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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肩膀担着“维护企业利益”的
重任，一个肩膀载着“维护职工权益”
的职责，这是陕北矿业柠条塔公司工
会在发挥“双维”功能中的形象比喻。

今年以来，为了使企业利益和职
工权益得到充分平衡共享共荣，该公
司工会进行前瞻思考，并结合企业实
际制定了“维护中心工作清单”和“维
护职工权益清单”两份清单，为工会发
挥“双维”功能，搭建了新平台。

“维护中心工作清单”主要围绕企
业安全生产、经营管理、创新突破等中
心工作，将涉及企业利益的“双一流”
班组建设、全员双创、劳动竞赛、技术

比武、群众安全等 10 项重点工作项
目，进行模块化梳理，形成了条块联
动、上下互动的工作体系，进一步激发
了全体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让“企业好大家才能好”逐渐成为
了共识。该清单立足于促进企业发
展、服务企业中心工作的角度，通过分
专业、分系统、分层次，广泛开展增产
增效、节支降耗、岗位练兵、创新创业
等专项竞赛活动，不断提升企业的管
理水平和经济效益。

“维护职工权益清单”主要围绕企
业民主管理、综合保障、生活起居等，
将涉及职工权益的精准帮扶、技能帮

扶、环境营造、职工健康和修养身心等
10个方面，进行项目管理，突出项目重
点，实施各有侧重的服务体系。目的
在于融合企业综合管理效能，让职工
最大限度共享发展成果。该清单从传
递企业温暖的角度，形成了服务职工
流程化，项目单元优质化，项目检验实
效化的工作实践。

目前，陕北矿业柠条塔公司工会
两份“清单”正在响亮落地，“双维”功
能正在充分体现。情义无远近、关怀
无彼此、服务无先后、温暖无凉热的工
作脚步也在坚实地走向远方。

（丁伦义）

近日，在榆北煤业曹家滩矿业公司职工
中午用餐时段，志愿者在发放宣传单为职工
宣传和讲解职业病防治小知识。近年来，该
公司把职业病防治作为关爱职工、保护劳动

者身心健康、构建和谐矿区发展的一项重要
工作来抓，通过完善制度、源头控制、规范管
理等手段，为职工提供一个有益身心健康的
安全工作环境。 杨娇 摄

职工健身有了好去处

陕北矿业涌鑫公司

本报讯“这下可不用再羡慕别的单位了，
咱们也有自己的健身房了。”“我要制定一个健
身计划，每天下班后活动活动筋骨、锻炼一下
身体……”陕北矿业涌鑫公司沙梁煤矿的几个
职工乐呵呵地在新健身房里聊着天。

为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开展好
全民健身活动，努力塑造阳光、健康、积极向上
的精神风貌，增强职工身体素质，近日，陕北矿
业涌鑫公司结合沙梁煤矿实际情况，在宿舍楼
4楼活动室内开设了健身房。健身房内干净整
洁的塑胶地板上，整齐地摆放着跑步机、动感
单车、哑铃、小飞鸟综合训练器等一批室内健
身器材。

丰富的健身器材让广大职工锻炼身体、增

强体魄的同时更是丰富了业余生活。职工小
李说：“以前下班后不是吃饭喝酒打发时间，就
是在宿舍待着打游戏、看视频，既不利于身体
健康又会徒增几分疲惫，随着健身房的开放，
以后在业余时间就可以在这里释放活力了。”

近年来，为了改善职工办公、生活环境，陕
北矿业涌鑫公司专门在职工宿舍修建了职工
活动室、阅览室，购置了各类报刊杂志、上百册
图书和多种体育健身器材，全天对职工免费开
放。不定期地举办篮球赛、拔河比赛、越野赛
等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极大地丰
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现在“快乐工作、
幸福生活”成了职工们最爱说的一句话。

（李万智 高晓邦）

自 2018 年以来，韩城
矿业创新培训模式，将现
有人才资源灵活运用，以

“导师带徒”、后备干部培
训等为抓手，让优秀的人
培养出优秀的人。

导师带徒助长“好苗子”

