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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煤机公司工艺研究所组织技术人员
与售后服务部成员共同参加新春第一讲“浮动油
封间隙调整及安装方法”，旨在通过浮动油封正

确安装，提高其使用寿命，保证采煤机整机质量
可靠性。此次授课由工艺研究所装配组组长唐
荣斌工程师讲授。 李健 摄

“火腿、面包、方便面、饼干、牛奶、麻花、
露露……”琳琅满目的商品陈列在“爱心超
市”的货架上，距离货架不到 1米远的“爱心
服务站”的柜台上排满了咖啡、姜汤、热牛奶
等饮品，不断有满脸笑容的职工们边端着暖
暖的姜汤，边刷卡领取心意食品放进背包，
窗外是寒风凛冽，黄陵矿业一号煤矿30平米
的“爱心超市”却暖意洋洋。

“‘爱心超市’主要是为井下员工及生产
系统各职能部室人员发放班中餐，我们将所
有食品合理搭配，目前有 7大套餐，内含红
牛、露露、八宝粥、脉动、营养快线等 18种饮
品，面包、方便面、饼干、麻花、馍片等29种食
品，每班职工升井下班后可以在超市任意免
费领取一份食品套餐，每天发放 900人次左
右，今年矿上又提升了工作餐的标准，从 3.5
元的标准到了现在的 5元。”曹梅是“爱心超
市”的服务员，每天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查
货、补货，要及时确保每名下井或升井的矿
工都能及时拿到营养均衡的工作餐。

班中餐是工作餐，更是“良心餐”“安全
餐”，为让职工吃到物美价廉的班中餐，该矿
领导班子高度重视，从班中餐的食品安全管
理、营养搭配、品种花样、就餐环境等方面着
手考虑，更新规章制度，重新配置人员，及时
清理卫生死角、工作盲区……一系列改革措
施稳步推进，使班中餐由数量向质量、由粗
放型向精细化转变。

“职工利益无小事。完善井口休闲超
市，就是要为职工办实事、谋好事，让大家充
分享受矿井发展的成果，把职工的心暖起

来、凝聚起来，从而激发推动企业改革发展
的磅礴力量。”新年伊始，一号煤矿工会主席
卫庆华道出了该矿全方位推进惠民工程的
根本目的。

作为为全矿职工提供班中餐的重要窗
口，“爱心超市”坚持全天候 24小时服务，力
求在品种、口味方面有所突破，做到品种齐
全，周周不重样。在丰富食品的同时，该矿
从源头上加强了管控，及时召开食品供货商
会议，在提高准入门槛、遴选优质供货商、食
材查验等方面下功夫。在采购管理上，坚持
比质比价采购，定期对所有商品采购公开招
标，集中询价，甄选优质商家报价，压低进货
价格，减少采购成本。在食材查验上，严格
执行“四人联签”验收采购制度，“严进”把好
食品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坚决杜绝变质、不
合格食品流入超市，坚决把好物品验收、存
放、发放等各个关口，全力保障物品质量安
全，确保职工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在“爱心超市”休息区的穆运喜一边喝
着姜汤一边自我介绍：“我从陕南来这里投
靠老乡，没想到在煤矿一干就是这么多年。”
谈起一号煤矿，穆运喜如数家珍：“咱们这是
30年的矿井，过去基础薄弱、生产系统复杂、
路面坑洼不平、污水横流，走路都得跳着
走。说实话，那时下井，家人提心吊胆，我们
自己也不踏实。可现在，巷道亮了，路面平
了，坐车直接到工作面，每个工作面都有一
个小驿站，我们不仅能喝到开水，能看报纸，
还能吃到热乎乎的泡面呢！升井后还有小
吃、零食和热乎的姜汤，感觉和在家一样。”

职工生活中的“小事”都是一号煤矿党
政领导心中的“大事”，一枝一叶总关情，最
是“小事”显担当。近年来，一号煤矿始终坚
持发展和民生同步建设、同步推进，将惠民
工作抓在手上、做在点上，从职工群众最关
心、最迫切解决的问题入手。引进职工喜爱
美食，对职工休闲室进行升级改造，对工业
广场和洗煤厂区10000平方米地面进行沥青
铺设，厂区增添 50套自动旋转浇水喷灌，井
下设置防爆热水器，对井下职工自救器、防
尘口罩等进行更换，不断加大民生改善,织密
民生保障安全网，着力打造美丽和谐平安智
慧新矿山，让职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提升
了职工群众的幸福指数。 （董涛 段倩）

