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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一下井，泡上一杯
茶，中午吃中餐时水温刚刚
好。” 榆北曹家滩综采区的
老职工马永合用沾满煤灰的
大手拧开保温杯盖儿，吹开
杯口的茶沫儿，美美喝了一
大口茶水，心满意足地放下
水杯说：“我的胃一直不好，
现在好了，有了这个保温
杯，在井下也能喝上热乎乎
的水了。”

在曹家滩综采区 122106
工作面的用餐车内，一排排
整齐划一的保温杯成为一道
新的“风景线”。趁着班中餐
间隙，职工纷纷拿起区队为
大家配发的保温杯，喝起提
前准备好的茶水，给自己

“解渴充电”。
“真没想到，在上个月队

意见征集会上，几个职工提
出井下喝不上热水，这么快
就被解决了，这个必须点
赞。”另一名职工竖起大拇指
说。

据悉，该区党政工把解
决职工的烦心事作为主题教
育深调研、找问题、抓落实

的着力点和落脚点，一月开
展一次意见征集，针对收集
到的意见，每个月至少解决
一个突出问题。

为了解决职工班中餐用
餐无处去、无处坐的问题，
该区首先将工作面的一辆设
备列车改造成为用餐车，改
善了职工的用餐环境。但在
后来的意见征集会上，有部
分员工反应吃完中餐没有热
水喝，便为全区职工每人购
买了一个保温杯，并在餐车
内制作了保温杯架，给每个
杯子贴上各自的名字，保证
不会拿错拿乱。

杯子有了，水的问题还
得解决。该区安排党员先锋
队敷设电源线路，安装了一
台防爆饮水机，每班安排
专人向井下送两大桶纯净
水，并贴心地在餐车内准
备了茶叶及各类药物，以
备不时之需，彻底解决了
井下职工没热水喝难题。

“400 米井下的一杯热水，
温暖的是一颗颗职工的心。
只有把职工的烦心事解决好，

让 广 大 员
工 实 实 在
在 感 受 到
综采区‘大
家庭’的温
暖，区队才
有 前 进 的
动力。”支
部 书 记 拓
博爱说。

（王庭栋
高宇莹）

一杯热水暖人心一杯热水暖人心

当 2020 年第一缕阳光照射在陕北大地
上，给这个严冬送来新年的暖意。当人们与
亲朋好友团聚，享受元旦假日的惬意时，北元
热电公司一线员工依然用他们的坚守与奉
献，谱写着一曲曲劳动者的赞歌。

图为北元热电分公司汽机厂房，发电机
的轰鸣声不绝于耳，曾两次获得先进党员称
号的谢常永，每逢重大节假日，都会主动请
缨、坚守岗位，把回家团聚的机会让给其他
同事。 张庆丰 摄

元旦元旦，，他们在岗位上开启新的守望他们在岗位上开启新的守望

本报讯 近日，陕北矿业神南产业发展公司工会女工委为
196名女职工举办素质提升“小课堂”，面对面了解女职工素质
提升诉求。

据了解，该公司女工委通过持续开展《反家庭暴力法》法律
知识大讲堂、《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落实情况问卷调
查，针对存在问题给予帮助和解答，引导女职工遇事找法、解决
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不定期举办女职工职场礼仪、瑜伽、
化妆技巧等小课堂，提升女职工个人形象和在工作中精神状
态，同时对女职工职业发展规划进行指导，帮助女职工分析自
身优势和特长，合理规划职业生涯，鼓励女职工争做“岗位标
兵”“技术能手”，加强女职工队伍建设和提升女职工综合素养，
充分发挥“半边天”作用。 （李瑞）

举办素质提升“小课堂”
陕北矿业神南产业工会女工委

本报讯 近日，韩
城矿区 20多名小区住
户，代表富国里小区
（原矿务局450住宅区）
122 户居民，向韩城矿
业公司送去“为居民办
实事、做群众贴心人”
锦旗和感谢信，感谢该
公司为他们解决了多
年的冬季取暖问题。

韩城矿业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陈永
民，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范武生面对老同
志递上的锦旗和感谢
信，感慨万千。陈永民
介绍，近两年韩城矿业
按照集团公司要求，围绕“稳
定、安全、环保”三条原则，在
集体工参保问题、梅苑一、
二、三区改造问题和富国里小
区供暖问题上，努力做到想职
工之所想，急职工之所急，解
职工之所困。

