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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群青年人，他们的平均年
龄不到33岁；

他们以矿为家，与设备为伍，井下
是他们的“战场”；

凭借扎实的作风、过硬的技术、顽
强的意志，他们被称为“虎狼之师”；

他们曾荣获“全国青年安全生产示
范岗”、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公司“安全生
产先进班组”等荣誉称号；

他们是陕北矿业韩家湾煤炭公司
综采队机电检修班，他们的座右铭是：
把工作当成事业干！

求知路上他们如饥似渴

夜色下的矿区凉风拂面，职工们或
悠闲地散步于林间小道，或在操场上跑
步锻炼。可职工公寓 108房间，却是另
一番景象，大伙围坐在床沿，正在热烈
地交谈着什么。

“小胡，今天可以啊，都能自己上手
了，等你学成了，我身上的担子也能
轻些。”欧启岗一边说，一边对胡楠竖
起了大拇指。自从上次“拜师大会”上

喝了徒弟小胡敬的拜师茶，他们就结
下了不解之缘。

“欧师傅，把你的经验也给我传授
传授吧！”一旁的张俊认真说道，“技术
不分家，我也想替你分担分担。”原来小
张的师傅最近离矿培训了，可小张却没
有闲着，他还想学“诸子百家”呢。

“李哥，你再给讲讲今天检修采煤
机的过程……”对照着电脑上的电路
图，董彬在虚心地请教着。原来，在早
班生产过程中，采煤机突发故障无法启
动，时间就是效益，李辉临危受命去了
现场，却忘了叫上搭档小董。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丝毫没有感觉
到时间飞逝。“房主”欧启岗还在给大家
分享检修心得，突然抬头看表已经快晚
上11点半了，他幽默地说道，“预知后事
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大家在一阵欢声
笑语中结束了今天的讨论。

创新创效他们大胆尝试

2018年 3月的一天晚上，还在睡梦
中的欧启岗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

醒，区队通知检修班紧急集合。原来工
作面设备无法启动，需要立即抢修。到
达现场后，他们细致排查每个环节，却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为了赶时间，大伙将一台备用开关
通电试验，确认完好后运往井下，可同
样的问题再次出现。地面能用，井下不
能用？上午能用，下午却不能用？什么
情况？大伙陷入了沉思……

经过反复试验，组合开关启动不了
的原因终于查清了，原来是下午用电负
荷大，导致工作面供电电压从 220V降
到了180V，压降过大致使组合开关的接
触器吸合力不够。于是他们在保证安
全的前提下，大胆地将接触器弹簧压力
调小，再合闸试验。成了，工作面再次
响起了机器的轰鸣声！

“弹簧虽小，作用不小，这都是平时
经验的积累。”谈到维修心得欧启岗说
道，“别看创新小，能用就是宝。”

煤海火线他们勇于亮剑

2018 年 5 月 1 号，本是节假日时

间，可工作面却出现新的任务：3303
综采面顶板来压，席子大的矸石横躺
在溜子上，溜子已无法承受这千斤重
压，乖乖“俯首称臣”，双链同时出现
断链。

看着眼前停滞的工作面，检修班的
这群钢铁硬汉脸上神色凝重，大锤砸上
去都蹦锤。没办法！那咱就来硬的，大
伙采取车轮战，每砸一锤，工作面似乎
都在颤抖。

“你两去把单体抬过来。”180斤重
的单体被抬了过来。

“靠着煤机顶，机头电机带上链，机
尾电机带下链，双向使力。”班长在协调
指挥着大伙。

“班长，刮板已经叠加在一起了。”
“措施来了，上电火焊，割多少，补

充多少。”
……
众人拾柴火焰高，大矸在这群硬汉

身上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不情愿地裂开
了，溜子再一次恢复了活力，检修班的
兄弟们用钢铁班的意志征服了眼前这
只“拦路虎”。 （乔慧斌）

韩家湾煤炭公司：这个班组不简单

为提升员工的身心素质，今年
以来，蒲洁能化公司经过充分调
研，了解员工的所需所求，于近期
完成了文体中心的“文”“体”合璧

“惠民工程”，充分调动了员工“阅
读”和“运动”的积极性。

陈蕾蕾 摄

黄陵矿业机电公司
工会紧密围绕做精做优
生产服务，全力打造“可
靠机电、精品机电”目标，
以全面完成全年安全生
产经营目标任务为宗旨，
以强化服务提质量、优化
工艺降成本、夯实基础保
畅通为抓手，结合生产经
营工作实际，着力打造安
全管控平台、人才成长平
台、创新创效平台，不断
为公司生产经营注入新
活力，增加新动能。