食堂内，一盘盘胖乎乎的饺子正整齐排
列，等待摆上节日餐桌；蛋糕房里，刚出烤箱
的散发着甜香的生日蛋糕，被送到寿星手

中；装着慰问金的红包、米、面、油等慰问品
承载着对困难职工的关怀……这些，都是陕
钢龙钢公司炼钢厂工会服务职工的真实写照
和工作缩影。

2018年，炼钢厂工会紧紧围绕企业中心
工作，切实发挥工会参与、维护、建设、教育四
大职能，创新开展工作，强化自身建设，着力
构建职工信赖的“职工之家”，为完成全年各
项目标任务做出了积极贡献。

聚焦中心工作，持续助力企业发展
结合陕钢及公司“提质增效 追赶超越”

劳动竞赛方案，制定内部劳动竞赛实施和奖
励方案，扎实开展红旗炉、红旗机、明星炉长
评比活动，发放劳动竞赛奖励 975.15万元。
同时，深入开展“安康杯”竞赛，扎实推行精
益安全管理，配合行政切实做好暑期安全、
群安管理等工作。并以“六型”班组创建为
抓手，以打造星级班组为目标，加大班组建
设的检查考评、奖励力度，提高班组安全管
理水平。此外，鼓励和发动广大干部员工扎
实开展降本增效、创新创效活动。全年申报
公司创新创效项目 307项，完成设备修旧利
废项目421项，创效约4021万元。

通过搭建、利用技能大赛、技术比武、创
新工作室、网上练兵四大平台，加大职工学
技比武频次，提高职工操作技能水平。在第
六届陕钢杯技能竞赛中，龙钢公司炼钢厂包
揽炼钢工、天车工、钳工、焊工 4个工种第一
名；6名职工分别被授予省级技术状元、技术
能手、技术标兵称号。

聚焦职工生活，提升职工幸福指数
做职工的贴心人，就得了解职工的所思

所想。在日常各类会议中，该厂工会均组织
职工代表列席，广泛听取职工意见；日常工
资考核、推优等，由民主监督员签字确认。
坚持工会主席及分会主席每月约谈两名职
工代表，倾听职工心声，全面掌握基层员工
工作生活现状和利益诉求，把矛盾和问题解
决在基层。

温暖帮扶，让职工后顾无忧。通过日常
慰问、金秋助学、双节走访慰问、互助基金会
等形式，帮扶困难职工。尤其是针对 7名精
准帮扶对象，通过经济救助、就业帮扶、精神
辅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重点关心帮扶。
2018年，共有 1646人加入互助基金会；为 66
名困难职工申请困难基金 83500元；为病故
职工家属筹集爱心基金 72853元，为重病职
工爱心捐款6970元。

贴心服务，让职工舒心工作。为确保职
工吃上卫生、可口的饭菜，坚持每月组织职
工代表巡查食堂和“红旗窗口”评比机制，并
在春节、中秋节期间，为职工免费提供饺子、羊
肉等节日餐。为确保职工安全度暑，开展抢检
修送清凉活动40余次，为一线职工购买发放西
瓜50000余斤，饮料1200余箱、矿泉水800余
箱。同时，通过组织职工健康体检、健康讲座、
配备应急药品等，关心职工健康；创新设立职
工生日服务点——“职工温馨小家”，为过生日
职工提供自制蛋糕以及小礼品，受到各级干部
职工的一致好评。 （李晓燕）

小小“爱心超市” 让职工幸福感爆棚

聚焦中心 心贴职工
——龙钢公司炼钢厂工会2018年工作侧记

2 月 19 日，为使广大职
工家属度过一个欢乐、喜
庆、祥和的元宵佳节，黄陵
矿业瑞能煤业组织开展了“观
灯展、猜灯谜、闹元宵”职工系
列文体活动，进一步丰富职
工节日文化生活，增强企业
凝聚力。

