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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关系企运。近年
来，蒲白矿业公司始终坚持“一切为了发
展，一切为了职工”的企业宗旨，从生
产、生活条件改善提升，到职工群众物质
精神追求“双满足”，再到职工群众安全
感、获得感、幸福感和自豪感持续攀升，
用真情汇聚出一股股“民生暖流”。

与发展同谋 更有安全感

实现职工工作生活环境随企业发展
的同步改善，是蒲白践行“以职工为中心”
发展理念，更是实施高质量发展最先考虑
的问题。

“安全生产高于一切，该公司全面推
行‘人的行为专项治理’‘班组安全网络管
理’‘四员两长’等措施，强力推进矿井‘四
化’建设，就是要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让职
工安全作业，体面干活，更有安全感。”作
为蒲白矿业公司的“舵手”，该公司董事长

沈显华始终以保障职工安全为工作标尺，
不断增强职工的安全感。

近年来，该公司持续加大安全生产投
入，致力于各方面安全状态的改善、提升
和优化，特别是以黄陵新区两矿为重点，
加大科技投入和科技改造力度，两矿“四
化”建设实现稳步提速，大大降低了职工
工作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以科技创新
撬动着煤炭主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与效益同频 更有获得感

“刘工，查你的公积金账号了吗？咱
的社保金上卡啦！”随着煤炭形势好转，该
公司时刻不忘解决职工最切身利益，在集
团公司的大力支持下，一举解决了困难时
期拖欠的职工社保资金问题。

实现职工收入与企业经济效益同步
增长，这既是企业发展的初心和使命，更
是蒲白矿业公司对数万名职工群众立下

的铮铮誓言。
近年来，该公司通过大病救助、生活

兜底、互助金、金秋助学等帮助困难职工
走出困境；企业年金恢复正常运转，住房
公积金企业缴存比例大幅提升至 12%，并
实现了职工医疗保险与社会接轨，清退了
原有医保账户资金，职工平均收入从
2014 年的 4 万余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8
万余元，职工群众真切感受到企业发展带
来的实惠。

与发展同步 更有幸福感

民生工程带来了什么？职工群众最
有发言权。“矿业公司给咱职工引来这优
质水，水压大、水质好，老伴常说这水有点
甜呢。”家住罕井东方小区的高进社老人
是蒲白矿业公司退休职工，谈起“引白入
蒲”供水改造工程，老人高兴地竖起了大
拇指。

近年来，该公司竭尽全力满足职工群
众的“硬需求”，持续加大职工群众生活环
境改善力度，不仅成功完成了“引白入蒲
供水”供水改造工程，彻底解决蒲白人 60
年的吃水难题，还实施了大庆路亮化工
程，美化了矿区环境，收获了矿区职工无
数点赞声。

“硬需求”满足了，“软需求”也不落
下。针对当前人才紧缺现状，该公司聚
焦人才梯队培育壮大，为各个岗位员
工定制职业规划，打通了技能、技术、
管理“三支队伍”的人才成长通道，构建
出更加科学、更适合蒲白发展的人才成
长机制，为职工搭建了更为公正、更为广
阔的发展舞台。

着眼民生之盼，厚植民生沃土。该公
司以煤矿人的坚毅笃行，书写更加温馨的
民生篇章，交出一份不负职工殷切期盼的
的“民生答卷”。

（秦海 薛婧晴）

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

聚焦民生工程 提升职工幸福指数

目前，澄合矿业合阳公司工
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除不定
时向职工配发图书，更是把公
司“职工书屋”作为提高职工素
质的重要抓手和载体，要求以各
基层工会为单位，定时间、定人
员、定进度组织职工进行“日读一
小时，月读一本书”方式阅读。

同时除组织职工学习专业知识型
工具书外，还向职工推荐一些思
想性强、富有哲理、有深度的书
籍，最终达到每个人都能有所收
获、有所感悟、有所提高的预期
目标。职工纷纷表示，此举使人
收获多多。通过耐心品味这些好
书，得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得到

了生活的自信、创新的思维、工作
的激情。

据悉，该公司还将加大力度
把“职工书屋”与推进企业文化
及职工文化建设相结合，以更多
方式不断丰富职工读书活动内
涵，使他们争做知识型职工，勇
为创业型人才。 闵捷 摄