打 造 安 全 管 控 平
台。该公司大力实施安
全铸魂工程，深入推进人
的安全行为治理，狠抓过
程管控，坚持岗位描述比
赛不间断，努力提升干部
职工对本岗位安全作业
标准化的认知能力，实现

“让标准成为习惯，让习
惯符合标准”的目标。坚
持“999”岗位安全确认
法，使职工养成作业前预
知、作业中管控、作业后
分析的良好习惯，大力开
展反“三违”系列活动，建
立健全不安全人的行为
档案，集中开展帮教活
动，使不安全人逐步转化
为安全人。开展事故案
例警示教育，建立微信、QQ“三
违”曝光平台，每天对岗位作业
中的不安全人进行曝光，以身边
事教育身边人，不断提升公司整
体安全管控水平和能力。

打造人才成长平台。该公

司以打造一支素质高、技
能强、功夫硬的专业化矿
山机电团队为目标，坚持
内外兼修的人才成长机
制，一方面开展送出去、
请进来、内部对标活动，
丰富职工理论知识，另一
方面定期组织技术比武、
岗位练兵，强化职工实操
能力。同时，在企业内部
进行换岗作业，积极开展
跨专业实践活动，使职工
精一岗、会两岗。结合机
电特色，开展了机电大讲
堂系列活动，高级技师、
专业带头人、技术大拿走
上讲台，同职工交流技术
心得，不断提高人才综合
素质。

打 造 创 新 创 效 平
台。该公司以“一三五”
岗位修炼法为抓手，以岗
位创新创效为宗旨，激发
职工自主创新潜能，发挥
创新最大效能，坚持岗位
练兵推广新工艺、技术培
训学习新技术、技能比赛
攻关新课题三者相结合，
提升职工创新创效能力，
大力开展提一条合理化
建议、学一门新技术、创
一项新成果、改革一项新
工艺、修复一个旧物件的

五个一活动，不断聚合全员创新
创效最大动能。同时建立健全
激励机制，对职工自主完成的创
新项目实行以薪酬福利和职工
名字命名的双重奖励，不断激发
职工的创新热情。 （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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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三年导师带徒计划
天工公司

本报讯 为发挥“传、帮、带”作用，加快新引进大中
专院校学生技术技能培养，建设集团天工公司精心制定
和实施三年导师带徒计划，着力打造青蓝工程，促进青
工成长成才。

该公司缩短青年成长周期，以三年为限，按照专业
对口、双向选择、目标明确、专项指导、效果落地原则，积
极牵线搭桥，为新员工选好职场“领路人”，召开拜师会
议，签订《导师带徒协议书》，制定培养计划和学习任务，
做好阶段考核评价。活动开展以来，得到各基层项目部
的积极响应，共有21对师徒确立培养关系。

三年导师带徒计划，为新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提供
了最贴心的帮助，进一步激发了大家扎根天工、报效天
工的热情。 （常艳强）

■评论

■工会动态

精准帮扶构筑困难职工的温馨“家园”

传传 真真一线

今年以来，彬长矿业公司小
庄矿利用周二、周四晚7点集中
学习时间，组织生产部门工程技
术人员分别走进区队学习室，为

职工讲解“一通三防”、防冲击地
压、地测防治水等专业知识，进
一步提升了职工的操作水平，增
强了安全意识。 关国凤 摄

“百良公司、合阳公司公寓
楼做到了无线网络全覆盖，丰富
了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在防暑
降温方面，公寓楼都配备了空
调、风扇，安装了纯净水直饮机、
热水器等设施，为职工提供了舒
适的住宿环境。”澄合矿业公司
职工代表在巡视过程中交流。

为进一步提高一线职工劳
动安全和健康保障水平，推进
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建设，推动
职代会决议、决定的有效落
实。近日，澄合矿业公司工会
组织该公司部分八届职工代表
及安全监察部、人力资源部、
行政事务处等相关人员，对该
公司所属生产矿井及地面生产
单位的集体合同履行情况，职
工“两堂一舍”管理及卫生状
况，劳动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区队、车间工资分配民主公开
等情况进行了巡视检查。巡视
检查活动中对各单位的亮点工
作进行推广，对存在问题的单
位下发了整改意见书，促进了
企业民生工程建设。

