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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组织对我的关心，我只是一名
普通职工，没想到退休了，这么多领导来
送我，心里非常激动。”彬长矿业公司小
庄矿原皮带队职工徐振强接过矿领导送
上的纪念品时高兴地说。

8月7日，小庄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
席郭俊生，副总经理董红涛携同工会、机
电等部门负责人在皮带队党群活动室，
为退休职工徐振强举办了一场气氛温馨

而热烈的座谈会。会上，矿领导充分肯
定了徐振强对矿区发展所作的贡献，代
表矿党政工对他 40年扎根矿区、辛勤付
出，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感谢。希望他在
过上幸福快乐退休生活的同时能常回公
司看看，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企业发展，
为建设和谐矿区建言献策。

徐振强怀着激动的心情回顾在矿区
与大家同甘共苦、互帮互助的工作生活
历程，表达了对矿区的留恋和感激之情，
以及对同事的难舍之心。他感谢公司领

导和组织对职工的尊重和关爱，表示退
休后，依然会心系小庄矿，不遗余力地为
矿区发展贡献余热。

与会人员畅所欲言，为昔日的同事
送上诚挚的祝福。皮带队职工金鑫说：

“刚从学校走进矿区时，思想波动很大，
不能安心工作，是徐师傅经常找我谈
心，鼓励我热爱矿山、奉献矿区，手把手
教我工艺流程。如今，我在矿区这个大
家庭中生活舒心、工作顺心，这离不开
徐师傅的教导。希望徐师傅身体健康、

永远快乐！”皮带队职工胡建说：“徐师傅
工作中，任劳任怨、担当负责，处处起模
范带头作用，这种以身示范、身先士卒的
精神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祝愿您生活
幸福！”

与此同时，该矿领导为徐振强送上
纪念品，并合影留念。此举让退休职
工感受到工会就是职工的“娘家”，进
一步激励在岗职工扎根矿区、奉献矿
区的信心，增强了企业工会的号召力
和凝聚力。 （关国凤）

“退休后，常回家看看”

在2019年“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韩城矿业公司下峪口
矿举办第一届“追赶超越”杯职工户外骑行、游泳比赛，以及
健步走、广场舞、军体拳等健身系列活动。

该矿工会主席说：“职工的心声就是工会工作的方向与
动力，我们的目的就是引导职工科学运动，热爱生活，以健康
的体魄更好地投入工作中。” 文/图 马麦丽

举办2019年“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
韩城矿业公司下峪口矿

■工会动态

陕化公司陕化公司 防暑降温有“凉方”
“这些天都是喝着各种食堂免

费提供的绿豆汤，今天又发了各样
的消夏饮品，公司防暑降温行动一
茬接一茬，很给力！”陕化公司职工
吴颖抱着矿泉水、冰红茶等饮料高
兴地说。

为了维护高温期间广大职工的
安全健康权益，做好 2019年暑期安
全生产、防暑降温工作，确保高温期
间广大职工身心健康，陕化公司党
政工从三方面对员工开出降温“凉
方”。

营造舒适环境，对防暑降温设
备进行维护保养。督促各基层单位
落实各项保障措施，检查班组岗位
防暑设备的性能，配备足够的饮用

水，为职工配备劳动保护用品。合
理科学安排室外作业时间，保证职
工有充足的休息时间。

发放防暑降温用品，宣传防暑
降温知识。工会领导深入一线，关
心员工饮食卫生、高温劳动防护等
基本设施。开展高温劳动保护知识
宣传教育培训，高温防护、中暑急救
等职业健康知识进班组、进岗位，引
导广大职工增强防暑降温意识，提
升自我保护能力，预防高温中暑和
相关事故发生。