澄合矿业合阳公司工会

让“职工书屋”成为职工最爱

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坚持“一切为
发展，一切为员工”宗旨，聚焦职工关心的
热点难点问题，下大力气用心用情为职工
办实事、解难事，提升职工幸福指数。

职工宿舍翻修保障安全

“没想到我的意见这么快就被公司采
纳，职工宿舍重新改造，安全隐患彻底根
除，住在里面安心了。”职工小赵高兴地说。

该公司机关办公及宿舍楼年久未修、
墙面脱落，水电管线老化，存在安全隐患。
在广泛征求职工意见基础上，通过重新规
划布局，用三个多月时间完成楼体外墙、职
工宿舍、食堂、大厅等场所的大修安全改
造，一个崭新、整洁的办公生活环境呈现
在职工眼前。

“健康礼包”赢得职工点赞

该公司关心关爱职工健康，坚持每年

定期为职工体检，让职工了解个人身体状
况，维护保障职工的健康权益。今年，公
司工会分批次组织 180名职工进行健康
查体，对体检反馈问题第一时间通知本
人，为广大职工身体健康筑起预防屏
障。关爱女职工，举办“女性生殖健康知
识”及礼仪讲座；为 149名干部职工及家
属办理了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害保险，
参保率达 100%，多举措保护职工身心健
康，让广大职工切实感受到“娘家人”的关
心与温暖。

扶贫帮困解除职工忧愁

“有什么困难及时联系单位，咱们共
同想办法解决。”在患病职工陈连峰家中，
公司领导握着陈连峰的手嘘寒问暖。

职工利益无小事。该公司将关爱困
难职工作为“凝人心、促发展”的有效
方式，建立“五位一体”帮扶救助体
系，为困难职工家庭建档立卡结对帮

扶。坚持“四必访、五必
到”工作机制，春节慰问困
难职工家庭 19户，发放救
助金 23500元，为困难职工
子女发放助学金 3200 元；
走访慰问住院职工及家属
10人次；重阳节慰问 58户
职工家庭高龄亲人；高温季
节及重要节日走访慰问一线
职工，系列关爱活动的开
展，促进稳定，凝聚力量，
助推企业和谐平稳发展。

暖心服务温暖职工心窝

“长这么大我还是头一次过集体生
日，今天真是太幸福了，没想到工会还惦
记着我们这些农民工，在这里让我有了家
的感觉。”该公司神府项目部农民工唐金
胜道出了心里话。

暖心服务不断线，凝心聚力促发展。

近年来，该公司领导班子带队多次深入基
层一线调研，制定“服务职工实事项目清
单”，办好民生“十件实事”，得到广大职工
一致好评。新婚祝福、集体生日、免费“探
亲房”、母婴室、健身房、图书室、职工技能
提升等一系列暖心事，使职工收获满满幸
福感。 （刘静）

智能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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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职工代表履行监督责任
本报讯 近日，建设集团铜川公司工会积极组织职工

代表深入施工作业一线进行安全防护用品大检查，切实
履行安全管理监督责任。

据悉，职工代表依照《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
《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劳动防护用品选用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行业要求，重点对施工现场的密目式
安全网、水平防护网、防护栏杆、各类设备设施的安全保
护装置等安全防护设施及作业人员配发的安全帽、安全
带、绝缘鞋等劳动保护用品从采购、使用、日常管理、防护
知识普及等方面进行严格的监督检查。

通过此项活动，不仅规范了防护用品的日常管理和
使用，还现场进行了安全宣传教育，极大地促进了一线职
工正确使用防护用品，提高自我安全防护意识，有效保障
了企业职工的安全和健康。 （张琳琳）

建设集团铜川公司工会

开展“安康杯”系列文体活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提升职工自

信，营造积极向上、奋发拼搏的氛围，近日，黄陵矿业双龙
煤业举办了2019年“安康杯”职工系列文体活动。

此次系列文体活动主要分为篮球赛和羽毛球赛，共
设有 7支篮球队，2支羽毛球队，共计 100余人参加比赛。
参赛队员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团结的作风、拼搏
的精神，赛出了水平、赛出了不一样的精神风貌。

据悉，近年来该矿高度重视职工文体工作，坚持经常
性地开展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让职工在
紧张的工作之余，通过参加文体活动，增强凝聚力和团队
协作能力，达到陶冶情操、健身强体的目的，保证了矿井
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范哲）