王荣泉是韩城矿业公
司的后起之秀，2018年从
煤机公司技术研究所所长
顺利晋升为所在单位班子
成员，分管销售。从科研
到销售，大家都为王荣泉
捏着一把汗，而他在短暂
的一年时间里实现了华丽
转型，在彬长、陕北等地开
拓了相对广阔的市场。

王荣全说，这一切要
得益于他的师父姚卫平。

在韩城区域广泛流传
着“古有一母三进士，今有
四子三清华。”这样一句
话。“四子三清华”说得就
是姚卫平兄弟四人，这个
家庭还被评为“全国最美
家庭”。姚卫平在煤机公司
从技术员干到过执行董
事。王荣泉转型初期，姚卫
平带领、引荐他去各处拜访
老客户，并手把手传授他销
售技巧和经验。王荣泉说，
师父还经常把家风、家庭小
故事及自身阅历讲述给他听，这对
他的人生价值观、子女教育以及职
业规划都有着很大的启发。

像他们这样的师徒关系，韩
城矿业公司有141对。

2018年，该公司党政提出了
“双百人才培养计划”（一百对导
师带徒，一百个后备干部）。这项
重要的决策一呼百应，公司上下
有上进心的年轻人，本着同专
业、同单位的原则纷纷寻找着自
己的名师，于是各行各业里具备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技术
资格证的优秀管理者和优
秀技能人才都扮起了“师
父”的角色，他们采取一
对一“薪火相传”的方
式，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
的“导师带徒”活动。

韩城矿业公司人力资
源部王增巧负责这项工
作，她介绍说，从师徒甄
选、到组织师徒签订培养
协议，从制定培养计划、
到履行培养计划，从培养
措施制定到考核表彰，都
是严格按照导师带徒管理
办法进行的。

名师调教集训“千里马”

在“双百人才培养计
划”中，同“导师带徒”并驾
齐驱的还有每季度一次的
后备干部培训。

他们邀请陕煤集团总
政工师李永刚、西安科技
大学管理学院张轩远教
授，还有思创学院的老师
等前来授课。培训课程
丰富、内容全面，有“北移
精神”、锻造执行力、管理
能提提升、人生哲学等方
方面面。

后备干部李龙飞说：
每一次参加培训，我都会

生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的感慨。

韩城矿业公司除了把优秀的
人“请进来”，还采取“送出去”的
方式，组织后备干部和优秀徒弟
外出培训，去接触更多优秀的人
和汲取新的知识。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检验，“让
优秀的人也培养出了更优秀的
人”已成为该公司持续健康发
展提供了一条可行的人才培养
途径。 （焦娟娟 韦哲君 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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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工资卡”解决大问题
本报讯 “以前发工资，排队领现金很不方便啊！”“是啊，有

时候请假领工资，还必须去施工项目部领，费时费力费
钱。”……“有了工资卡，短信提示工资到账，很便捷。”在建设
集团机电安装公司人力资源部，领取工资卡的农民工纷纷议
论着。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今年以来，该公司
专门分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做到“一人一卡”。一卡虽小，
功能强大，实现工资直付，改变了之前工资由项目部代发的程
序，杜绝了工资拖欠，防止工资截流和克扣，让大家劳动报酬
有了保障，解决了农民工的后顾之忧，达到便民服务“零距
离”，实现了凝心聚力共谋企业发展。 （范亚文）

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

为基层工会“充电”强化创新发展
本报讯 近日，澄合矿业合阳公司工会为进一步提高基层

工会干部业务素质和工作创新能力，发挥工会的桥梁和纽带
作用，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对基层 12名工会主席进行集中
培训。

据悉，本次集中培训以创新性、实用性为出发点，内容包括
“工会工作考核细则、工会劳动保护、工会女工委工作、如何当
好基层工会主席、新常态下如何做职工的思想工作”等，各基层
工会主席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中所遇到的问题，与今后如何提升
工会工作的质量等进行了现场交流发言。通过学习交流，大家
纷纷表示，今后将切实推动基层工会履行基本职责，强化服务
意识、增强维权能力，努力打通工会联系服务职工的“最后一公
里”，让职工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闵捷）

