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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销集团工会主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职工乒
乓球比赛10月10日至11日在韩城矿业公司文体中心举
行。比赛分为混合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三个项
目，共计15支代表队70余名队员参加比赛。 温镓溪 摄

本报讯 近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北元化工公司工会组织开展
了一系列文体活动，“绘声绘色”描摹出了
新中国、新时代的美好画卷，表达了广大干
部职工爱党爱国、爱岗敬业的炽热情怀。

演讲比赛 言说新北元

“有一种初心，是为人民服务，有一种
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我们的初心就是让
企业安全生产，让员工
幸福生活。我们使命就
是尽职尽责建设本质安
全企业。”近日，该公司
成功举办管理人员企业
文化演讲比赛。

以“初心共筑中国
梦，文化引领北元魂”为
主题，选手们风采各异，
精彩纷呈。他们有的以
公司“聚·和”文化为切
入点，以感人故事和真
挚情言，让每一位观众
感受到16年来，风雨中

北元人精诚团结、砥砺前行的奋斗历
程。演讲者个个慷慨激昂、逻辑严密，
将管理实践与成长实践相结合，饱含激
情地诠释了公司企业文化的内涵和精
髓，加深了广大员工对“聚·和”文化
的理解和认知。

职工书画摄影展描绘新生活

近日，由该公司工会举办的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职工书画摄影展，
更成为职工们谈论的热点。本次展览分
设书法、绘画、摄影三个展区，共展出公司
干部职工精心创作的书画作品 40余幅，
摄影作品近 200幅。广大书画摄影爱好
者，以精湛的技艺、新颖的构思，精心
创作了一幅幅内涵深刻、意境高远、昂
扬向上、汇聚正能量的艺术作品。摄影
《检修前夕》等作品表达出北元人对工
作、对生活热爱之情和美好祝愿。书法
作品《腾飞》等，展示出北元人孜孜不
倦的职业追求。山水写真画《莲花》《黄土
情》等，让人在灵魂深处受到艺术感染、文
化熏陶和精神境界升华，激发了北元人共
筑中国梦的奋进力量。

职工文体活动激励奋进新梦想

竞技庆盛世，比赛颂和谐。举办
“青春杯”篮球比赛，历时 20天，基层 7
个代表队上演了 21场精彩比赛，展现了
职工“敢于负责，敢于创新”的良好精
神风貌。举办的羽毛球、乒乓球、棋类
比赛，100余参赛选手看点众多，精彩纷
呈。乒乓球比赛现场，竞争激烈，热闹

非凡。羽毛球赛场，时而低伏扑球，时
而飞身暴扣，场面震撼。各种棋类比
赛，更是别具一格，有的挥棋自如、胸
有成竹排兵布阵，认真走好每一步，可
谓是棋谋妙计定山河。

诗歌朗诵会讴歌新时代

“我爱祖国十月的花，她无比灿烂辉
煌……”连日来，该公司所属各级党政工
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开展多场诗
歌朗诵会。朗诵者用流畅的语言、饱满的
热情，多角度、多层次讴歌共产党的丰功
伟业，歌颂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祝福
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一首首慷慨激昂的
诗文，一段段扣人心弦的配乐，一句句铿
锵有力的话语，真真切切地向大家传递着

“初心”与“使命”，传递着广大职工群众对
祖国母亲的热爱。

该公司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以实
际行动谱写发展新篇章，以崇高的“北
元魂”、真挚的“北元情”和赤诚的“北元
心”，“绘声绘色”地描摹出新时代的美
好画卷，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贺飞）

本报讯“什么叫变压器的短路电
压？”“在什么情况下电气设备可引起空间

爆炸？”近日，在生态水
泥公司所属各单位进行
的职工技术比武大赛
中，选手们正在进行如
火如荼的理论答题环
节。据了解，此次大赛
相较以往更加重视理论
知识，同时将实操性、专
业性放在首位。

在钳工、焊工实操
考核中，选手们按图纸
制作套筒扳手等常用工
具，划线、下料、气割、锉
削以及焊接制作……一
系列动作独立操作一气

呵成；在电工考核的模拟盘接线项目中，
要求选手模拟带热保护电机自锁启动柜

接线，对识图能力和动作准确性均有相
应分值要求，并由裁判对安装前检查、
元件组装、布线、试电等步骤严格按照
标准进行评分考核；在岗位工考核岗位
描述中，由评委模拟突发故障，现场提
问，考查员工在特定情况下的应变能力
和水平。