本次职工代表巡视检查工

作分为四个巡视小组，采取“听、
看、询、评、改”方式分别对下属
董矿分公司、合阳公司、百良公
司、董东公司等九家单位进行了
巡视检查。每到一处，通过听汇
报、召开座谈会听取职工群众的
意见、建议，现场查看等方式，对
九家被检单位的职工食堂饭菜
质量、价格、卫生状况，食堂
卫生设施配备情况，夜班职工
的就餐情况；区队、车间工资
分配民主公开工作情况；一线
职工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发
放、使用情况；职业危害场点
劳动保护状况及高温场点劳动
保护情况；职工浴池、公寓的
管理及卫生情况开展了详细检
查。针对巡视中发现的问题，巡
视组成员一一进行了反馈，并提
出了相应的整改建议。

巡视检查结束后，该公司要
求各单位针对存在的问题，树立

“职工利益无小事”的理念，为职
工创造干净舒适的就餐、洗浴和
住宿环境，做好劳动防护用品专
题教育工作，进一步增强职工的
自我防范意识。 （李小妤）

董矿分公司工会

长期以来，澄合董矿分公司工会加大
困难职工脱贫解困工作力度，着眼于帮扶
工作成效，重点解决“帮扶谁”“谁来帮扶”

“怎么帮扶”的问题，切实做到精准帮扶。
今年以来，该公司工会通过创新帮扶思
路，改进帮扶方式，落实帮扶责任，强化帮
扶措施，完善困难职工档案，健全完善领
导干部结对帮扶机制，一对一包保帮扶，
面对面解决难题，更加精准、更加有效地
做好结对帮扶工作，确保被帮扶的困难职
工如期摆脱贫困，为困难职工构筑起了温
馨“家园”。

逐一摸排结对帮扶

“我们有这么多的党员干部，每人帮
助一名困难职工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相信
一定能帮助他们走出困境。”该公司工会

负责人说。
为了做好精准扶贫工作，该公司组织

各基层工会对本单位困难职工具体情况进
行重新摸排、走访，确保不漏一人，真正摸
清每一名困难职工的致困原因。同时，该
公司下发了《关于开展“一对一”精准帮扶
活动的通知》，全公司副科级以上领导干
部在全矿范围内选择一名困难职工结成
帮扶对子，并根据自身工作和困难职工实
际，以电话联系、入户走访、座谈等方式了
解其困难原因和情况，并及时帮助解决。

多渠道发力脱贫攻坚

“目前符合救助条件的职工有百余
人，困难原因和程度各不相同，如果仅仅
在经济上给予简单的帮扶，很难从根本上
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该公司工会扶贫

帮困负责人如是说。
据了解，该公司在开展“金秋助学”

“大病救助”等帮扶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开
展“一对一”帮扶工作，让帮扶人员准确了
解帮扶对象的致困原因，进一步拓宽救助
渠道，提升帮扶工作的针对性和精准性。
同时，对因病、因学致困的，在制度和规定
允许的范围内，给予更多政策上的扶持，
最大限度解决帮扶对象的困难。对于懒
庸不思变、等靠要错误思想严重的，则加
大思想认识上的教育帮扶，积极引导他们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政策宣传、传递脱
困正能量的方式，使其转变思想，振奋精
神，坚定战胜困难的信心。

主动服务精准帮扶

为让“一对一”帮扶真正成为帮扶

困难职工的一项有效举措，该公司坚持
“一帮到底”的原则，将帮扶工作列入干
部管理考核之中。同时，该公司要求所
有帮扶人员必须将帮扶工作作为关心关
爱职工的一件大事，并充分认识到帮扶
的不仅是一名职工，而是一个家庭。如
今在董矿分公司，管理干部们把帮扶对
象当成自己的亲戚、好朋友一样对待，
主动了解、经常联系，随时关注帮扶对
象的所思、所想、所需，并给予有效的
帮助，为帮扶对象起到工作上的指导
员、思想上的疏导员、生活上的辅导员
的作用，使困难职工切实感受到“娘家
人”的温暖和关爱。

截至目前，该公司管理干部已同72名
建档困难职工结对帮扶，让困难职工感受
到企业温暖的同时，增强了脱困信心和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田野 柴艳）

不驰于空想，不鹜于虚声，
不畏艰险，不惧困难，以苦干、实
干成就自我。

“人生”“事业”“梦想”……
都是被我们提了又提，讲了又讲
的词。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
时常说着事业和梦想，又在说的
同时不停地浪费着为之奋斗的
时光。

说不如想，想不如做，只说
不想，只想不做，是不会取得什
么成绩的。唯有埋头苦干，正所
谓但做好事，不问前程之功，方
能长久。

“事业”其实是一个很难量
化的词语，很少有人能说清楚做
到什么程度就算是有了所谓的

“事业”。和“事业”相比“价值”
这个词应该更能体现我们经常
说的一些感觉空洞的词语。与
其说一个人有没有自己的事业，
倒不如看看他在自己所在的位
置有没有发挥他应有的价值。