澄合矿业合阳公司工会

两项体检 服务职工
本报讯 近日，渭化公司工会两年一次的全体职工健康体

检和一年一次的女工专项体检全部完成，参加全体职工健康体
检的共有2100余名职工，参加专项体检的共有500余名女工。

据悉，本次体检项目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等13个项
目。女职工体检项目包括妇科检查、白带常规、宫颈液基细胞
TCT、乳腺彩超、子宫附件彩超5个项目。全体职工健康体检和
女职工专项体检出资 90余万元。两项体检的落实为职工健康
增加了一道防线，是公司党政工关爱职工、解除职工后顾之忧
的具体体现，也是公司履行《集体合同》和《女职工特殊保护专
项集体合同》相关条款的规定、营造和谐劳动关系的一项重要
举措。 （汪苗苗 徐晖）

渭化公司工会

亲切慰问生育女职工
本报讯“小高，恭喜你喜得千金，身体恢复得怎么样？”“感

谢单位和同事对我的关心，我和宝宝都很好。”“你一定要注意
产后休息和营养补充。”

近日，运销集团榆中公司工会女工委组织慰问了刚生产不
久的女职工小高和她的宝宝，衷心祝贺她喜获千金，并送去了
贴心的母婴用品和营养品。

据悉，该公司工会坚持关心关爱女职工的健康和生育问
题，严格贯彻执行《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
等法律法规，让女职工充分享受劳动安全、工资待遇、产后休
假等合法权益，切实将温暖送到身边，让女职工深刻体会到
单位大家庭的温暖，从而增强职工的归属感，提高工作的积
极性。 （解美强）

运销集团榆中公司工会

服务退休人员“走心”又“暖心”
本报讯“你们服务真贴心，工作做到‘家’了！”67岁的退休

人员高大爷看到“娘家人”——黄陵煤电实业公司离退休管理
中心工作人员“上门”收取慢性病申报资料激动地说。

近日，该中心工作人员专程来到西安黄陵矿业小区家属
院，收取 40多位退休人员年度慢性病申报资料，赢得大家的称
赞。每到慢性病申报时间，来往递交申报资料给异地居住的患
病老同志带来诸多不便。公司退管中心上门服务解决了患病
老同志来往矿区舟车劳顿、费时费力等问题，退管中心工作人
员服务退休人员“走心”又“暖心”。

据悉，“上门”服务期间，退管中心工作人员还为老同志们
就慢性病申报流程和病种，如何查询账户余额，关注“延安医
保”微信公众号等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王保林 张亚梅）

黄陵煤电实业公司退管中心

“以师带徒”力促青工成才
本报讯 日前，铜川矿业玉华煤矿运转队7名职工历经18个

月的技能锤炼，最终以优异成绩通过结业考试，即将走上电工、
钳工等工作岗位。

据悉，为弘扬“工匠精神”，满足矿井现代化建设人才需求，
该矿按照“以老带新，以熟带生”原则，挑选作风优、品质好、责
任心强、业务精湛的骨干作为师傅，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
创新开展“以师带徒”活动，通过自主自愿、双向选择的方式，与
青年职工签订师徒合同，由师傅从职业道德、安全行为、技能实
操等方面对徒弟加以培养，搭建用人选材、育人成才平台。自“以
师带徒”活动开展以来，有46对师徒签订协议，已向采掘一线、维
修机加工等岗位输出25名青年技术骨干，培养出陕西省“技术状
元”“技术能手”等为代表的“玉华工匠”。 （朱建锋 杜玲玲）

铜川矿业玉华煤矿

职工岗位技能竞赛“1促N”
本报讯 近日，建设集团澄合分公司工会以深化“素质提

升”为主线，全面掀起全员抓培训、学技术、练本领的热潮，陆续
开展了安全员、材料员岗位技能竞赛活动，在职工中营造一种

“比、学、赶、帮、超”的良好竞争氛围，以此来检验职工实际操作
及理论知识水平。

在竞赛活动中，各参赛选手严肃认真，积极参与，展示了
职工日常积累的工作经验及业务操作技能，激发了职工立足
岗位学技术、钻业务、练内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王志勇）

