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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小保当公司大学生课题攻关研究小组

小荷才露尖尖角

入冬以来，陕北矿业柠条塔公司积极开展了
“冬送温暖、情系员工 ”慰问基层员工活动，先后
组织工会干部深入区队、班组了解员工需求，在

井口慰问员工 1200 余人次，为他们送去洗漱用
品、水杯等慰问品 1500 余件，把公司的关爱送到
了员工手中。 白志亮 摄

智慧矿山在建设，煤海
新秀初长成。在刚刚结束的
榆北小保当公司首届员工

“五小”技术创新成果暨“三
绝”展示现场会上，有这么
一个环节引起了公司领导的
好评和关注——课题攻关研
究小组汇报会。笔者作为地
测防治水课题攻关小组的成员之一，参
与了课题的研究和汇报，深知攻关小组
从最初成立到现在初见成效的不易，也
见证了课题攻关小组成员们的研究过程
和成长历程。下面笔者将带领大家一起
了解课题小组成员的研究“秘诀”和内
心感悟。

学以致用是关键

来自综采区的李安宁是矿建施工技
术研究小组的成员，他们小组研究的
课题是 《小保当煤矿采场上覆岩层运
移及矿压规律研究》，在课题攻关汇报
会上他代表小组进行了汇报发言，“研
究课题和准备汇报的阶段，总是想起
在矿大求学的时光，以前是跟着老师
给别的矿做项目，现在是自己跟着组
长给自己公司做课题研究，我一定会

把自己学到的东西运用好，为公司发
展添砖加瓦。现在因为一些实验设备
只有科研院所和高校才有，很多东西
目前还不好实现，这点比较困难，我
们已经在准备和相关高校取得交流，
力争取得更大突破。”汇报会上李安宁
这样说道。在短暂的时间里，他们小
组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下一步他们将
对采场的来压机理、步距和主、亚关
键层分布等内容进行详细研究，为解
决煤壁片帮实现巷道的支护优化提供可
靠的理论数据支撑。

解决问题是核心

《井下临时排水无人值守系统研
究》是智慧化矿山部王忠强小组的研究
课题。自打进入公司，井下排水问题就
引起了王忠强的关注，看着工友们上井

后衣服老是湿的，他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下定决心要解决好井下排水问题。
加入课题攻关小组后，王忠强和杨光耀
组长交流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组长的
大力支持后，他组织小组成员进行了大
量的文献和现场调研，初步制定了排水
系统的硬件布置方案，设计了系统控制
的流程图，他们设计的系统可实现自动
控制，具有运行及故障保护功能。“目前
我们的系统还在建设阶段，还有很大的
进步空间，可能目前我们还不完全具备
解决难题的能力，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
通过学习和研究，能解决一些实际的难
题，为智慧化矿山的建设作出自己应有
的贡献。”

优质平台育英才

“告别校园参加工作后还能有这样

学习和研究的机会我很感激
也很珍惜，虽然只是在业余
时间进行课题探讨，说是研
究课题，同时也是自己一个
非常好的学习和成长的机
会，打心底里感谢公司搭建
的好平台。”安全部的李春
良有感而发，他们课题组研

究的《安全动目标信息系统》已经开始
测试，下一步他们将细化和优化系统功
能，在隐患录入、排除的基础上增加安
全考核、安全生产标准化、安全综合管
理等功能，最终使煤矿安全管理更有针
对性、系统性和科学性。

有句话说得好：企业因梦想而伟
大，员工因平台而成才。面对智慧化矿
山建设的宏伟目标，小保当公司从新招
录的大学生中选拔人才，成立了课题攻
关项目小组，目前成立的 5个小组结合
矿井实际建设生产情况，各自确立了研
究课题并且已经进入课题研究阶段。课
题小组的成立为解决公司发展难题提供
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同时也为新员工搭
建了良好的成长平台，提高了新员工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陈佳龙）

竭诚服务职工群众是《中国工会章程
（修正案）》中工会基本职责新增加的重要
内容。陕北矿业韩家湾煤炭公司工会认
真贯彻全总十七大精神，对工会工作提出
新要求，以创建“职工之家”为抓手，积极
探索精准服务职工的新点子、新思路、新
途径。

