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M3工会·一线
电 话：029—87344644 E－mail：mhxw2008＠163.com

本版编辑：鲁 静 版式：王 青 校对：风 君

2019年2月12日 星期二

近日，在4#加氢高压换热器备机检修完成后，东
鑫垣公司机修金属镁分厂机加车间迅速把精力投入
到1#加氢高压换热器的备机抢修中，这项工作是他
们春节期间的重点工作之一。 马佳亮 摄

春节值守 高效服务
猪年春节，在澄合百良公司有一群

职工放弃了休假，默默地坚守在井下、车
间、运输等岗位，守护着矿井的安全。

井下水泵工的除夕夜

今年 55岁的综掘二队水泵工郑占
鳌，为了照顾家远的职工回家过年，
每年他都主动向区队申请留勤并要求
上夜班，今年已经是他在井下度过的
第 3 个除夕夜。笔者了解到，郑占鳌
再有一个月就退休了，但他还是要值
这个班，他为的不是加班费而是敬业
与不舍……

除夕夜里，值班领导组织召开班
前会，详细安排井下排水、零活工作
和安全注意事项，叮嘱他们一定要做
好互保联保，确保安全生产。开完会
后，郑占鳌换好工作服，佩戴好各种
安全防护设备和工友一同在井口大厅
安全确认后有序登罐入井，前往运输
巷。由于 516运输巷帮部多处出水量较
大，必须保持 24小时排水。郑占鳌这
个班不仅负责水仓处 2 台水泵的排
水，还需要不间断地巡查各个出水点
的出水情况，一个班下来，700多米的
巷道跑了两个来回，同时还要完成 20
米的水沟清挖工作。

行走在巡逻的路上

过年了，值班人员要保证在岗在位，
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护矿队，除夕烟花
爆竹的大量燃放，是火灾的高发期。为
了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火情，护矿队的
队员们在初一凌晨鞭炮集中燃放前，在
库房、锅炉房、井口做好巡查工作，及时
排查火灾隐患，确保有效预防和应对各
类火灾事故的发生。

节日前夕，矿综治办专门制定了一
套《关于春节期间治安保卫工作的实施
意见》和《处置突发性事件应急预案》。
护矿队的队员们一天的巡逻任务安排得
满满当当，但队员们却丝毫不敢大意，巡
查较往常更为密集。

伴着熟悉的旋律，猪年春节联欢
晚会如约而至，此时此刻，他们又重新
巡视了一遍，坚守岗位的队员们依然
在门卫岗和巡逻的路上，因为有这样
一群人在默默地付出，才换来了矿区
的平安祥和。

瓦斯检查员的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早上，对王伟龙来说，依旧
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早班，王伟龙

和工友们开完班前会，携带好矿灯、自救
器、瓦斯检查仪、便携仪和笔记本快速更
衣入井。他负责该矿 518采区的瓦斯巡
检工作。518采区是该矿最边远的一个
采区。途经皮带巷、回风巷共计 56个瓦
斯监测点，跑完一趟至少要步行6公里。

为了确保春节期间工作面停产安
全，按要求每个班必须对这 56个监测点
进行 2次细致的安全监测。每到一个监
测点，他仔细观察瓦斯探头仪器上显示
的数值，举起瓦斯检查仪认真检查，将检
测结果进行核对，然后掏出笔记本，将时
间和瓦斯浓度记录下来。

“老值守”巡视供电供热

潘增祥在公司工作已经 6年了，尽
管家近在咫尺，却不回家，他一人负责着
地面供电供热的巡视。老潘在年轻职
工眼里口碑很好是一个大家学习的好
班长。说到过年，潘增祥说：“我也想跟
家人一起过个团圆年，可是我们的工作
性质就是这样，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走
开，地面供电供热不能出一点问题，我
守着放心。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我的
孩子都参加工作了，我在哪过年都一样，
关键是要让职工上下班能洗个热水澡，
宿舍、办公区暖气正常。”