“以前进家冷冰冰，现在
进家暖如春，真享福啊！要问
2019 年我们最幸福的是什
么？那就是公司民生工程温
暖了我们的心房，有了更多的

获得感、幸福感。”一名
88 岁的离退休老人用
颤抖的声音读着感谢
信。

据了解，富国里小
区共有住房 288 套，按
照市政规划，首批共拆
迁166户，现存3栋楼房
122户仍未拆迁。该公
司按照韩城市政府相
关文件要求，及时对城
区锅炉进行拆除。因
城市集中供热无法接
入该小区，加之该市

“四城联创”规划及“三
供一业”先移交、后改
造等多种原因，造成了
3 栋住宅楼冬季无法
正常供暖现象。 2019
年上半年，韩城矿业与
市政府经多方协商，就

住户反映的小区供暖问题，
寻求解决办法，同时本着“以
人为本、为民谋福”原则，按照

“合理诉求解决到位”要求，该
公司组织召开党委扩大会
议，决定由公司先期垫资，及
早确定施工队伍实施暖气安
装。该公司规划部、韩城市
热力公司等相关单位就富国
里小区供暖问题召开现场推
进会，明确供暖实施单位及
相关事宜，同时开展现场勘

察 及 供 热 方 案 制
订完善工作。最终
由 该 公 司 垫 资 近
300万元，小区供暖
工程于 8 月进场施
工，11月 10日完工，
在冬供暖之际，实
现正常供暖。

（张为民 陈凤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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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一年，又迎来黄陵矿业公司四
届六次职代会，回顾往昔，当初的承诺兑
现了多少?让我们在现实中寻找答案和
印记。

谋民生之利，让职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这下好了，终于可以把媳妇接上来
一起生活了。”望着张湾廉租房“榜单”，
职工孙练激动不已。

让职工住得舒心，出行方
便。在矿山公园补栽行道树、灌
木等 2000余株，铺草坪、种花卉
达1.78万平米，铺设河滨路、北三
路沥青混凝土路面2.3公里；投放
共享单车 200余辆，安装照明设
施 300余套，投入资金 2000余万
元，惠及职工 10000余人次，彰显
了国有企业的担当精神。

如果说住有房、行有车见证
的是公司高质量发展成果，那么
从中国顶尖的东方歌舞团，到集
团公司职工文化艺术原创诗歌诵

读和原创歌舞展演，再到回顾企业发展
历程的职工文艺晚会，大大小小的晚会
让职工的精神世界变得多姿多彩，更让
职工对艺术有了新定位。

解民生之忧，让职工和群众无忧愁

赵晶是该公司一号煤矿供应部库房
保管员，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在2017年
6月份发生改变，因突患免疫性脑膜炎，

短短半年除了花光家里的积蓄还负债
50多万元。

“患病后，公司领导第一时间为我
开辟‘绿色通道’，主动为我申请大
病救助金，为我募捐爱心款近 2 万
元。公司按照国家有关政策依据，
又为我报销医疗费 90%以上，而且还
将我纳入到年度重点帮扶对象。”聊
起公司对职工的关爱，赵晶言语间满
是感激。

“今年，我们对 83名特困职工、123
名困难职工和562名一般困难职工家庭
进行了帮扶慰问，发放帮扶资金83.25万
元。”该公司工会负责人张剑令翻开
2019年帮扶台账，一串“暖心”数字印证
了公司“一切为了发展、一切为了员工”
的发展理念。

如果说，给特殊群体以依靠，对困难
职工以帮扶，是黄陵矿业应有的担当，那
么致力于让地处秦巴山区安康市汉阴县
笔架村脱贫奔小康、让黄陵县潮塔村、建
庄村获得更多幸福感，则是黄陵矿业人
奉献社会的大情怀。

绘安全蓝图，让职工和家属更安心

“安全关乎每个人的幸福生活，安全
更关乎每个家庭的幸福美满，安全工作
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做到‘遵章守纪’。”
陕煤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严广劳到
黄陵矿业开展生产安全大排查说。