暖心举措托起美好生活向往

“在职工最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在
你的身旁，陪你一起经历风雨。”这是陕北
矿业韩家湾煤炭公司工会确立的服务理
念。近日，该公司加强“关爱+”活动模
式，以“十送五关爱”为抓手，打造温馨和
谐的人性化管理模式。职工过生日提供

“五个一”服务（一天带薪休假、一条真情
祝福、一碗暖心长寿面、一份生日礼物、一
个集体生日）；实施 2018年高中考及考研
期间职工带薪休假；为各区队配置医药箱

及应急救护药品；深入职工宿舍开展谈心
活动，了解企情民意，理顺职工情绪；关爱
职工身心健康，开展“夏送清凉、冬送温
暖”活动，组织职工代表开展职业健康保
护巡视工作，为安全生产工作做好服务。
该公司将对职工无微不至的关怀落实在
实际行动上，虽然只是一句微不足道的暖
心话、一颗药、一天假……但它就像一条
连接公司和职工的纽带，让职工深深体会
到来自工会“娘家”的温暖。

近期，公司职工用上了期盼已久的自
来水，管网改造、澡堂整修，为职工公寓配
备床上用品、日常设施等暖心举措更是深
入人心，让职工更舒心。

职工食堂飘来“家”的味道

“餐厅饭菜味道真不错，既能吃饱又
能吃好。”

“是啊，咱们餐厅的饭菜真合我的口

味，有一种在家吃饭的感觉。”
该公司职工餐厅内，两名职工边吃边

赞不绝口。宽敞舒适的就餐环境、干净整
洁的餐桌、丰富多样的菜品，近一段时间
食堂成了职工的热议话题。前段时期饭
菜供应时段、菜品单一等吃饭问题亟待解
决。“有问题咱就尽快解决问题，绝对不能
让职工在吃上犯难。”公司领导在调度会、
班前会上处处叮嘱。为尽快解决问题，工
会工作人员多次调研，全面了解情况，积极
征求职工意见建议，组织职工生活福利委
员会开展新菜品价格听证会，监督职工食
堂“零利润”执行情况。如今，职工餐厅所
有的硬件设施全部到位、餐具焕然一新、菜
谱周周更新，职工食堂不但让职工吃得饱、
吃的好，而且每天饭菜不重样。

八小时外的新举措助力职工成长前行

寒冷的冬天，大家围坐在一起喝茶、

看书，外面寒风萧瑟，室内温暖如春。想
想都是一件很惬意的事，这些场景不是
梦，在该公司成为了现实。

一直以来，为了满足职工对新知识
的追求，该公司工会新建职工阅览室、
音乐茶吧，为职工休闲锻炼提供了基础
设施。目前，该公司图书室有书籍 3100
多册,这些书籍涵盖经济、社会、人文、
技术等方面，在书目的选择上广泛征求
了职工的意见建议。每年公司工会组织
的读书活动都会产生出一批能说会道的

“演说家”，他们走进区队、走向舞台，
用演讲的形式展示自己的读书成果，传
递阅读之美。

去年以来，该公司工会依托职工书屋
平台，组织职工开展“三秦书月”全民读
书、“月运动星、读一本好书”等活动，把读
书活动与岗位成才相结合，进一步拓展职
工的知识面，增强职工与企业对话、合作，
与社会融合的能力。 （刘春妮）

聚焦精准服务职工倍感贴心韩家湾煤炭公司工会

■基层工会

传传 真真一线

春节将至，神木天元公司停车场内车水马龙，又到了
一年一度公司为职工发放节日福利的时间，这已成了多年
来该公司固定不变的传统，总在节日前夕为职工带来浓浓
的年味。 赵常发 摄

本报讯 黄陵矿业瑞能煤业对供热管网进行改造，随着
近日井口热风炉改造工程的顺利完工，该公司也结束了建
矿31年来靠燃煤锅炉供热的历史。

据介绍，该公司供热工程从2017年9月份全面开工，供
热系统改造工程全长 1050米。为了使供热系统达到全覆
盖，该公司在对家属区、工业区供暖管道改造的基础上，对
井口热风炉进行了改造，经过和厂家联系，对设备进行了维
修保养，更换了配件，热风炉改造以后，效果良好。