很多人经常混淆时间的付出和
价值创造，把自己在工作里面时
间的付出等同于自我在工作中
创造价值。但拿青春和生命换
取生活的资本和自己主动去创
造生命的价值简直是天壤之别。

社会分工造就了不同的劳
动岗位，正因为不同岗位的存在
也更细化了原始的社会分工。
每个岗位看似不同，但对于整个
社会体系的运转都至关重要，就
像机器的每个零部位一样，少了
哪一个都存在安全隐患。因此，
发挥自我的价值是成就自我的
重中之重，要发挥自我的价值，
首先必须要有的就是勤劳、实干
的精神。

实干文化绝对不是一句口
号。摇旗呐喊能鼓舞士气，但若
是一直只是一味的摇旗呐喊，而
不付诸实践，反倒会适得其反，
落得一个文化的空壳。文化的
空壳就是说一套做一套，最后大

家都说着，可谁都不信自己说
的，这种现象是很不利于发展
的。具体到企业，要落实实干文
化，就必须因时因地制宜，综合
考虑具体发展因素，不搞文件传
达一刀切，不搞文山会海，工作
留痕和以文件落实文件那一套。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
们生于时代，长于时代，唯有不
负年华，才能对得起自己。时代
的潮流中，可以做不了弄潮儿，
但坚持一颗奋斗和向上的心，时
刻做好自己该做的和能做的事
情。做不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我们也可以不以
物喜，不以己悲，不困于物，不限
于行。 （赵常发）

以真正的实干成就自我
澄合矿业公司工会

职工利益无小事

本报讯 近日，韩城矿业桑树坪二号井举行职工“五
小”创新表彰会，对 2018年上半年“五小”创新成果获奖
个人进行表彰。今年上半年该矿共收集“五小”创新成
果 16项，经过层层审核后最后评选出《瓦斯抽采钻孔防
喷装置》等6项职工“五小”创新优秀成果，直接创造经济
效益 75万元。

该矿以职工技术的小革新、小改进、小设计、小
建议、小发明“五小”活动为抓手，立足本职岗位，
紧紧围绕提质增效、节能环保、循环利用等课题，发
挥聪明才智，积极投身自主创新实践，创新团队通过
专业的技术分析、诊断、改进，解决现场问题，培养
出一批在专业技术领域具有影响力的技能型人才，达
到了提高职工自主创新水平，提升企业创新创效能
力，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目标。

下一步，该矿将继续以创新为驱动，凝心聚力，攻坚
克难，全面提质增效，创新发展，为桑树坪二号井高效、
可持续发展彰显工会崭新作为。 （高静）

“五小”活动增强企业创新活力
桑树坪二号井

本报讯 近日，韩城矿业公司象山矿井工会召开了
十五届工运理论研讨和表彰会，对2018年工运理论优秀
成果进行交流和表彰。

四月初，矿业公司工会工运理论文件下发后，象山
矿井工会召开了年度工运理论研究安排会，结合当前工
作实际确定了重点调研方向和重点课题，成立了工会课
题组，负责完成公司工会安排的重点课题研究，同时将
专职工会干部分组包队，负责全矿工会干部撰写论文的
指导督促、征集上报工作。全矿工会干部共撰写论文32
篇，经过聘请资深人员批改、提出修改意见，工会干部先
后三次修改论文，使本次撰写论文质量有了大幅提升。

会上对10名获奖人员进行了表彰奖励，获奖人员还
在会上交流了自己撰写论文时在确题、出发点、撰写思
路、写作过程等方面的心得体会，互相交流经验、取长补
短。 （韦小梅）

召开工运理论研讨表彰会
象山矿井

本报讯 今年以来，建设集团澄合公司工会抓住干
部职工关注的工资奖金分配焦点问题，采取切实措施，
强化民主管理，有效维护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让企业
工会组织有为有位的作用进一步得到彰显。

该公司工会在职工工资分配监督民主管理过程中，
一是成立了公司、项目部工会二级民主监督网，对工资、
奖金分配进行自下而上的全过程监督。二是公司、项目
部两级工会组织把工资分配作为职工队伍建设的核心
内容，把分配制度张贴在部务公开栏上，并坚持每季度
召开一次工资民主分配会，进一步强化了工资分配的监
督机制。三是该公司、项目部领导班子成员还随时接受
职工对工资分配问题的咨询工作，把工资奖金分配中出
现的问题和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有力地维护了职工利
益，保证了队伍稳定。 （郑启刚）

强化工资分配监督机制促维权
建设澄合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