸福指数不断攀升，让职工把更多的精
力投入到企业的发展中来。

注重技术创新 营造干事氛围

该公司以提高经营效益为出发点，
以技术管理为抓手，打破身份界限，让
班组长、职工都能直接参与到班组生产
技术工作中。通过成立技术攻关小组，
积极营造爱才、惜才和用才的氛围，让
越来越多的职工致力于技术创新，鼓励
岗位职工小改小革，扎实开展技术创
新，切实解决了一大批技术瓶颈难题。
以技术比武为抓手，持续深入开展岗位
练兵，把技术创新当成各岗位的一项重
点考核指标，激发了全员认真学习业

务、积极建言献策的主动性。
日前，该公司已建立劳模创新工作

室，并为职工提供创新创效资金和场所，
带动更多青年职工立足岗位创造价值。
同时，创建青年后备人才库，建立“考核评
价、奖励激励、末位淘汰”三项机制，为职
工搭建广阔的发展平台，全力满足职工的
价值需求，激发职工学知练技的自觉性，
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我是 1997年参加工作的，在采煤一
线已经工作 21年了。从一无所有到一技
傍身，都要感谢企业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平
台，让职工都能够当上技术工人。”陕煤集
团劳模周荣华高兴地对笔者说。

构建帮扶机制 救助困难职工

“领导得知了我的家庭情况，立即为
我建立了困难职工档案，申请了‘双节慰
问’帮扶资金。没过一个月，我就收到了

帮扶资金，咱工人的福利真好。”该公司机
运队职工陈平说道。

针对矿上一小部分因病致贫的困难
职工，该公司建立完善困难职工动态管理
机制，健全困难职工帮扶救助档案，对困
难职工情况做到“六清一明”，即：清楚家
庭住址、清楚生活状况、清楚致困原因、清
楚患病情况、清楚低保情况、清楚子女上
学就业情况，明确救助措施。该公司明确
规定帮扶重点，及时掌握帮扶对象的动态
变化情况，把符合条件的对象及时纳入帮
扶救助范围，真正做到“一个不错过、一个
不放过”。同时，搭建“大病救助、金秋助
学、困难兜底”三项帮扶救助平台，让职工
不仅能吃饱饭，而且能吃好饭。

关注女工健康 彰显人文情怀

“感谢领导和工会组织对女职工的关
爱。这次体检对于我们女工来说，真是件

大好事。今后，我将更加努力工作，发挥
女工‘半边天’作用，用心回报企业的这份
关爱。”该公司女工任改珍如是说。

女工在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各个重要
岗位担当着重要角色。今年，该公司工会
结合煤矿岗位实际，积极主动联系医院来
矿区为所有女职工分批次进行了女工专
项健康检查。合理安排女职工的体检时
间和项目，每天派专人到现场负责，保证
女工体检工作的有序进行。

多年来，该公司一直坚持开展关爱女
职工健康行动“五个一”活动，即：每年为
女职工组织一次健康知识讲座，为女工免
费进行一次全面妇检，为女职工办理一份
特殊疾病保险，按期签订一份女职工特殊
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每月给女职工发
放一份卫生津贴。今年 3月，该公司工会
举办了《陕西省实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知识答题活动，推动女职工维权月
活动深入开展。 （高琦）

下午 3点半，王辉和工友们径直
把车开到了陕北矿业韩家湾煤炭公
司通维队料场，看到接班备料的同
事，迫不及待地下了车说道，“这下好
了，咱们又添了件宝贝，掏槽就像切
豆腐，又快又好！”

工友们听了，呼啦啦围了上来，
七嘴八舌地问着细节。王辉和他的
工友们，犹如凯旋而归般，向接班的
同事兴奋地描述着。

想到以往掏槽，手捧三十余斤重
的风镐，面对坚硬的煤壁，三四人轮
番作业，一个班下来腰酸臂乏，尤其
是仰面掏巷道顶部槽时，不仅煤渣崩
脸，而且费时费力，掏槽成了工友们
头疼的一件事。

解决这个问题是陕北矿业韩家
湾煤炭公司为职工“办实事、解难事”
的具体项目之一，经过反复调研，最
终“巷道修复机”纳入了视线。“铣挖”
功能，不仅能满足掏槽需要，还具有
破碎、装载等功能，能够满足在不同
环境下使用。