做好后勤保障，更好为职工服
务。为了保障职工饮食卫生，保证
舌尖上的安全，工会不定期组织职
工代表对超市、食堂进行检查，督促

食堂及时更新菜品，提高饭菜质量，
增加汤类品种，每天中餐提供酸奶、
水果等，为职工提供营养美味的饭
菜。职工劳保库保证足量的饮料、
冷饮、风扇等物品，根据员工的不同
需求，可预定各类的商品，满足员工
的日常生活需求。

据了解，为了让员工喝到口味
佳又能起到降暑功效的饮品，公司
工会工作人员多次到市场考察，耐
心比价，精心挑选，购买了 8万余元
消夏饮品。

“送清凉”活动是推动改善职工
生产生活条件、防暑平安度夏的一
项重要举措，更是该公司关爱职工
维护权益的一项重要措施。

本报讯 近日，实业集团党政及工会一行走访慰问铜川
农林南寺林场、蒲白农林北塬林场、澄合农林蔡邓林场、韩城
农林独泉林场等单位，为一线职工送去了绿茶、西瓜、绿豆、
红豆、茶叶、菊花等防暑降温物品，表达了公司对员工的关
爱，鼓舞了员工的干劲。

活动中，副总经理张四栋亲切与职工交流，高度肯定了
一线职工坚守岗位，不怕吃苦的工作作风，并一再叮嘱户外
作业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工会副主席白霞向员工们
转达了工会组织的关怀和希望，为在高温下作业的员工带来
了丝丝清凉。 （范姣倩）

积极开展“夏送清凉到一线”活动
实业集团

8月2日，陕北矿业韩家湾煤炭公司工会组织开展来矿家属
消夏纳凉活动，在职工运动场上，职工及来矿家属共计200多人
参加活动。

火红的秧歌扭起来，铿锵的锣鼓敲起来，由职工自发组织
的秧歌、锣鼓表演拉开了消夏纳凉活动的序幕。

小朋友们精彩的才艺展示，赢得了大家阵阵掌声。美丽可
爱的“小孔雀”，舞动着柔软、高贵、婀娜的身姿；彬彬有礼、温婉
贤淑的《礼仪之邦》表演，让大家赏心悦目；小宝宝们争着上台
跳起98K街舞、手拉手唱着《葫芦娃》，为活动增添了不少乐趣。

摸石过河、袋鼠跳跳、抬轿子、无敌风火轮、巨人脚步等八
个新鲜的游戏，让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游戏一个接着一
个，更是让大家乐在其中，玩得不亦乐乎，欢笑声、加油声充盈
着运动场。“妈妈快点下蛋！”在小鸡下蛋的游戏中一个个小宝
宝大声喊着，引得大家开怀大笑。

整个活动持续了 2个多小时，才缓缓落下帷幕。职工家
属们满载着活动奖品渐渐散去。运动场恢复了往日的宁
静。夏季的凉风徐徐吹来，格外舒服，又是一个愉快而又难
忘的夜晚…… (李小利)

陕北矿业韩家湾公司工会

消夏纳凉活动精彩纷呈

开展夏季放映“红色电影”活动
本报讯 炎炎夏日，为了活跃职工业余文化生活，从7月

23日起，韩城矿业公司桑树坪煤矿工会在文体中心和职工
高层公寓门前，开展夏季放映“红色电影”活动。

据悉，该矿工会精心组织安排了此次放映“红色电影”活
动，并明确放映时间和地点，即每周分别在文体中心、职工高
层公寓门前，为职工至少放映两场电影，其内容主要为《建党
伟业》《冲出亚马逊》等经典影片。该活动既丰富了职工业余
文化生活，又增强了职工的爱国之情。 （王伟）

韩城矿业桑树坪煤矿工会

“金秋助学”政策不变力度不减
本报讯 近日，澄合矿业公司工会召开 2019年“金秋助

学”活动专题会，19个基层工会生活保障工作负责人参加
会议。

会上，学习并下发了《澄合矿业公司工会关于开展 2019
年“金秋助学”活动的通知》《澄合矿业公司工会关于开展
2019年天骄助学活动的通知》，该公司从认真摸底、确定范
围、落实责任、严格标准、信息公开、加强宣传等六个方面提
出了具体要求，全面启动了2019年“金秋助学”工作。