这么多年来，潘增祥从来没有与家
人过一个团圆年，更别说走亲访友、吃
喝玩乐了。而这一切，在潘增祥这位老
党员看来是值得的，因为他牺牲了自己
的时间，却换来更多人拥有节日的温暖
和欢乐。

火眼金睛调度员春节值守

年三十晚上，百良公司调度室里一片
繁忙，调度员在调度前线指挥井下井上、
协调工作、监控设备、收发信息，他们各司
其职，坚守如初。对于他们而言，10多小
时的夜班意味着不能和家人团圆，只能对
着监控大屏与设备为伴与安全相随。

在调度室摆放着一排 15米的工作
台，工作台上十几台电脑分别显示着不
同系统的画面，正前方电子大屏幕实时
监视着整个矿井变化，工作人员时而凝
视监控画面，时而接听现场工作汇报，时
而低头做各种记录……调度室工作一年
365天无假日，每天 24小时有人值守。
这就意味着不管是万籁俱静的午夜还是
亲朋团聚的节日，他们都必须驻守在岗
位上，不能有半点闪失。

有耕耘才会有收获。正是有了这样
一群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职工，才换来
矿区的安全高效发展。 （张冬梅）

瑞能煤业：厂务公开点亮“民心”

■基层工会

传传 真真一线

本报讯 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工会牢固树立
职工利益无小事的理念，紧紧围绕公司生产经营中
心，从大处着手小处着眼，充分发挥“娘家人”作用，积
极为职工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让职工在亲情关爱中
真正感受到浓厚“家”的氛围。

该公司工会连续 6年举办了电焊工、钳工、起重
工等不同工种的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活动，以赛促
学，有效促进了一线青工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普遍
提高。

去年以来，该公司加大创新创效力度，大力开展
网上练兵、技术创新活动，季度通报奖罚，有效激发了
广大职工创新创效的热情。 （刘静）

建设机电安装公司

积极服务职工促进企业发展

日前，在澄合董东
煤业公司二届二次职工
代表大会上，各代表积
极讨论，审议通过了二
届二次职代会提案征集
情况报告，共汇报问题
建议提案 43条，归类整
理为 14条，提案内容涉
及基础设施、经营管理、
安全生产等方面。

会后，该公司立即
召开专项会议，提案审
理委员会专门对这 14
条提案进行了答复，并
落实责任部门跟踪各项
工作开展，及时汇报工
作进展情况。

经过短短一周，近
十条提案就已经得到了
落实。

“2019 年，职工都
感受到制约公司效益提
升的关键是煤质问题，
希望公司能够重视煤质
管理……”提案人田沛
雨说，“我们职工都希望
公司效益好、发展好，我
们的生活才会更好。”

今年，公司将煤质提
升作为经营管理的关键
因素，同时制定了专项措
施，由生产技术部专人负
责煤质管理，销售及其他
相关部室协同解决，提升
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目
前，针对提升煤质管理的
相关事宜正有条不紊地
推进中。

提案人王明提出的
“加强职工浴室管理”的提案，
引起了广大职工的一致认同。

综采队问永华也有同感，
“我们这下井上来时，一班几十
个人挤在同一个时间段洗浴，
不但拥挤，浴室卫生情况肯定
也相对要差啊。”

对此，该公司针对职工提

出的实际问题，要求浴
室负责人严格落实“浴
室 24小时开放”制度，
责令污水站加强管理，
按时巡逻，对影响职工
洗浴的问题，必须从快
解决，不能拖延，标准
化专业组要加强监督
管理。

如今，该公司浴室
在每天定时集中清理的
基础上，实行工作人员
走动式卫生清理制度，
最大限度保持了浴室的
干净整洁，同时把每周
五定为浴室设施检修时
间，确保职工的洗浴设
备完好，为干部职工创
造了一个良好的洗浴环
境。王明表示，对此提
案的落实情况很满意。