文体活动精彩纷呈
“加油！加油！”早上 10

点 30分，在瑞能煤业中心广
场，来自该公司机关部室和各
区队的5支男队和3支女队共
100余名干部职工参加了拔河
比赛。

“1、2、3、4.....这个游戏看
起来很简单，一学就会，一会
儿咱们也上去比试比试。”拔
河比赛还没有结束，来自各
队、机关各部室的职工家属
们就摩拳擦掌，做好了参加
同心鼓颠球比赛的准备。比
赛一开始，机电队男职工参
赛组就展现出了超强的团队
协作能力。

参加了同心鼓颠球游戏
的职工说：“这个游戏有意思，
可以将群体熔炼为团队，让参
赛队员直观地感受到人鼓合
一，以十当一的和美境界。”

巧手做灯笼 喜迎元宵节
拎着花灯逛灯会是很多

人对于元宵节的童年回忆。2
月 19日，瑞能煤业开展了弘
扬“十美”文化、展示精彩作品
职工手工灯展活动，让干部职工
体验了不一样的“元宵节”。

花灯制作过程中，职工们根据
个人审美理念的不同，设计制做
了富有创意的《平安瑞能》《奔跑
吧！2019》等精美花灯，有些青年
女职工还用废旧纸箱制作了《小
猪佩奇》《喜洋洋》等活泼可爱的
卡通花灯，还有的职工利用传统
纸扎工艺制作了象征清正廉洁的

“莲花灯”。
在此基础上，各区队职工纷纷

利用废旧铁丝、废旧网片、废油桶
等，制作了50多盏形式各异的环保
花灯，既展现了传统文化的底蕴，
又有与时俱进的创新，装扮出浓浓
的节日氛围，受到广大职工家属的
欢迎。

参加展灯制作的机电队职工
陈朋军说：“通过参加花灯制作，不

仅能提升个人的创新能力和
动手能力，还能让自己的‘脑
洞’打开，充分发挥想象力。”

浓情汤圆送一线
“来来来，大家辛苦了，

快来吃碗汤圆。”中午 2点 30
分，在瑞能煤业井口工业广
场“庆元宵浓情送汤圆”活动
现场，一句句温情的话语和
热气腾腾的送汤圆场面使井
口变得热闹起来了。家属协
管员们一边招呼着刚升井的
职工，一边把加了枸杞和醪
糟的汤圆递到矿工兄弟们的
手中。

“哎呀！没想到一升井
就能吃到软糯的汤圆，谢谢
你们！”吃着热乎乎的汤圆，
运输队职工孙金波高兴地
说。

吃完汤圆后，升井的员
工们开开心心地回家，入井
的员工们个个精神抖擞地踏
上了工作岗位……一碗碗汤
圆，一声声嘱咐，融化了早春
的冰雪，温暖了矿工兄弟们
的心。

灯谜沙龙提素质
“人的安全行为治理工

作推行的目的是什么？”“是
行为规范化，操作标准化。”
这是 2月 19日晚上，瑞能煤
业开展的庆新春元宵节灯谜
沙龙现场，参加猜灯谜活动

的职工们的对话。
为进一步丰富职工节日期间

文化生活，使广大职工家属度过一
个欢乐、祥和、文明的元宵佳节，瑞
能煤业开展了庆元宵猜灯谜活动，
吸引了众多职工家属的参与。本
次猜灯谜活动采用有奖竞猜的形
式，共准备各式灯谜500多条，其中
包括党建、廉洁文化、核心价值观、
人的安全行为、《煤矿安全规程》、
安全生产技术标准化知识、企业文
化及其他趣味谜语等。

活动现场张灯结彩、人声鼎
沸，有的盯着谜面聚精会神地思考
着，有的两个人凑在一起，认真地
讨论着……有些拿了奖品的职工
还在专心研究着未解的灯谜。他
们说，自己并不是为了奖品而来，
而是觉得猜灯谜很有意思，既能增
长知识又开心，这样热热闹闹过节
才有意义。 （王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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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北矿业涌鑫公司有这样一位煤海
“骄兵”，他将人生最美好的二十载芳华默
默献给了矿山。“选择了煤矿，我就一定要
把它做好，这是我的事业，也是我的人
生”。他就是涌鑫矿业安山煤矿机运队队
长陈永清。