黄陵矿业双龙煤业

本报讯 日前，铜川矿业陈家山煤矿工会女工委坚持
以情感人、以情促人，用真情宣传、热情服务、亲情帮教，唱
响女工协管“安全歌”，筑起矿井职工安全生产立体防线。

据悉，该矿工会女工委围绕安全宣教目标，组织女工
家属协管员“进井口、进区队、进家庭”，热情服务暖人
心、亲情帮教育人心，把父母情、夫妻情、儿女情融入到
安全帮教之中，用亲情感化人、用真情打动人、用友情感
动人，让亲情与爱心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到“三违”职工心
中，使“三违”职工认识到违章蛮干给自己、家庭、企业带
来的严重后果，把不安全行为变成规范操作的自觉行动，
不断增强职工的安全意识。

据悉，现已帮教“三违”职工 92余人，深入基层开展
活动 20余次，强化了安全教育效果，为矿井筑牢了第二
道安全防线。 （温荆亮 石会琴）

“情”字当头筑牢安全防线
铜川矿业陈家山矿工会

本报讯 为进一步丰富职工文化生活，营造和谐企
业氛围，近日，陕北矿业涌鑫公司工会举办第四届职工
羽毛球比赛，来自基层单位100余名选手参加男、女单打
比赛。

赛场上，羽毛球上下翻飞，运动鞋与地面摩擦发出
的“唰唰”声不绝于耳，参赛选手出手如风，时而纵身跃
起大力扣杀，时而俯首向前奋力救球，强有力挥拍、高技
巧搏杀，将搓、勾、推、挑，高球、吊球、杀球、劈球等技术
展现，让整场比赛高潮迭起、掌声阵阵。经过激烈角逐，
来自该公司生产调度室的王建获得男子组冠军，机修队
的赵帅珍获得女子组冠军。

通过比赛，不仅丰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搭建
了相互沟通、建立友谊的桥梁，提升了职工队伍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更激发了职工以饱满热情助力公司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 （李万智）

举办第四届职工羽毛球比赛
涌鑫公司工会

近日，陕北矿业龙华公司举办“不忘初
心、匠心永恒”第七届机电技能比武大赛，来
自各区队的 160名参赛选手在比武大赛彰
显技能风采。

钳工组：指尖上的艺术献礼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钳工技能考核项目是五星红旗制作，从
选料到制作，再到喷漆美化，每一步都要一
丝不苟严格要求。最终经过 5个多小时的
精心制作，11面精美的五星红旗送到在所有
评委面前，展示了匠心也展示了每位参赛选
手的爱国热情。

电工组：巧手出精品

更快更美更安全是这次电工技能组的
一大特色，在电工技能比武现场，参赛选
手们熟练地剪线、剥线、拧螺丝、接线、
整理线路，每一步都考验着参赛选手们的
耐心与细心，严格要求造就了一批专业的
技能人才。

车辆组：从安全习惯出发

在车辆驾驶技能比武现场，车辆驾驶
员熟练驾驶着笨重的铰接料车穿过每一个
障碍物和弯道，虽然是模拟场地，但评委严
格按照井下车辆驾驶标准打分，力争通过
比赛规范车辆驾驶习惯，让车辆驾驶更加
安全。

采煤机组：最美的告白就是“我懂你”

在 30203综采工作面，采煤机机械故障
排查比赛正在有序开展，来自综采队一名采
煤机检修工对着工作人员说：“这台采煤机

陪伴我多少年，我对它的了解比对我老婆了解都多。”采煤机
故障排查是本次比赛项目的一个代表，比赛力求贴近实际工
作，一切比赛都从实际工作中来，一切比赛为了更好地服务实
际工作。

锚杆机组：新设备赛出新速度

公司今年先后采购4台新型双臂锚杆机投运到各个掘进
工作面，投运后锚杆支护将速度更快、劳动强度更低。本次比
赛特设双臂锚杆机快速打锚杆比赛，通过比赛激发员工勤学
苦练热情，为实现快速掘进奠定良好基础。