除此之外，对于广
大职工所关注的“矿区
门口停车难”的问题，
公司已经开放矿内部
广场区域，为广大员工
停放车辆提供方便；就

“三班制职工餐厅买饭
难”的问题，该公司专门开
通了“一线职工就餐通
道”，职工餐厅实行24小
时开放，保证上下井的每
名职工都能吃上热汤热
饭；关于“空气能设备管
理”的问题，该公司在去
年 7月份已经开始对空
气能设备加装防护栏，目
前已经安装完毕。

“职工想什么，我
们就解决什么！”该公司工会主
席段和平介绍说，这一项项提
案如期落实，不仅体现了广大
职工积极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
共谋企业发展的积极态度，更
增强了职工的凝聚力、向心
力，促进了企业的科学稳定和
谐发展。 （张新红 高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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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陕北矿业韩家湾
煤炭公司以“满意在餐厅”活动
为主线，对职工“面对面”问需

求、“心贴心”抓服务，以“舌尖
上的幸福”抓住了职工的胃、温
暖了职工的心。 刘鹏飞 摄

“我和小王在一个班组上班，为什么他
的工资比我高一点？”“你看，工资奖励项里
面的200元，是他在公司岗位描述抽查中表
现突出，成绩优异，将奖励兑现细化后做到
奖金里面了。”

“怪不得人家的工资比我高一点，原来
是岗位描述背得好，下次我也要争取拿到
这个奖励。”这是近日在黄陵矿业瑞能煤业
运输队召开班前会之前，职工雷文超和刘
高飞看队务公开情况时的对话。

区队大事全都“晒”在墙上

马永红是瑞能煤业综采队的职工，每
天上班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来到学习室看队
务公开栏。在这里，区队的大事全都“晒”
在墙上——区队工资结算表、分配方案、个
人考勤表、工资表等，职工通过看队务公开
栏，就能明白当月工资分配情况。

2018 年，为了创新厂务公开管理模
式，该公司先后修订完善了《职工代表大
会制度》《厂务公开实施办法》《民主议事

程序》和《职代会达标实施办法》等管理
制度，从制度上保障了厂务公开工作的有
效落实。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采用职工代
表大会、党委会、经理办公会、中层干部
会、职工座谈会、公示栏、职工代表巡
视、意见箱等多种方式听取职工的意见
和建议，全方位开展创建工作，以维权
保民生、以服务保和谐，切实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

“职工的心安定了，安全也有保障了，
生产效率自然就提升了。”说起职工的新变
化，综采队工会负责人张文其说。

延伸监管公开上墙全覆盖

“结合公司制定的《瑞能煤业人的安全
行为治理考核补充规定》，每月按时进行考
核，并将考核结果与职工工资挂钩，实行月
度结算兑现，有力推进了人的安全行为治
理工作。”机电队人的行为治理专干孟祥龙
看着队务公开栏里面的内容，给职工介绍
人的安全行为治理考核补充规定。

这样做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职工的积极性提高了，2018年机电

队被公司授予人的安全行为治理先进集
体。”孟祥龙自信地说道。

为确保“六公开、六上墙”工作在各区
队同步调、同标准地开展，瑞能煤业按照厂
务公开管理办法要求，每月组织工会、资产
财务、人力资源部、党群工作部等部门对各
区队公开的时间、内容、标准、程序、形式等
内容进行考核检查，确保队务公开的规范
性和时效性。

在此基础上，该公司进一步建立完善
了“六公开、六上墙”的监督考核机制，由纪
委联合工会、人力资源部等部门定期开展

“六公开、六上墙”专项检查，形成了党委领
导、行政实施、纪委监督、工会推动、全员参
与的新格局，做到了阳光分配。

阳光下和谐之花魅力绽放

“知企情，办企事，让职工做企业的主
人。”这是瑞能煤业实行民主管理厂务公开

的最终目的。如今，有了了解厂务的窗口
和平台，职工的眼睛明了 ，心里亮了，干劲
儿更足了。

瑞能煤业在厂务公开制度实施过程
中，严格按照“三重一大”文件要求，从实际
出发，坚持公开、公正、准确、真实的原则，
明确所公开项目的内容、范围、形式、时间
等，让职工群众充分拥有对企业生产经营、
改革发展全过程的知情权，让职工知矿情、
明矿事，进而增强企业凝聚力，激发职工工
作热情。