王辉和工友们在经过几天的培训后首次上阵施工，
初次尝试了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所带来的实效。劳
动强度大幅降低，掏槽工效大幅提升，让这帮掏槽的硬汉
从心底乐开了花。

“现在，我们两个人，一个班可以干过去四个人，五六
个班的活。虽然，目前我们还不够熟练，需要一个人开机
子，一个人吊挂电缆、水管，但是等到熟练了，我看一个人
都可以……”另一个参与实际操作的王卫东略显炫耀地
吹着牛。王辉和王卫东俨然成了其他工友眼中的“战斗
英雄”，都用羡慕的眼神看着他们，好奇地问东问西，畅想
着以后掏槽省时省力的一幕，他们开心地笑了。 (王孝平)

7月自天气入伏以来，气温连日攀升，
而陕钢龙钢集团一线各单位的生产，却是
热火朝天。

地处陕南的大西沟矿业公司，按照
“提高产量、稳定质量、降低成本”的经营
方针，深入开展劳动竞赛。采矿场的工人
们在烈日的“烤”验下，挥汗如雨，以一份
平凡的坚守，做着“不平凡的付出”，只为
提高矿石产量。焙烧车间热浪滚滚，工人
们紧盯焙烧炉，在精心地操作着，只为确
保焙烧出的矿石粒粒质量达标。选矿车
间里，湿热的潮气闷得人像在“蒸桑拿”，
但没有一个人偷懒或脱岗，他们在选矿机
旁来回巡察，唯恐铁粉被水冲出导流槽造
成浪费。

驻扎在华山脚下的华冶公司，近期的
产品订单像这气温一样节节走高，一线工

人们也斗志不减、干劲高涨，只为早日将
产品交付用户。铆焊车间，焊花朵朵，焊
工师傅们汗流满面，手持焊枪在焊接着铁
水包的缝隙；铆工师傅汗流浃背，手持大
锤在安装着铁水包耳轴。浇铸车间，千度
高温“近在咫尺”，电弧炉里翻滚着的铁水
将偌大的厂房辐射得通红火热，浇铸工们

“心随铁水共奔流、人与钢花同灿烂”，但
见他们熟练地把炼好的铁水从出铁口导
入模具槽，铸造成型，汗珠顺着他们的脸
颊不停滚落，滴在脚下瞬间便蒸发了，厚
厚的阻燃帆布劳保服湿了又干、干了又
湿，汗渍斑斑，他们才是真正见证“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人。

坐落在美丽西府的宝轧公司，工人
们头顶烈日，在操作着国内先进的
Q91Y-800W液压剪断机，将一车车废旧

金属材料，按用户需求尺寸进行着剪
切，并打包成型。“这天气，就是站在这
里啥也不干，不出 10分钟也是一身汗，
这几天，天天都这样。”“不休息吗？”

“休息啥哩，最近钢铁市场好，要趁热打
铁，给公司多创效益，我们的收入也能
高些。”一个工人一边干着手里的活，一
边与笔者进行着对话。

暴雨袭击后的韩塬大地，温度丝毫不
减。华富新能源公司的检修工们在“高
温”里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265平
米余热锅炉需要检修。狭小的平台上，
焊工匍匐着身体在焊接着阀门接口，钳
工猫着腰手持扳手在紧固着法兰螺丝，
仪表工蹲在受限的角落里检查着锅炉压
力表……大家相互配合着检修。油污、
灰尘、汗水混在一起，黏在脸颊和衣服

上，但大家毫无怨言。
在同兴公司轧钢厂，厂房内热如蒸

笼，轧钢工人们顶着滚滚热浪在忙碌着。
汗渍浸透了他们地图般的工服，咸涩的汗
水不时迷住他们的眼睛，但他们依然坚
守。那火红的钢坯被推出加热炉，飞梭着
上了导辊，通过瞬间的粗轧、精轧、剪切等
一道道工序变成精品钢材，尚未冷却就被
打包成捆运往祖国的建设工地。

还有许多单位的一线工人，他们在高
热的工作岗位上，构成一道道独特的风景
线。为了实现追赶超越目标，顺利完成全
年生产经营任务，他们冒着常人难以忍受
的高温，立足岗位展风采，勇于担当比作
为，用勤劳的双手弹奏着一曲曼妙的“战
高温、斗酷暑、保生产”的交响曲。