近年来，该公司不断深化安全管理
工作，通过实施NOSA+四治理一优化
安全管理模式，不断强化现场管理，为职
工提供了安全工作环境的同时，让职工
工作更放心。

“安全关乎每个家庭的幸福，容不得
半点马虎，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大家高高
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该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雷贵生说。

上年，黄陵矿业公司以服务职工群
众为己任，从住房、环境、养老等民生“痛
点”“难点”做起，绘制蓝图，解决职工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擘画出一
幅安居乐业、幸福祥和的民生画卷，交出
了一份高质量的民生答卷。 （何明伟）

发挥工会职能 服务职工群众
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工会

组织要做好职工民主管理工
作，需要得到各级领导行政支
持和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更
要我们工会组织着力做好六个
方面工作，并在积极探索和实
践中使各项工作落地，让职工
群众满意。

首先，工会组织要把党对
职工民主管理工作领导的政治
原则执行好，落到实处，在党
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工会组织
要将工作情况定期向党委进行
汇报，认真听取党委意见和要
求，特别是在当前企业改组
改制的复杂形势下，民主管
理面临许多的新情况、新问
题，工会组织更要增强党的
意识，积极主动地争取党的
领导，增强服务中心，服从
大局意识，找准定位，全力推进
各项工作。

二是民主管理工作涉及面
广，政策性强，特别需要各方面

的合作和大力支持，共同来推
进民主管理工作。作为各级工
会组织需主动与有关部门沟
通，了解有关改革政策，参与改
革政策制定的全过程，及时反
映职工群众对改革的意见、建
议和需求，努力使改革力度、经
济发展的速度与职工承受程度
实现统一化。

三是工会组织要把民主管
理工作作为依法履行维护职责
的重要手段和工会工作的重要
内容，工会的一把手要亲力亲
为，制定责任目标，加强责任考
核与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的落实
工作，促使民主管理各项工作
目标的实现。

四是结合新形势发展实
际，要勇于创新，不断在工作中
加以实践，深入调查研究，针对
基层在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踊跃出思路、拿办法，
定政策，为基层开展工作创造
有利条件，真正体现服务于基

层，按照上级工会组织要求落
实工作。

五是加强对工会干部和职
工代表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
的培训，全面提高广大工会干
部和职工群众参与企业管理
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
和水平。

六是民主管理工作要与党
的中心工作相融合，服从和服务
大局；要与工会各项工作相融
合，形成工作合力，打好整体
仗。要借助上级有关部门职能，
加强检查监督《劳动法》和《工会
法》等法律法规落实情况，通过
制度宣传工会主张，反映广大职
工的意愿和要求，协调劳动关系
中带有普遍性和倾向性的问题，
努力营造和谐健康企业环境和
社会氛围。 （王文亮）

工会时评GG ONGHUISHIPINGONGHUISHIPING

本报讯 近日，澄合实业公司工会为进一步提高工会干部和
广大职工群众的法律意识，组织开展了《工会法》《陕西省企业
工资集体协商条例》知识竞赛活动，该公司工会干部、职工代表
共40余人参加竞赛。

据悉，在竞赛活动开始之前，该公司工会主席张丽给大家
详细解读了《工会法》《陕西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重点内
容，并就开展本次活动的重要意义进行说明。其内容除包括
《工会法》《陕西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知识外，还包括《劳
动合同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工会相关法规知识。

通过此次竞赛活动，让职工和工会干部更多掌握和了解相
关的法规知识，也为公司工会更好地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李俊梅 赵张钧）

举办工会相关法规知识竞赛活动
澄合实业公司工会

本报讯 近日，运销集团榆林销售公司为了给职工们提供丰
富可口饭菜，满足职工不同口味及营养搭配，保证全体职工能
够吃好，公司广泛征求公司员工意见，切实将关心职工生活作
为第一要务。

据悉，该公司每日在食堂就餐职工有 80余人，针对职工提
出的健康饮食、放心饮食问题，综合办严格把好原材料采购进
口关，精心选购新鲜、健康、安全的蔬菜、蛋肉等，副食粮油均从
正规厂家采购品牌产品；针对职工提出的少油、少盐、少食品添
加剂要求，食堂师傅每日精心搭配，在保证饭菜口味前提下，力
求做出更健康美味的食品以满足职工需求，同时每日制定菜
谱，确保让职工们吃到不同口味的菜肴。 （李勤）