工作中，瑞能煤业注重抓好人的核心
因素，不断完善区队队务公开内容，即把现
场安全、生产、质量、任务的完成与安全管
理有机统一、系统考核。激发组员与组员
之间、组与组之间的竞争，使职工人人都
有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现在，“厂务公
开”成了安全生产的“一剂良药”，成了企
业创新发展的无限动能，将企业和职工紧
紧凝聚在一起。 2018年，瑞能煤业被陕西
省能源化工地质工会授予厂务公开“四星
级”单位。 （王惠军）

本报讯 为了更好地服务基层、服务职工群众，
近日，韩城矿业公司桑树坪煤矿生活福利委员会委
员、职工代表开展了巡视活动。

在巡视活动中，生活福利委员会委员、职工代
表在职工餐厅、志安饭店认真检查了饭菜的质量、
电气设备、线路及环境卫生情况，详细了解春节期
间的准备工作和存在问题。同时，检查了职工浴池
的水温、更衣室的温度、职工的出勤情况及所辖区
域卫生情况，了解洗衣房的工作情况。此次巡视共
检查出问题 9条，要求相关责任人限期整改，让职
工满意。 （王伟 张凤琴）

桑树坪煤矿

生活福利委员会开展巡视活动

本报讯 近日，西安市新城区胡家庙街道办举办
首届“胡家庙之星”表彰暨“一封家书”活动启动仪式。

16位为胡家庙地区作出贡献的代表分获敬业之
星、技能之星、创业之星、公益之星称号。陕建机股份
公司职工张普作为胡家庙地区唯一获得“西安工匠”的
高层次技能人才，被评为“技能之星”；公司人力资源
部王高烁工作踏实肯干、成绩显著，荣获“敬业之星”。
胡家庙街道办领导在致辞中希望受表彰的同志珍惜荣
誉、再接再厉，保持和发扬敬业守信、创新传承的精神，
用行动带动更多人，传递正能量。 （张晋安 吴少聪）

陕建机股份

职工当选首届“胡家庙之星”

近日，在黄陵矿业二号煤矿井口候车室，两名候车下井的职工互相抽查背诵作业规程，这
是该矿为了防止职工出现懈怠思想，以突击提问的方式督促职工把相关安全管理规定学好记
牢的一项举措。 史灏 高鹏 摄

韩城矿业公司坚持共享发展
理念，发挥国企优势，务实聚力，改
善民生，提高职工收入，按时缴纳
各项社会保险，保护职工权益，让
职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工资收入同比提高18%。韩城
矿业公司认真贯彻《劳动法》《劳动
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规范劳动用
工管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落实
国家关于职工工作时间、法定节假
日、带薪年休假等规定。对于确因
工作需要安排加班的职工，按国家
规定支付加班工资或调休。2018
年，公司在岗职工人均工资收入
8.35万元，同比提高了18%。地面、
井下辅助、采掘职工工资分配比例
为 1：1.49：1.95，达到了集团公司工
资结构调整的预定目标。职工代
表说，现在企业发展越来越好，收
入增加了，矿上也不存在拖欠职工
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现象。

按时缴纳“四险两金”。“四险
两金”指的是养老保险、工伤保险、
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企业年金、住