（王亚军）

传传 真真一线

高温“烤”验下的坚守
龙钢集团一线工人战高温斗酷暑保生产

■工会动态

本报讯 今年以来，澄合煤机公司工会不断优化工
作方法，通过加大职工工资分配监管力度，确保职工工
资分配工作程序化、规范化、民主化、公开化，切实维护
好职工的切身权益，有效促进了企业和谐稳定发展。

该公司工会严格民主管理督查制度落实，每月由工
会牵头，组织纪委、人力资源部、财务资产部等职能部门
的民主管理监督检查小组成员，定期或不定期对各生产
车间的民主管理、职工工资分配情况、分配过程、分配透
明度、分配的公平公正度等进行严格监督检查。通过听
取基层各车间汇报和与职工座谈、查看原始记录、工作
台账及各种职工日常考勤真实情况等方法，对照该公司
经济运行管理规定，每月工资分配和公用经费使用情
况，对发现问题要求限期整改并严追惩处，维护风清气
正的良好环境，促进企业和谐稳定发展。 （王文亮）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澄合煤机公司工会

——董东公司实施关爱工程纪实

“这个井下移动‘阅览室’太
好了，我以后等候车时再也不无聊
了。”爱读报的年轻职工吝柏在 623
工作面移动“阅览室”中掩不住
激动的心情向笔者夸赞道。这是
黄陵矿业一号煤矿在井下配备共
享单车、饮水机、职工餐车等多项
温暖职工措施实施之后的又一项民
心工程。

井下职工移动“阅览室”是该矿
综采一队职工利用废旧的铁皮加工
而成，长约 5米，宽 2米，移动“阅览
室”安置在设备列车上，跟随设备列
车向前移动。移动“阅览室”配备有
供职工洗手的洗手池、休息的椅子、
报夹、书夹、矿泉水、牛奶、面包、方
便面、咖啡等。职工在候车时可以
在此阅览书籍、报刊等，配备专人及

时更新读物，报刊杂志每周更新一
次。

据了解创建“阅览室”的初衷，
就是因为职工等候车时，由于距离
井口近万米，胶轮防爆车到达需要
一定的时间，井下风又大，职工们不
是挤在一起，就是寻找地方避风。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该矿建立了“阅
览室”，不仅可以避风、休息，还可以
学习，一举两得。

井下移动“阅览室”的设立，不
仅缓解了职工在井下候车时焦灼等
待的心情，也给职工获取知识提供
了方便。阅览室一开放，马上赢得
了职工的夸赞。

井下移动“阅览室”不仅是职工
的“文化氧吧”“精神家园”，还是职
工创新创效的“交流站”，技术革新

的“加速器”。
“在 623回风巷，我创新发明了

瓦斯管安全支护装置，解决了职工
在拆除管路过程中瓦斯管道有可能
脱落伤人的隐患。这个成果就是我
在移动‘阅览室’和工友们闲聊出来
的，此成果每年为矿井节约材料费
20多万元。”综采一队机电副队长张
志说道。

如今，移动“阅览室”是人才荟
萃的地方，每当设备、生产系统遇到

“瓶颈”问题时，技能大师、技术骨干
都会到移动“阅览室”，共同研究解
决技术难题。今年以来，共在移动

“阅览室”商量解决转载机超长支护
机架连接销容易脱落等18项技术难
题，为矿上节约生产成本近百万元。

（倪小红 薛振江）

万米井下传来读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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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黄陵矿业机电公司举办了“机电大讲堂”进现
场活动，高级技师、首席员工、专业带头人和技术大拿走
进班组和车间，现场讲解职工在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问
题，不断提升职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曹川 摄

本报讯 近日，韩城矿业公司下峪口矿对采掘、机
电、通风、安全、地测、洗选六个专业的 89名工程技术人
员实行竞聘上岗，考核分笔试和面试答辩，择优聘任到
各技术岗位，满足矿井自动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的
发展需求。