陈永清，1994年参加工作，多年来先
后从事过支护工、井下爆破工、掘进工、
井下电钳工等多个工种，在不同的岗位
上，他都虚心学习、扎实苦干、不断进

取，逐渐由一名采煤工人成长为一
名区队管理人员。

多年来，他过硬的工作能力、
无私的奉献精神受到了上级领导、
同事及广大职工的交口称赞，由
于他出色的工作成绩，曾多次被
评为“四有职工”“优秀班组长”

“先进个人”及矿级“劳动模范”。
他扎根煤海一线工作25年，完成故障

抢修数不胜数，用精益求精的精神进行岗
位工作的深耕而创新不辍。二十多年日积
月累的一线经验让陈永清练就了故障诊断
的一手绝活，他可以根据职工对故障的反
映和设备运行周期等状况“望闻问切”、
抽丝剥茧，迅速准确地判断出故障成因和
检修办法，为矿井安全生产赢得宝贵时
间。凭借过硬的电气维修技术，他被广大

职工称为抢修“大咖”。
他巡过数不清的线缆、修过数不清的

设备、解决过数不清的故障，现在作为基
层区队队长的他更是极少休息。每当设备
故障影响矿井安全生产情况下，抢修人员
中总会有“陈永清”的名字。“我从未关
过手机，有时遇到井下设备故障，就迅速
起来穿戴好，第一时间赶到抢修现场。”
他说道。

在日常工作中，他常随身携带笔记本，
一有创意点子，就随时记录下来，或者干脆
马上动手制作。最关键的是，他总能以最
快的速度把这些发明和创造用于实际抢修
中，既解决了检修难题，也提升了自身和团
队的业务技能，营造了人人要创新、在创新
的氛围。

多年来，在他的带领下，他与他的

“技改小组”，先后攻克生产技术难题 30
多项，先后完成了井下胶轮运输红绿灯
自动控制系统、主井皮带机头自动分煤
装置项目、空压机远程操控系统等百余
项创新项目，其中《高位水池检测监控
系统创新项目》、《井下胶轮运输自动红
绿灯控制系统创新项目》分别获得陕北矿
业公司 2015年度科技大会一等奖、二等
奖，获得了陕北矿业公司第四届科技大会
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项，并为公司创造
价值近百万元，为公司实现追赶超越发挥
了积极作用。

扎根煤海 23年来，陈永清先后转战于
关中老局徐家沟煤矿、陕北韩家湾煤矿、
安山煤矿，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
了煤炭事业，他用自己的奋斗和汗水书写
了属于自己的华丽篇章。 （贺磊）

一名电工的华丽转身

“这是怎么回事，看大门的
也要搞创客？这个创客该咋
搞？”

“别想得太多，肯定是应付
场面，刮一阵风就过去了！”

2月 17日，在陕西中能公司
安保大队安全学习会上，值班队
长提出第一季度要开展创客班
组的工作思路无疑给队员中丢
下了一颗“炸弹”，让班前会瞬间

“开”了锅，你一言、我一语，说什
么的都有，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摆花架子，不中用。

面对着队员们嘲讽和不信
任的态度，队长做了个手势让大
伙安静下来，他说：“大伙对搞创
客有疑虑可以理解，但创客对于
我们来说真的可以搞。第一，通
过对上岗执勤、执勤标准、执勤
流程、巡检方法等方面的对标和
改进，达到安全高效的结果。第
二加强对巡逻新装备、新技术、

新工艺的学习与互教，人人成为
岗位技术能手，设备出现问题
不出班组就能修好，达到降本
增效的目的。第三是通过人
人争当小改小革小创客能手，
提升我们区队服务品牌影响
力。第四是培养出一批有创新
意识、敢担当、有能力的中年技
术人才骨干。”

队长看了看已经听得入神
的队员们，清了清嗓子说：“最后
一点，那就是不以成绩大小论英
雄，只要是能对工作有利的，是
才你就来试试！队上给奖励！”

“队长，我在岗位上把室内
卫生摆置得井井有条，各类设备
线重新梳理、捆扎，操作器械放
置到最易起放的地方，算不算？”
沉寂了大概有 3分钟后，一个怯
怯的声音从后排发了出来。