“比武前的备战十分重要，但最重要
的是将日常的每一次操作都当作考试一
样认真对待。”在本次技能比武生态水泥
黄陵公司表彰大会上，获得钳、焊工组第
一名职工吴人发分享了自己的经验。这
次获奖离不开他平日的理论学习，更在于
工作中的不断磨练。

近年来，生态水泥公司以技术创新为
驱动，坚定不移走科技强企之路，持续在
完善科技创新制度、组织技能提升培训、

拓宽创新实践载体等方面加大人力、物
力、财力投入，助力企业发展与员工职称
等级同步提升，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获得了“双赢”。

“然而，这也对员工提出了更高要求，
必须加大技能培训，通过技术比武，促进
员工综合素质的提高、匠心精神的塑造。”
该公司人力资源管理负责人说。

“今年，生态水泥公司将重点攻克新
项目的开发、立项，生产车间一线职工显
然成为公司开发新产品不可或缺的力
量。同时，该公司将进一步发掘一批爱岗
敬业、技能突出的优秀人才，全面建立一
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队伍，弘扬
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推动企业持续健康
发展。”该公司工会负责人说。

（史佩瑜 惠晓娇）

■工会动态

开展“安阳情、祖国颂”歌手大赛
本报讯 近日，在全国上下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之际，由澄合矿业合阳公司工会举办的一场主题为“安阳
情、祖国颂”歌手大赛，在该公司精彩上演。

据悉，来自基层的 15支参赛队伍通过独唱、合唱等
形式进行比赛。各个参赛人员分别演唱了《精忠报国》
《红旗飘飘》《我爱你中国》等精彩曲目，动人的旋律感染
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台下的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热情
燃爆了全场。该公司通过本次活动开展，依托铿锵有力
的歌曲旋律，来鼓舞全体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热情，凝心
聚力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更以嘹亮的歌声表达了对祖
国的热爱。 （闵捷）

澄合矿业合阳公司工会

关心职工从“心”开始
本报讯 近日，建设集团澄合公司工会把提高职工

的满意度和幸福感落实在行动上，广泛征集职工意见和
建议，开展职工代表“两堂一舍”专项巡视工作，同时对
基层施工项目部从日常管理、环境卫生、菜谱花样等 8
个项目与 30多项内容进行日常检查考核评比，使职工
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切实将“娘家人”的温暖传递到每
位职工心坎上。 （王志勇）

建设集团澄合公司工会

“职工小家”促“和谐大家”
本报讯 日前，在陕北矿业韩家湾煤炭公司区队“职

工小家”，女工协管员们一边忙着为职工缝补工作服，一
边与矿工兄弟们聊家长。

今年，该公司工会按照模范“职工小家”创建要求，开
展建设“职工小家”活动。先后为各区队工会配齐了健身
器材、储物柜、爱心药箱、花卉等，分专业为各班组配备工
具书，订阅《工友之窗》《职工天地》《读者》等多种期刊杂
志供职工阅读。同时精心收集职工活动照片，为每个区
队学习室制作了精美的活动剪影墙，留下职工美好瞬间。

为使“职工小家”更好服务职工，该公司女工家属协
管员充分利用“职工小家”开展了系列送温暖活动，同时
工会女工委在区队建立了爱心协管帮扶群，职工遇到问题
只要在群里说，女工协管员立即行动，及时帮助解决，实现

“职工小家”与“和谐大家”互相繁荣、互相促进。 （艾锋）

陕北矿业韩家湾公司

北元化工公司工会

“绘声绘色”描摹新时代美好画卷

本报讯 近日，为了不断
推进员工体育活动蓬勃发展，
大力营造“健康生活，快乐工
作”和谐氛围，为钓鱼爱好者
搭建交流竞技平台，陕化公
司工会在南沙鱼池组织开展
员工钓鱼比赛。

比赛当天，阳光和煦，26
名钓鱼参赛选手个个摩拳擦
掌，信心十足，按序号寻找
钓 位、拌 饵 ，忙 得 不 亦 乐
乎。随着裁判一声令下，选
手们数竿齐发调漂、发杆、起
杆、收杆……动作十分娴熟。