据悉，此项工作从即日启动实施到8月底结束。该公司
工会将按照《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公司关于开展2019年“金秋
助学”活动的通知》精神和公司党政主要领导“政策不变，力
度不减”的工作要求，尽心竭力帮助困难职工家庭子女顺利
入学，进一步推动工会帮扶工作常态化、长效化。 （薛小燕）

澄合矿业公司工会

让矿工享受贴心服务
本报讯 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天气进入中伏

以来，气温不断升高，烈日下，物业人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
上，打扫卫生、冲洗道牙……

为进一步关心在高温下坚守岗位的员工，营造良好的工
作氛围，近日，蒲白实业公司工会为一线职工送去了白糖、绿
豆、风油精、花露水和冰糖等防暑降温的慰问品，送去了一份
夏日的“清凉”和组织的关怀，并叮嘱一线职工在高温下作业
时要落实好安全防护措施，确保劳动安全，注意高温下的自我
保护活动。受到了一线职工的好评，极大地激发了员工们爱
岗敬业的积极性，也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据统计，此次共为360余人发放“送清凉”慰问品约1.3万元。

同时，该公司建庄物业部组织 8名职工在井口开展了
“送清凉”活动，发放西瓜、雪碧、白糖等慰问品，一句句问候，
一声声叮咛，让矿工们享受最贴心的服务。 （李红艳）

蒲白实业公司工会

左图：下 峪
口矿在澽水河畔
举办第一届职工
户外骑行比赛。

下图：下 峪
口矿在学校操场
举办百人健步走
活动。

近年来，黄陵矿业一号煤矿工会以打造
“绿色书香”矿井为目标，大力推进书香型矿
区建设，让文化之根深植基层沃土，激发企业
内生动力，促进企业安全生产和经营管理水平
提升。

据悉，该矿已建成面积达100余平米，书刊
种类涵盖企业管理、社会科学、名人传记、中外

名著、安全生产专业技术等图书6000余册“职工
书屋”。同时充分利用全国总工会图书馆数字
资源证，推行“互联网+”模式，在纸质阅读基础
上开辟数字阅读功能，职工可通过阅读账号和
密码登录电子职工书屋，享受有声书、视频等多
元化的资源类型和视听功能，让职工“充电”变
得更加简洁方便。 倪小红 常李军 摄

——彬长矿业公司小庄矿召开欢送退休职工座谈会

本报讯 8月 6日，
彩旗飘飘、鞭炮齐鸣，榆
北小保当公司 500 多
名职工喜气洋洋乔迁

“新居”。
据悉，该公司属于新建矿井，

职工公寓楼未能建好投用之前，
只能暂居在临建彩钢房里。由于
彩钢房空间狭小，而且冬冷夏热，
居住环境较差，导致职工下班得
不到很好休息。对此，该公司党
政工积极督促施工单位加快职工
公寓楼建设及装修进度，加紧购
置配套设施，争取尽早为职工提
供一个良好舒适居住环境，彻底

解决其住宿问题。
通过不懈努力，1 栋房间宽

敞明亮，走廊一尘不染，可容纳
500 余名职工的公寓楼装修完
成。该公司按照各区队分层居住
原则进行分房，方便了职工相互
沟通交流。同时，“新居”房间均
已配备桌椅、衣柜等家具，洗衣
机、空调等设施也会陆续配齐。
后勤部门积极开展“亲情式”“星

级”服务，为职工构建
起温馨和谐的“家园”，
有效促进了职工队伍
建设。

“在如此偏远的矿
区，真的非常感谢公司为我们提
供如此优越的居住环境，能够住
上干净舒适的公寓，我真是太高
兴了……”综采区职工赵仕珍激
动地说。“公司会继续加快公寓楼
的建设和装修进度，落实家具用
品的采购和安装，为更多职工提
供舒适宜人的居住环境，为智慧
化矿山的建设提供保障。”该公
司工会主席说。 （贺雄）