大伙抬眼一看，原来是执
勤甲班的队员王利军，望着他

疑惑的眼神，队长的嗓门大了
起来：“文明卫生不仅算，而且
非常好，我说过了，只要是优
化了流程、美化了环境，都是
为我们更好地服务打基础，我
先给你点赞！”

“队长，运煤专线门岗升降
杆出杆不稳定，我在机修车间电
修组干过，这个我想试一试，你
看行不行？”“队长，咱们的巡逻
方式和巡查手段有点不科学，我
认为应该这么改……”

一石激起千层浪。瞬间，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争先恐后发
起了言。望着大伙被点燃的热
情，队长高兴地说：“大伙别急，
一个一个来，会后整理一下，报
到各班组长那里，统一汇总到队
上来，咱们成熟一个推广一个，
好不好？”

“好！”下边响起了一片掌
声…… (王惠武 刘鑫)

“一二三四……”，随着一声声
响亮的口号，陈家山煤矿救护中队
一个个队员昂首挺胸、身手矫健地
在进行着日常训练。矿山救护队，
被业内称为矿工生命的中流砥柱、

“矿山的守护神”。近日，笔者走进
了这个特殊的团体。

陈家山煤矿救护中队于建矿初
期成立，1997年 7月被评为“特级救
护中队”称号，中队实行军事化管
理，严格按照质量标准化和精细化
管理方案开展质量达标考核工作，
现有队员 37名，主要服务于铜川矿
业公司陈家山煤矿和公司所属兄弟
矿井的抢险救灾支援和预防性安全
检查工作。建队 39年来，这支队伍
先后参加处理各类矿山事故和地方
突发性事件多次，抢救遇险遇难人
员 40余人以上，参加矿井各类安全
技术工作100多次。多年来，这支队
伍在7支救援队伍中一路披荆斩棘、
摘金夺银，获得铜川矿业公司救护
大队救护比武仪器个人操作第一
名、比武个人全能第三名；铜川国家
区域矿山救护大队第六届矿山救护
比武团体第三名、业务第一名；第
二、三届陕西矿山救护技术比武竞
赛集体第一名；代表陕西队参加全
国第九届救护技术比武，获得优异
成绩。

矿山救援工作是一项实战性很
强的工作，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矿山
救护队员，必须具有扎实的理论功
底、过硬的业务水平和强健的体
魄。为此，队员们的训练堪称魔鬼
训练。跑步、跳高、爬绳、云梯、单
（双）杠、模拟巷道、呼吸器、检力气、
负重跑等十几个项目每天循环，无
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从不间断，队员的生理和心理
极限被不断挑战。此外，救护队还进行模拟化实战
演练，模拟困难条件下开展防火、防水、寻找搬运遇
难人员、医疗急救、冒顶、砌砖墙、打风帐、清理作业
现场等实践操作训练，确保在发生事故时快速、准
确、及时、有效地完成各种急、难、险、重的救援任
务。除此之外，救护队还加强对队员的理论学习与
考核力度。除了每周定期组织队员集中学习外，还
通过组织开展安全救护考试、应急预案和典型救援
案例分析等方式，确保每一名救护队员都熟练掌握
矿井通风与灾害防治、矿山救护技术操作、自救互救
与现场急救等本领，全面提升救护队员的综合技术
素质和整体援救水平。

严格的训练和考核，造就出这支技术过硬的救
护队伍。救护队大队长陈军祥说，组建39年来，该救
护队严格执行“加强战备、严格训练、主动预防、积极
抢救”的指导方针，坚持每天开展业务理论学习和体
能训练，确保出险时能在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以
最快的速度实施救援。

煤矿一旦发生事故，每个人都想尽快离开危险
之地，而救护队员却要遇险而上，冒着随时可能发生
的塌方、火灾、透水、爆炸等事故的威胁冲向事发
地。对于救护队员来说，每一次救援都面临着血与
火、生与死的考验。

“都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而我们却希望自
己这一身武艺永无武之地。”救护队员李国柱表
示，虽然平时不放松训练，但永无警情是他们最大
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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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第一讲锁定“工艺”

我们也要搞“创客”

黄陵矿业一号煤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