目前，产煤不烧煤在瑞能煤业已成为现实，不再是职工
家属的梦想，取而代之的是低碳绿色环保，让矿区成了职工
家属的“后花园”。 （王惠军）

瑞能煤业

职工取暖告别燃煤时代

“‘职工上讲台’让我体验
了一回当老师的感觉。其实，我
也不会上课，就是将自己在日常
工作中琢磨出的一些小技巧、小
点子说出来与工友分享，年纪大
点的师傅将他们多年的工作经验
分享给我们年轻人，达到提高工
作效率的目的。”澄合矿业董东煤
业机电部职工王铭说，“今年我上
过两次讲台，每次把自己的想法
能分享给大家，我这心里是满满
的成就感。公司还给我们上课奖

励，这样的活动希望能一直继续
下去。”

去年以来，董东煤业公司因
地制宜，在全矿开设“两学一讲”
小课堂（即学技术、学理论、讲述
身边职工创新故事），将“职工上
讲台、培训到现场”活动延伸开
展。活动开展过程中，该公司坚持
部门主导、队组落实、全员参与的原
则，通过“大课＋小课”的模式，让职
工逐步将以往的“台下听变为台上
讲”。与此同时，公司再加以量化考

核和奖励激励制度，进一步激发职
工主动参与学习的热情，也增强职
工的自信心和成就感，逐渐形成了
公司搭建舞台职工唱主角的“传帮
带”长效培训机制。

截至目前，公司已有 600余名
职工登台授课，不仅使职工参与学
习培训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更使
全员素质得到进一步提升，开拓了
职工教育培训新局面，为企业持续
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张新红 高琦）

从“我听讲”到“我分享”

董东煤业公司开设“两学一讲”小课堂

本报讯 在最近公布的注册造价工程师和一级建造师
成绩榜上，建设集团天工公司有 2名员工以优异的成绩通
过了注册造价工程师考试，5名同志通过一级建造师考
试，刷新了公司历年考试通过纪录，这不仅是公司注册类
执业资格考试的优异成绩，更是公司人才队伍建设取得的
硕果。

近年来，建设集团天工公司坚持人才强企战略，制定
出台了全员学习和建造师考试激励制度，帮助员工处理好
工学矛盾，确保报考人员不掉队不缺考，全力为员工营造良
好的备考环境。同时，优化人才成长环境，把拥有建造师资
格作为选人用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将优秀人才推上重要位
置“压担子”，选拔到重大工程项目“挑大梁”，为优秀人才成
长搭建平台。 （常艳强 校天奇）

天工公司

人才队伍建设结硕果

本报讯 为了全面了解掌握公司所属单位的困难职工
状况，为春节开展“送温暖”活动做准备，建设集团韩城公
司工会对上年度建立困难职工档案的 32户困难职工进行
了全面复核。

通过走访调查、向困难职工单位领导职工了解情况等
方式，认真核实情况，严格把关，认真细致做好本单位困难
职工的调查摸底工作。对家庭收入已经超过建档标准的困
难职工实施脱困；对当年符合困难标准的新建档案，填写
《困难职工档案表》《困难职工解困脱困联系卡》，确定帮扶
联系人，完善所有的建档资料及信息，确保2019年困难职工
人数掌握清楚，致困原因明确，不漏报一户困难职工。经过
严格审核，工会委员会会议通过15名困难帮扶人员，撤销已
脱困的人员17名。 （张艳丽 赵雪娇）

建设韩城公司

困难职工摸底工作全面展开

本报讯 建设澄合分公司不断健全完善企务公开制
度，在工作运作上形成了党委领导、行政支持、各有关部
门协调联动的机制，把企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纳入党建检
查考核体系当中，实行问责机制，从而使这项工作走向制
度化和规范化。

在推行企务公开工作过程中，该公司认真抓好每一个
环节，把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交给职工，定期由相关
部门和职工代表组成的企务公开监督检查小组对各基层单
位部务公开进行监督检查，对在检查中职工提出的合理化
建议和意见，及时收集、归类、整理、上报，并及时将结果反
馈给职工群众，有效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助推了企业健
康、和谐发展。 （何丙玉 李成伟）

建设澄合分公司

企务公开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澄合煤机公司通过每周确定一个课题，让各专业技术
标兵轮流担当讲师，切实提升全员业务技能和班组整体素
质。图为该公司圆环链车间一位技术标兵正在传授编链机
操作技能。 王文亮 摄