“上钩啦，上钩啦！这条
鲤鱼得有三、四斤重。”钓鱼
比赛开始没多长时间，就有
人“开张”。紧接着，其他选
手也陆续钓上鱼来。大家上
饵抛线、动作干脆，或蹲或
站、各展垂钓技能。比赛过
程中，钓友们相互交流垂钓
心得，现场氛围和谐融洽，
他们时而失望地摇头，时而
会心地微笑，尽情享受着垂
钓的乐趣。精彩的比赛吸引
了不少职工和当地钓鱼爱好
者前来观看。

本次钓鱼比赛不仅丰富
了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也为
该公司钓鱼爱好者交流切磋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长期以来，陕化公司工会
致力于关爱员工，通过举办各
类文体活动满足员工的文化
需求，营造健康和谐的公司文
化氛围。下一步，该公司工会
将根据员工的爱好和需求建
立各类协会，让“员工幸福，同
行尊重”的企业文化精神进一
步深入人心。

（王华 邹永旺 侯瑶）

陕化公司工会陕化公司工会

文体活动聚人心文体活动聚人心垂钓比赛展风采垂钓比赛展风采

本报讯 今年来，铜
川矿业机电分公司工会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
工作理念，以当好职工

“娘家人”为开展工作的
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
点，真正让每一位职工都
能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通过“三心”服务，提升职
工幸福指数，助推企业和
谐发展。

始终关注民生——
暖心。听民情、察民意，
把温暖送到职工家中。
该分公司对困难职工的
工作和生活非常关心，以
暖心的举措、切身的感
受，真正让职工的幸始感
不断提升。始终坚持唱
好“春送祝福、夏送清
凉、金秋助学、冬送温
暖”的民生暖心歌，每
年组织一次职工健康体
检活动，促进了职工身
体健康。为公司困难职
工发放米、面、油等慰
问品及金秋助学款，为
在岗女职工办理特殊疾
病保险，建立并完善单
亲、特困女职工家庭生
活档案，有效维护女职工的合法
权益。同时，夏季高温期间，该分
公司党政工主要领导深入生产一
线为职工送去白糖，茶叶，绿豆等
防暑降温物品，叮嘱他们按章操
作、合理休息、注意安全，在场职
工备感关怀，深受鼓舞。

活动多姿多彩——开心。为
了丰富职工文化生活，该分公司
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开展了多项
喜闻乐见的文体娱乐活动，真正
让职工群众练有舞台、比有平台，

工作氛围得到大力改
善。以打造学习型企业
为载体，开展了“书香三
八”征文活动，不仅满足
了职工的精神文化需
求，还获得集团公司二
等奖荣誉。翻新球馆并
成立公司羽毛球协会，
每周羽毛球爱好者都可
以 相 互 切 磋 ，提 高 球
技。积极组织公司职工
参加由矿业公司举办的
铜煤职工歌会及篮球
赛，极大丰富和活跃了
职工业余文化生活，提
升了职工幸福感和凝聚
力。同时，每逢重大节
日，都会组织开展“登山
比赛”“猜灯谜”“拔河”
等丰富多采的趣味活动，
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
同时，展示了新时代煤机
人的精神风貌。

构建长效机制——
安心。该分公司建立了
领导信访值班制度和信
访工作微信群，畅通了的
信息传递渠道，面对面倾
听职工诉求，最大限度为

职工解疑释惑，解决思想上、生活
上、工作上的各种难题。同时联
合多部门进行“三防”安全大检
查，对查出的安全隐患要求立即
整改。围绕“安全生产月”活动组
织拍摄了安全微视频，让安全根
植于职工心中，落实在实际行动
中。建立了青年安全监督员、女
工协管员等群众性安全监督体
系，不定时开展安全巡查活动，消
除了生产过程的安全盲点，有效
提升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安全防范
意识。 （霍毅 郑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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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水泥公司