在理论考试的基础上，由工程技术人员结合本岗位
内容，自选答辩课题并制作 PPT现场阐述观点进行答
辩。由矿总工程师牵头，相关矿领导、副总、部室部长组
成的综合评定小组根据课件内容进行现场提问，对工程
技术人员从计划、调查研究、组织指导、综合分析、解决
问题和办公自动化操作等能力进行综合测评。该矿将
按照理论考试成绩和综合测评两项综合成绩总分排名
后择优聘用。对排名前68人进行为期3天的公示，确保
结果公平公正透明。 （马麦丽）

工程技术人员实行竞聘上岗
下峪口矿

民生工程不断线 问需于民聚人心

“如何提高职工的应急故障处理能力？”“怎么解决焦
化园装车推进时，前部无人领车的问题……”近日，黄陵
矿业铁运公司机务段会议室传出讨论声，“四进四问”小
组正在召开“问诊会”，共同商议解决职工在安全生产方
面的困难和诉求。

为加强与职工的沟通联系，畅通段情收集渠道，打通
服务职工“最后一公里”，该公司机务段党支部按照党委
要求每月进现场问安全、进车间（工区）问难点、进班组问
举措，并召开“问诊会”。着力解决制约段内安全、生产、
经营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据介绍，通过“定点咨询+微信群”相结合的方式收集
段内各类意见建议，对于职工反映安全、生产、经营的突
出问题和困难，收集、整理后提交“问诊会”大家一并商量
解决，并实行专人负责制，要求限时办结。

在“问诊会”上，职工王文惠说：“现在正在雨季，机车
用沙量很大，咱们的沙子库房距离机车整备线距离远，每
次当班作业加沙劳动强度很大。”话音刚落，副段长赵文
龙就道出了已梳理好的意见，“这件事要抓紧时间与运
转车间协调，建议在机车整备线旁放置一个沙箱，由特
勤人员按时往沙箱里运送沙子。”当日下午，就将加沙
的事解决了。

自从机务段召开“问诊会”后，大小事都摆到了桌面
上。截至目前，以“问诊会”方式解决各类问题20余件，制
约安全、生产、经营等方面的每一个突出问题，都会得到
及时解决。 （申飞）

7月19日早上6点，为期
12个小时的陕焦公司130万
吨系统大检修工作拉开序
幕，本次检修主要针对炼焦
主体设备和其他辅助设备，
化产系统以及备煤系统也利
用这次检修时间针对自身系
统设备的问题开展了相应的
检查维修。进入三伏天以
来，尽管持续的高温让在检
修现场的员工们挥汗如雨，
但所有人员齐心协力，按照
既定时间保质保量地完成了
大检修全部项目，为后期130
万吨系统设备稳定运行打下
坚实基础。 李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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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诊会”巧解职工“疙瘩事”

本报讯 今年以来，彬长矿业胡家河矿工会加强职
工代表巡视，积极落实“发展为了职工、发展依靠职工”
要求，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职工，不断提升
职工幸福指数，进一步促进和谐企业建设。

该矿通过不定期组织职工代表以分组检查、现场落
实的方式深入井下和地面各个区域进行安全专项巡视，
进一步履行好工会劳动安全监督和职工权益维护职能，
有效维护职工的安全健康发展权益。同时，该矿工会还
不定期组织职工代表到“两堂一舍”进行巡视督导，落实
职工反映的焦点问题，针对发现的问题要求相关单位积
极抓好整改落实，努力提高职工的满意度。 （白海涛）

职工代表专项巡视助力企业和谐发展
胡家河矿工会

本报讯 本着“自愿参加、自行决定、适度补贴”的参
保原则，近日，西煤机公司工会顺利完成“职工医疗互助
保障计划”续保工作。

今年，西煤机公司共有 912名职工参加了职工医疗
互助保障计划，保障期一年，参保费由原来每人 60元调
整为 90元。公司工会为每名参保职工补贴 40元，共计
36480元。同时，今年《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计划》在原有
保障计划内容的基础上，新增加 25类重大疾病保障，进
一步有效缓解了职工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近年来，西煤机公司工会广泛宣传发动职工积极参
加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计划，截至目前，已先后有506名职
工受益，获得医疗救助金252112元。 （郭军凤）

职工医疗互助保障为职工再添保障
西煤机工会

为了满足职工的专业学习需求，近日，澄合董矿分公
司工会为基层各单位发放了相关专业书籍，以提高职工
的专业技能。 李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