进一步改善职工饭菜质量
运销集团榆林销售公司

黄陵矿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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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别说，这小伙子来的时间不长，
焊接技术可一点不比老师傅差。”陕北矿
业涌鑫公司沙梁煤矿机修队职工王位弓
着腰，火树银花间焊件在手中轻舞，行云
流水般完成了技术比武项目，换来了身
后裁判员的啧啧称奇。

这是陕北矿业涌鑫公司2019年度职
工技术比武大赛现场的一幕。据了解，
本次大赛与往届不同，均由各区队自主

“命题”，结合实际情况分工种队内
“PK”。比赛项目分为煤机司机、支护
工、皮带检修等共计30个工种，比赛内容
上更接“地气”，由理论考试和模拟操作
考核两部分组成，其中理论成绩占 40%，
实践成绩占 60%。一场场心理素质与技

术技能角逐的好戏在“自家门口”接连开
始上演。

安山煤矿综采队比武现场，参赛选
手们把日常苦练的“内功绝学”竞相展示
在比武中。煤机司机动作娴熟、有条不
紊，原煤随着滚筒向前切割从煤壁上唰
啦啦的落下，等煤机走过又露出整整齐
齐的煤壁。支护工操作准确、动作到位，
支护情况检查、开钻前的准备工作、正常
钻进、安装孔口管及收尾工作等工作井
井有条。选手们一个个“精、准、稳”的操
作赢得了在场同事的点赞，现场气氛异
常热烈。

你方唱罢，我方登场。沙梁煤矿机
运队比武现场，参赛选手们激情飞扬，争

着秀“功夫”。皮带检修工 2名选手相互
配合，既得下大力气，又得有“绣花活”，
量尺寸、裁皮带、打扣子，一板一眼颇具
章法，一招一式尽显技巧。随着考官的
一声令下，一旁参加电工技术比武的选
手们也迫不及待进入了竞技状态。停
电、上锁、挂牌、手指口述安全确认一气
呵成，一幅幅电路图在他们脑中接续上
映，一个个接触器在他们手中辗转腾挪，
接线、布线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操作台瞬
间变成个人技能展示的主阵地。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333名职工参加
大赛，38 名选手分别获得 30 个工种的

“状元”。
“今年，公司创新了技术比武形式，

将‘举办权’下放到各个区队，有效调动
了大家的积极性，也让队里更多的优秀
人才登上了舞台。”陕北矿业涌鑫公司工
会主席王开看着选手们的优异表现欣慰
不已。

一花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近年来，陕北矿业涌鑫公司以职工
技术比武为契机，以比促学，创新技能人
才培养方式，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有组
织、有计划、有实效的岗位练兵活动，搭
建起了职工成长的“高速通道”，形成“尊
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技能”的良好氛
围，为公司实现“人才强企”战略注入了
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李万智 高晓邦）

陕北矿业涌鑫公司

技术比武加码“年终大戏”

1月1日，为了提高广大职工的身体素质，丰富职工节日文
化生活，澄合矿业合阳公司工会举办了“2020奔跑吧安阳”职工
越野赛。来自各基层单位的200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比赛现场，热烈的掌声、加油声此起彼伏，使整个矿区呈
现出奋发向上的节日氛围。 闵捷 摄

本报讯 为进一步发扬企业“传、帮、带”的优良传统，促进
新入职职工尽快适应煤矿工作岗位，近日，黄陵矿业双龙煤业
举行了“师带徒”协议签订仪式。74名新工与各自的师傅签订
了师徒协议，结成“传、帮、带”对子。

为了保障“师带徒”工作落到实处细处，真正做到“师傅真
心教、徒弟虚心学”，仪式上，该矿宣读了“师带徒”制度，明确了
各自职责、考核办法、激励措施，给师傅和徒弟戴上了“紧箍
咒”。同时，要求师傅不仅要在工作上指导帮助徒弟，也要在生
活上关心，帮助新工尽快适应工作、融入企业。最后，新工纷纷
表示将会珍惜机会，尊重师傅，虚心受教，尽快成长为能够独当
一面的人才，为矿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范哲）

举办新工“师带徒”协议签订仪式
黄陵矿业双龙煤业

职工杨先在职工杨先在400400 米井下喝到了热水米井下喝到了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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