技能比武大对决 同台竞技赛匠心

本报讯“健步向前、你我同
行！路桥分公司，冲啊！”近日，
在西安城市运动公园的东门，

来自建设集团路桥分公司的职
工们，身着统一服装，喊着嘹亮
的口号大步前行，正在参加“健
步向前、你我同行”职工健步走
活动。

近年来，该分公司工会坚
持以服务职工为工作导向，在
广泛听取职工群众意见建议基
础上，围绕职工健康、安全教
育、职工文体活动等方面工作，
精准、高效地做好职工群众服

务工作。同时结合公司实际，
先后以欢度节日为载体开展了

“庆五一”演讲比赛、“欢度元
旦”文艺联欢会；以守护职工
健康为目的，开展了10分钟保
健操、中医义诊健康理疗活
动；以解决和满足职工需求为
主，开展了“夏送清凉、冬送
温暖”“金秋助学”活动，精
准高效的服务工作，受到职工
好评。 （陈冰清）

建设集团路桥分公司工会

精准高效服务受到职工好评

本报讯 为弘扬工匠精神，强
化技能型人才队伍建设，近日，运
销集团韩城分公司开展了采制化
职工技能比武大赛，进一步提高
采制化职工的安全操作技能和专
业技术水平。

据悉，近年来面对采制化岗
位技能型人才“青黄不接”的现
状，该分公司通过技能培训，以师
带徒、传帮带等形式，加强专业技
术人才的培养。同时广泛开展

“三小一练”、技能大赛、双述等活
动打造“工匠文化”，培育职工恪

守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通过选树岗位能手、评
先进典型等创先争优活动，展示

“最美劳动者”风采，发挥典型以
点带面的功效和力量，引领职工
进步，为公司发展凝聚正能量。通
过组织岗位练兵，检验采制化人员
理论知识和技术水平，鼓励职工立
足岗位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
一行，激发了更多职工学习技术、
苦练技能的热情，进一步凝聚职工
力量，为公司追赶超越提供强大的
人才智力支撑。 （张桂英）

强化技能提升 培养工匠人才
运销集团韩城分公司

为班中餐配备保温箱
本报讯 日前，陕北矿业张家峁公司党政工为职工餐

厅购置了一批班中餐新型保温箱，用以解决班中餐运送
过程中保温效果差的问题。

据悉，新型班中餐保温箱集食品级内胆、高密度PU隔
热层、三个不锈钢卡扣紧固、实时温度显示等功能于一体，
有效保温时间长达6小时，容量达到85升，可一次运送35份
班中餐。该公司为每个使用单位均单独配备了班中餐保温
箱，彻底解决了以前各单位班中餐混装、运送过程中反复
开箱、班中餐洒漏等情况，体贴暖心的班中餐保温工作是
该公司“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化职工服务工作
的一部分，也为基层职工带来了新一波的福利。 （刘波）

陕北矿业张家峁公司

加强人文关怀凝心聚力共奋进
本报讯 近年来，陕煤建设韩城公司工会从细微处入

手，把建好“员工之家”放在首位，加强人文关怀，使职工生
产生活得到全面改善，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

据悉，该公司基层项目部始终坚持为职工举办庆生
日活动，不仅营造了浓浓的“家”味，也增强了员工的归属
感和凝聚力。同时为确保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土建十
二项目部工会为职工配备了小药箱，以防不时之需。为
进一步丰富干部职工文化生活，展现新时代建筑工人热
爱生活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该公司工会还组织职工
开展优秀书画、摄影、剪纸展和征文活动。

与此同时，该公司将继续加大对职工的人文关注、人
情关爱，最大限度调动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张艳丽）

建设集团韩城公司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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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餐服务正式上线
本报讯 为满足职工就餐的差异性、多样性需求，近

日，黄陵矿业双龙煤业经过调研、论证和尝试，正式推出
班中餐食堂自助餐服务，解决了职工就餐难题。

近年来，该矿工会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不断加
大为职工群众解难题力度，特别是高度重视职工就餐难
题，先后对班中餐食堂进行扩建，推出了微信点餐服务。
今年，针对职工提出的饭菜种类少、价格高问题，该矿工
会积极走访职工，通过发放调查表及问卷等形式，征求职
工对于食堂整改的意见和建议，经过充分的调研、论证和
尝试，最终推出了自助餐服务，在自助环节还增加了牛
奶、果盘等服务，既解决了浪费难题，更解决了职工的差
异化需求，得到了职工的一致好评。 （彭兴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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