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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利益无小事，职工认为的“小”问题，却
被公司当作“大”事情来办。日前，陕化公司工
会创建职工谈心苑，打通了联系职工的“最后
一公里”，延伸服务职工的内容和途径，使职工
谈心苑成为密切干群关系的“连心桥”，职工排
忧解难的“直通车”。图为该公司领导与职工亲
切交流。 王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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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陕北矿业龙华公司工会开展“消
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职工家属座谈
会，倾听来自职工家属的声音。该公司相关
负责人及100余名职工家属参会。

会上播放了安全警示教育片，血的教
训使大家受到极大震撼，会议倡导职工家
属谈感受、说体会、提建议，引起职工家属
广泛共鸣。

座谈交流中，职工家属发自内心地说，

安全是头等大事，自己一定要做好贤内助，
照顾好家庭，让丈夫心无旁骛专心工作，并
表达了自己对于煤矿特殊行业的理解，提出
一些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为了活跃现
场气氛，进行了体验试穿入井职工劳动保护
装备、抢水瓶等互动游戏。

会后，职工家属先后参观了党建主题文
化园、龙华艺术苑、沙盘模型室等地。

贺芳 摄

日前，生态水泥公司首次荣获陕煤集
团工会“模范职工之家”荣誉称号。此项
荣誉正是该公司以党建汇聚力量，以工
团凝聚人心，依靠全体职工齐心协力，奋
力完成生产经营任务，构建和谐企业的
成果。

近年来，该公司工会按照新型职工之
家“六有”标准，围绕企业发展目标，积极
开展职工之家创建活动，充分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突出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
本职能，营造积极进取、团结向上的生活

和工作氛围，让职工之家成为最温暖的落
脚点，确保职工之家建设实效性，有效促
进了生产经营。

标准化建设提高工作质量

2020年初，该公司在陕西省网上工会
工作平台建会 6 家，全面实行工会网络
化管理，会员信息一目了然，更加方便
会员管理和转移办理，极大提高了工作
质量。目前 3家工会组织已完成法人统

一社会信用登记，设立工会独立账户，
确保经费合法、合规使用，法人治理结
构不断完善。同时从规范职代会制度
入手，加快工会组织标准化建设步伐，
逐步完善厂务公开内容和形式，通过建
言献策、合理化建议，让更多职工参与
到企业发展中。

岗位建功助力和谐企业

科技发展是第一生产力，提升职工技
术水平是适应新时代、新技术发展的必
要条件。全面推进岗位精细化管理，通
过岗位描述、“一口清”、技术比武等活
动，让职工更加精准掌握岗位标准，提升
岗位技能，2 名青年职工在全国行业大
赛中获奖。成立创新工作室，加快科技
项目研究，由一线职工研究发明的“袋装
水泥装车机收尘装置”获得国家专利证
书，成为公司首个国家专利项目；围绕生
产开展主题劳动竞赛活动，发挥群监组
织作用，定期开展安全巡检，为企业安全
保驾护航，通过镜头展现群众安全示例，
助推安全班组标准化建设步伐。弘扬企
业发展主旋律，一批批优秀骨干不断涌
现，营造了全员学先进、赶先进、对标先
进的浓厚氛围。

暖心工程打造生态“家”文化

“以人为本”是公司长期以来坚守的
工作理念，胸怀决定规模，2019年董事长
张超晖提出了“三种文化”“三种融合”和

“三个转变”，打造生态文化重点落在解决
民生开展暖心工程上，改善职工住宿环
境，加快文体设施建设，建立职工之家活
动室和休闲水吧，开办会员集体生日会，
关注女职工身心健康，在活动中展现生态

“家”文化，增强职工归属感，感受“生态”
温暖。

高素质员工队伍打造一流企业

在公司复工复产“两不误、三不变”动员
大会上，三个“一流企业”宏伟目标向全体员
工吹响了奋进的冲锋号，坚定的目标势必要
有肯于钻研、善于发现、敢于拼搏的生态人
为之努力，实现目标必定要有一支优秀的
产业工人队伍，青年干部素质提升班、干
部理论培训班、职工技能培训，多方位促
进员工素质整体提升。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战役中，生态人团结一心勇担社会
责任，坚定不移共同抗疫，高质量完成社会
任务，在春暖花开时见证抗疫成果。（王静）