黄陵铁运公司

做好职工贴心人

“热起来了，美得很！”
班长罗鹏飞双手紧贴着暖
气，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这一幕发生在黄陵矿业
铁路运输公司工务段龙首
工区的锅炉房内。

据了解，龙首工区是该公司最
偏远的线路维养工区，距离中心生
活区 30多公里。为了保证矿区专
用线的安全平稳运行，工区的职工
们常年坚守在这里，对于他们来说
工区更像是自己的第二个家。

“以前工区冬季取暖，采用小
型燃煤锅炉，污染空气不说，暖气
到了凌晨就不热了，工友们大半夜

都会被冻醒，还要起床往锅炉里加
煤。”罗班长说道。

“今年，公司不但给工区接通
了自来水，还安装了这么一台“宝
贝”，这台电热锅炉只要按一下按
钮就能自动运转，既节能又环保，
一下子解决了我们用水、洗澡、取
暖的大问题。”

据悉，为了给基层一线职工营
造一个健康舒适的生产、生活环

境，近年来，该公司始终坚
持把改善职工生产、生活
环境作为最基础的民心工
程来抓。先后改造了偏远
工区、车站的职工公寓和
食堂，安装了空调、电热锅

炉，使职工住进了温馨的宿舍，吃
上放心可口的饭菜；修建了职工篮
球场、健身房、卡拉OK室、电影俱
乐部等娱乐设施，丰富了职工业余
生活，用真心、耐心和细心换取了
职工的顺心，做好职工的“贴心人”
和“暖心袄”是该公司积极服务职
工的宗旨，也让更多职工感受到了
企业的温暖。 （陈衡 王亦甫）

近日，韩城矿业公司下峪口矿团委开展“读总书
记经典金句，汲取前进力量，助力企业发展”诵读活
动。36名团员青年用语言演绎总书记的家国情怀，传
递高尚精神品质，展现当代煤矿青年职工的责任担当。

马麦丽 摄

“队里知道你的情况特殊，生
活中要是遇到困难就及时和我们
沟通，不要有心理负担，静心养病，
早日康复，我们盼你早日回家。”1
月5日，正值小寒，但是黄陵矿业一
号煤矿掘进一队困难职工王新春
的心却暖暖的，单位领导带队驱车
百里前往铜川新区，将救助金、慰
问品送到王新春家中，提前为他送
去新年祝福和温暖。

王新春是掘进一队原检修班
班长，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深受领导和工友们的好评，但天
不遂人愿,正值壮年的他却在 2017
年 11月查出患有癌症。长期的化
疗，巨额的医疗费让这个本就不
富裕的家庭更加举步维艰。矿上
了解到王新春的情况后，第一时
间送去了救助金，并将他纳入年
度重点帮扶对象，通过职工大病
救助、扶贫帮困等政策，大大减轻
他的经济负担，让他在绝境里看到
了生活的希望。

近年来，一号煤矿加大对困难
职工的帮扶力度，不断完善帮扶机
制，畅通重点帮扶、干部结对
子、职工互助帮扶等渠道，形成
了职工医疗救助、大病救助、困
难帮扶、帮扶慰问的“四重保障
线”，全力确保贫困职工健康有人
管、治病有报销、大病有救助、
困难有帮扶。为了做到精准帮

扶，及时帮扶，该矿构建以矿工会为主线，基层分会
为支点的帮扶网络体系，定期召开基层工会民主座谈
会，及时完善帮扶对象信息，完善困难职工动态管理
档案，变层级传递的“隐形帮扶”为直面职工的“有
形帮扶”。每遇职工生病住院、家庭贫困、患突发疾病
等情况，矿工会在第一时间进行帮扶救助，送去组织
的温暖；每逢召开职代会，工会都会提前召开职工代
表座谈会，听职工言、知职工情、化职工怨、办职工
事、解职工难；每逢重要节假日，工会领导都要带着
慰问品和慰问金深入到困难职工家中走访慰问、看望
并了解职工的生活情况，为困难职工解难事、办实事、
做好事。

据悉，该矿已累计开展患病职工帮扶慰问 394人
次，在职工医疗保险、大病救助、困难帮扶的基础上发放
慰问金69.61万元。 （倪小红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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