机电技能比武大赛作为一项激励员工追赶超越的重要
活动，不仅是一次精神风貌、技术水平的集中检阅，也是一
次引导和深化广大员工岗位练兵、岗位成才、岗位奉献的
总动员，通过本次比赛，激发了员工钻研新技能，掌握新本
领，立足岗位创一流，苦练岗位基本功，为实现百年龙华梦
贡献力量。 （王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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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目前，铜川矿业玉华
煤矿联合科研院所应用新技术，在
综采工作面使用顺槽顶板切顶爆
破卸压技术过程中遇到施工难题，
生产一线职工依靠集体智慧，使用
一块小海绵，使难题迎刃而解。

据了解，该矿综采工作面受到
顶板压力等因素影响，给顶板管理
和推采等工作造成一定影响。矿
井与科研院所联手科研攻关，使用
顺槽顶板切顶爆破卸压技术有效
加强安全保障。此项技术要求爆
破孔的深度、垂直夹角必须严格按
照设计标准精准施工，施工工艺要
求高。在打孔施工中，钻头放置在

潮湿煤壁，犹如在光滑的瓷砖表面
作业，极易出现钻点扭曲、偏心，钻
孔位置“失之毫厘”，卸压效果则会

“谬以千里”。
新技术的应用，在施工过程中

遇到阻碍，一时间令大家始料不
及。生产科工程技术人员与施工
人员现场集思广益，联系到生活常
识，奇思妙想提出加工制作海绵打
孔装置。该装置是利用薄铁皮管
将一头磨锋利，另一头填充橡胶棒
用螺钉固定，橡胶棒“嫁接”上螺纹
螺栓，使其成为一个“中空钻头”。
打孔时将螺栓夹到钻卡上，利用高
速旋转使管子的锋利头切割已精

确标定钻孔定位的海绵，切掉的海
绵进入管子内部，割透海绵钻进煤
壁。此举是利用海绵特性与煤壁
产生的强大摩擦力，海绵牢牢固定
在煤壁上，相比钻头打孔，海绵打
孔易操作、更精准，极大地提升了
施工质量和进度，钻孔质量符合设
计要求。同时，工程技术人员将爆
破药管套上海绵防滑套，使药管准
确抵达“预定位置”。

一块小海绵毫不起眼，工程技
术人员奇思妙招使其“物尽其用”
大发威力，破解了施工难题，助力
新技术在矿井顺利应用。

（朱建锋 杜玲玲）

铜川矿业玉华煤矿

小海绵破解施工大难题

本报讯 近日，西煤机公司工会申报的创新创意项
目，在 2019年“陕鼓杯”“绿色制造、绿色生活”职工创新
实践大赛活动中，获奖多项。

据悉，本次参评的第一大类职工创新实践大赛成果
均以绿色制造为主题，是该公司职工“五小”获奖成果
中具有新颖性、实用性、推广性等特点，能解决实际生
产中遇到的难题，充分展现了一线职工敢想敢干的“金
点子”“绝技”“绝活”。参评成果获绿色制造职工创新实
践大赛奖三项，获绿色生活创意大赛奖三项。

上述奖项获得，是西安市机械冶金建材工会经自荐
推荐、初评初审、专家评审、综合评选等多个环节评选，
从 300多项成果作品中筛选而出，是对公司在培育职工
创新思维、激发职工创新热情、降低环境污染、提高绿色
制造水平等工作的肯定。 （郭军凤）

多项成果获创新实践大赛奖项
西煤机公司

本报讯 日前，针对“走出去”项目不断拓展点多、面
广的管理实际，蒲白矿业铁运公司工会运用党建项目化
管理“五个三”工作法，将职工关注焦点作为突破方向，
坚持做好职工的“贴心人”。

据悉，该公司工会为更好服务职工，特别是异地创
业职工，他们重新定位服务“角色”，利用微信、QQ等平
台，宣传“关爱职工委员会”职责作用，面向职工公布工
会服务热线，保证职工在第一时间传递诉求。同时领导
干部深入一线与职工谈心交流，了解所想所需。组织各
项目部充分调动党员志愿服务队和团员青年志愿者的
先锋作用，第一时间为困难职工提供帮助。与此同时，
该公司工会不定期根据新项目的成立、职工工作调动、家
庭变故等情况，对职工家庭信息档案进行更新，全方位掌
握职工需求，真正把服务送到职工心坎上。 （王婉妮）

做好职工的“贴心人”
蒲白矿业铁运公司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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