房公积金。韩城矿业公司深入贯
彻 《社会保险法》 等法律法规，
积极推进社会保险经办业务标准
化、信息化、专业化建设，认真
做好参保登记、基数核定、基金
征缴、转移接续、待遇支付等工
作，全面及时落实职工各项社保
待遇。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
疗保险、失业保险参保率和缴费
率均为 100%，2018年 1月恢复缴
纳企业年金。 2018 年四险参保
10424人，韩城矿业公司在做好安
全生产经营工作的同时，全年“四
险两金”企业共计缴费 4.4 亿多
元。通过缴纳社保，让职工充分享
受到国企的优势与福利。

及时签订《集体合同》。企业
方代表和职工方代表在集体协商
的基础上，对职工应该享受的一些
基本权益和福利，如劳动报酬、工
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
保险福利等进行约定，并经过职工
代表讨论同意后，企业方代表公司
董事长与职工方代表工会主席签

订了《集体合同》，企业认真执行合
同，维护了职工的劳动权益和基本
利益，促进矿区稳定和谐。

民生工程惠及职工。韩城矿
业公司在职工住房、大病医疗、困
难救助方面心系职工，受到职工好
评。公司制定优惠政策，稳定推进

“三供一业”移交；新兴新康小区按
期建成 5100多套住房并向职工分
配，达到每户职工在新城区有一套
住房的目标；同时解决了327国道、
蒙华铁路家属区拆迁职工安置问
题；投入资金2200多万元解决了历
史遗留的集体工参保问题；投入
700多万元资金对职工大病、子女
就学等予以救助。

一个个数字，一项项实事，体
现的是韩城矿业公司心系职工、
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共建共享、造
福职工的作为。工资提升、民生
改善，韩城矿业把企业发展成果
更多地惠及职工，也让职工在共
享企业发展成果时有了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 （程仙芳）

韩城矿业公司 让职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本报讯 春节刚过，为防
止“过节综合症”给安全生产带
来隐患，及时将职工的心思从
闲散的过节状态切换到紧张的
工作轨道上，2月11日，春节收
假第一天，铜川矿业欣荣公司
召开专题会议，急念“收心大
法”，明确安全管控的重点部位
和薄弱环节，针对性地采取防
范措施并严密落实，帮助广大
干部职工迅速摆脱节后综合
症，以饱满的精神安全走进工
作岗位，同时安排部署当前工
作，擂响新年工作战鼓。

该公司领导班子要求各部
门，一是及时召开全员节后收
心会，迅速调整春节期间的生
活与思想状态，做到收假收
心，尽快进入工作常态。二是

“万事安为先”，积极动员领导

干部带头调整好心态，加大现
场安全监督检查力度，严格把
关，时刻关注作业现场、工作
任务及危险点，及时提出改进
措施，使安全工作步入“网格
化”的管理模式，做到层层
抓，面面管，质量高标准，现
场无隐患。三是围绕年度工作
目标，抓好工作贯彻，各部门
做好工作月计划、周计划，各
自分解工作任务，形成工作压
力层层传递，努力实现各项工
作“开门红”。

同时，该公司要求各部门
负责人加大对职工“庸懒散”现
象的整治力度，加强督促引导，
尽快调整心态，步入工作正轨，
沉下心来，迅速收心到岗到职，
确保该公司各项工作扎实、有
序地推进。 （来菲）

收假收心擂响新年工作战鼓
欣荣公司

本报讯 春节期间，韩城矿业桑树坪二号井所有
值班人员从大年三十至初六都可以在职工餐厅免费用
餐，让节日期间坚守在岗位的员工免去了后顾之忧，细
节处尽显企业人性化关怀。

该矿将保障工作做到家，年前就做好了春节期间
值班人员统计，由人力资源部每天按时向值班人员发
放30元就餐券。同时为了保障节日期间的餐食供应，
该矿后勤服务中心对餐厅各窗口人员值班进行了详细
安排，每天保障三个窗口营业，对购买的主副食品、饭
菜花样提出具体要求，让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员工充
分感受到节日的温馨，保障职工值班期间的正常就
餐。 （弥鹏真 孙聪）

桑树坪二号井

春节期间留守职工免费就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