建设集团澄合分公司

近日，黄陵矿业双龙煤业工
会举行全体职工“三功两素”成
果展，有效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
热爱本职岗位工作，刻苦钻研专
业技能，努力提升实操水平的热

情。图为该矿职工赵建忠正在
展示电钻钻鹌鹑蛋绝活——在
鹌鹑蛋上钻出四个孔，保证蛋皮
不破，蛋液不流出。

穆海宏 范哲 摄

本报讯 近年来，彬长矿业公司小庄矿始
终坚持以人为本，采取多种方式，促进职工快
乐工作、幸福生活。针对矿区单身年轻男职工
较多、部分职工两地分居的实际现状，该矿于
近日举办了两场“小庄新起点”讲堂“爱在关系
里——职场心理与家庭关系婚恋”专题培训。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西安市未央区秋文社工
服务中心负责人文秋玲到矿授课。各部门、区
队300多人参加培训。

“婚恋培训虽然改变不了一个人的一生，
但它可以教给大家某些处理婚姻问题的方法，
让人少走弯路，以更加理性、冷静的态度对待
婚姻，同时也会健全一个人的人格。”这是文秋
玲教师授课的开场白。随后通过图文并茂的
PPT课件，为参加培训职工讲解了家庭为什么

会出现冲突、健康的家庭信息系统、健康的家
庭规条、家庭成员应对矛盾的姿态、怎样化解
家庭矛盾等。

运输队职工王凯说:“文老师的讲座跟以往
有很大的不同，听后受益匪浅，让我学会了怎
样经营生活，如何更好地和爱人沟通，更好地
提升彼此间的感情。家庭和睦了，工作起来才
不分心，才能更好地促进安全生产。”

（关国凤 陈杰）

彬长矿业公司小庄矿

婚恋培训让幸福来敲门来敲门

“小智慧”创出“新收益”
生态水泥富平公司

智能创新

“你知道吗，现在我国一年的工业生
产会产生多少废旧电缆线？”虽然现在回
收电缆线再利用的方法有很多种，但对
于生态水泥富平公司创新工作室的“科
研人员”而言，大胆创新，以最小的投入
发挥更大的效益，才是回收电缆线再利
用的终极“王道”。

近日，该公司2#深水井抽水泵突发
故障，为保障生产、生活用水正常，生产
设备部紧急开展救援行动，更换废旧电
缆1710米，及时保证了企业正常供水。

“这些电缆有的还能用，扔了实在可
惜，但放着又占地方，大家有没有什么好
的建议？”

“我建议用绝缘胶带缠绕废旧电缆
线，重新修复绝缘组织。”

“这种方法以前试用过，不仅速度慢
而且容易有瑕疵，达不到使用标准。”

“算了吧，我看是没办法了，重新
买吧。”

“要不要试试用热缩带包裹，库房还
有一些现成的，不然咱们再试试。”一旁
陷入深思的翁超峰说道。

“对，这是个好办法!”大家纷纷表示
同意，于是一场电缆“翻新仗”成功打响，
五六个人负责在电缆线的一头套起热缩
带，另外三人用汽油喷枪加热，经过近 3
小时翻新后的电缆线，经检测绝缘组织
达到 100兆欧姆，符合电缆日常应用标
准，被成功运用到深水井 160千瓦抽水
泵，通过对比试验，改造后的废旧电缆线

不但没有出现任何使用
上的瑕疵，而且比以前的
性能更好更耐用，极大地
减少了深水井电缆线的更
换频次。“经过大家‘包装’
后的电缆结实耐用，还省
了一笔不小的费用呢！”一
旁手持汽油喷枪为热缩套
加热的张师傅说道。

据悉，此次“电缆翻
新”工程，节约采购成本
23万余元，目前已推广至
各车间实践运用。

“小智慧”创出“新收
益”。在“变废为宝、变坏为好、变旧为
新”思想指引下，该公司将持续更新“修
旧利废”新方法、新理念，提升“修旧利

废”管理能力，稳控成本收效益，为公司
绿色低碳循环和可持续发展添砖加瓦。

（杨琦 翁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