榆北小保当公司

职工入住“星级”公寓

本报讯 为不断激发职
工学习技能热情，近日，府谷
能源公司工会组织举办首届
职工“绝招绝技绝活”展示大
赛，共有蒙眼拆装电动机、快
速插编钢丝绳扣等 15项“三
绝”项目精彩上演。

展示大赛现场，化验员常
婷“辨色识药”通过目测药品
颜色快速识别溶液药品名
称。其他选手蒙眼手摸识别
轴承型号、蒙眼快速调试电
动执行器、蒙眼摸螺栓识别
型号等项目展示出选手们高
超的技术以及对设备的熟悉
程度。其中，叉车叠螺帽更

是吸引了大家的眼球，用叉
车将水平放置的螺帽直垒起
来，展示了选手对叉车操作
的熟练度和精准度，赢得现场
观众热烈掌声。

近年来，府谷能源公司工
会通过开展职工技术比武、岗位
技能大赛、建立劳模创新工作
室等多种形式，为广大职工搭
建起了技能素质提升通道，形
成浓厚的职工学习技能氛
围。此次“三绝”展示大赛，
不仅展示了选手们高超的技
艺、过硬的本领，也进一步在
广大员工中掀起争学技术、苦
练技能热潮。 （谢艳强）

府谷能源公司

首届职工“三绝”大赛精彩上演

黄陵矿业一号煤矿打造“绿色书香”矿井

本报讯 近日，澄合矿业合阳公司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在
办公楼前为安监科职工王建军募捐。

据了解，王建军系澄合矿业合阳公司贫困职工，妻子无
业，家里三个孩子两个上学，一个患有二级残疾。天有不测
风云，近期，40岁左右的妻子又被确诊为急性血癌，后期治
疗费用巨大。这对于仅靠一个人收入支撑的家庭来说，无疑
是雪上加霜。该公司工会得知情况后高度重视，立即向公司
党政领导申请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确定救助方案。工会先后
通过临时救助、组织开展募捐活动及宣传动员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通过水滴筹为其进行筹款。大家慷慨解囊，纷纷伸出
关爱之手，献出自己一份爱心，目前捐款金额累计达 22270
元，水滴筹筹款金额累计 3万余元，各类捐助活动还在持续
进行中。

与此同时，该公司工会在第一时间赶往西安，将爱心捐
款送到了王建军手中。接到这笔捐助，王建军感慨万千地
说：“感谢组织和工友们的帮助，感谢社会爱心人士慷慨解
囊，等妻子身体康复后，一定心存感恩，以更加饱满精神努力
工作，回报企业和社会。” （闵捷）

爱心募捐送真情
澄合矿业合阳公司

本报讯 8月 10日，为进一步凸显企业对职工的关爱之
情，营造和谐、美满家园氛围，不断增强公司凝聚力和战斗
力，神木煤化工公司工会积极为职工定制生日蛋糕卡，并举
办发放活动。

据悉，该公司工会在发放蛋糕卡的同时，还为当天过生
日员工定制一碗长寿面，送上了工会组织对职工的关爱和祝
福。从而缓解了职工工作压力，进一步实现了公司人性化、
亲情化管理，让职工享受到“家”的温暖，大大激发了职工的
工作热情。

据介绍，发放生日蛋糕卡活动不仅有助于增强公司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而且有助于加强职工对公司企业文化的认同
感，增强了职工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同时，把职工放在首
位，做职工的贴心人，让职工深深体会到工会组织的关
怀和温暖，是神木煤化工公司工会积极践行主题教育，
关爱职工，履行“一切为了发展，一切为了员工”的企业
宗旨的新举措。 （石磊）

举办发放生日蛋糕卡活动
神木煤化工公司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