生态水泥公司

近日，渭化公司为有效预防和控制高温中暑
及作业引发的各类安全事故，向各单位发放藿香
正气水、藿香正气滴丸，风油精等防暑降温药品，
同时特别关注露天项目建设员工的身体健康，并
将大西瓜等“清凉”慰问品送到建设现场。图为露
天项目建设员工在遮阳蓬下吃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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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了最大限度预防和减
少工伤事故，全面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近日，彬长矿业胡家河矿运用“多维度
分析法”，深入分析以往工伤事故发生
的规律、特点，查找存在的安全隐患及
预防工伤事故的薄弱环节，从源头减
少各类工伤事故发生，提升了本质安
全型矿井建设水平。

据了解，该矿通过信息化、网格化
管理手段，以区队、班组互检自查、专
业部室复查、安全监督监察和“零点行
动”摸排等多种形式，将所查“三违”和
隐患的类型、等级、发生地点、时间等
信息进行采集汇总，通过运用对比法、
图表法等多维度分析法，全方位分析

“三违”发生率和隐患防治存在的短

板，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为消除“三
违”和隐患打牢基础。

“只要有生产作业存在，工伤事故
预防一刻也不能放松，因为安全管理
永远在路上。”该矿总经理杜少敏说。
连日来，该矿干部职工围绕“如何减
少和杜绝工伤事故，建设本质安全型
高效矿井”进行了广泛大讨论大反思
活动，并将过去曾经发生过的工伤事
故案例进行归纳，同时从事故类别、
发生地点、班次和工伤人员的文化程
度、工种、工龄、年龄以及事故主要
原因等 10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发现，
诸多安全生产及工伤事故中，绝大部
分是人的不安全因素所致，是违章操
作、违反劳动纪律、注意力不集中、麻

痹大意、疲劳作业、懒惰侥幸以及自
我保护意识差等因素造成的。其中
支护工发生工伤事故的概率较大，检
修班为工伤事故多发时段，发生工伤
原因主要是：操作工现场隐患排查不
力、零散作业区域作业前未进行足够
的风险辨识，“四员两长”履行职责不
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职工安全意识
淡漠，安全知识匮乏，安全警示教育没
有入脑入心，工作凭经验靠感觉，投机
取巧图省事。分析结果还显示，文化
程度较低的人群发生工伤事故率较
高，随着人员学历的提高，工伤数量
逐步减少。

“如果职工的‘三违’行为在较长
时间内没有被纠正，也没有造成事故，

那么从管理者到当事人对这种行为就
会放松警惕，就会习以为常，形成习惯
性违章，从而导致必然性的事故发
生。”该矿党委书记张涛说。

针对以上分析，该矿通过充分讨
论，结合制度规范，科学制定工伤事故
预防措施，要求全矿干部职工进一
步统一思想、转变作风，特别是各级
管理人员要严格执行走动式管理，
切实引导和推动全矿反“三违”防事
故常态化，各岗位各工种人员在上
岗前和作业前必须按章作业，积极
主动查找问题，堵塞漏洞，消除隐
患，切实增强事故预防的针对性和
主动性，做到有效辨识隐患、预控风
险、保障安全。 （白海涛）

彬长矿业胡家河矿

多维度分析让“三违”和隐患无处藏身

本报讯 连日来，运销集团韩城分公司坚持以
“送法律、送健康、送温暖、送清凉”为载体，扎实开
展女职工维权活动，促进了女职工身心健康发展
和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建立线上交流平台，开展普法教育宣传。该
分公司建立网上女职工交流平台，充分利用微信
公众号开辟专栏，对女职工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
规知识等普法宣传，转发全总编发的《女职工权益
维护法律知识微手册（修订版）》《陕西省实施女职
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内容，进一步增强女职工
的维权意识，营造广大员工关注和维护女职工权
益的良好氛围。

开展知识竞赛答题，强化女职工维权意识。
为检验学习成果，让女职工维权宣传月取得实效，
进一步提高女职工对自身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知识
的知晓率、普及率。在前期网上网下进行广泛宣
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女职工权益保护法律法规
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资料整理了知识竞赛题，组织
女职工全员参与答题，实现以竞赛促学习目标。

立足岗位担当履责，切实做好疫情防控。为
抓好疫情后的复工复产工作，进一步提高职工常
态化疫情防控的自觉性，组织女职工开展疫情防
控承诺践诺、疫情防护知识竞赛等活动，号召女职
工在出色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立足本职岗位争
做单位的疫情防控宣传员、监督员，积极做好办公
区域的清洁、消毒工作，为打赢疫情阻击战发挥了
女职工半边天作用。

多管齐下关爱女职工，营造健康和谐氛围。
始终把关爱女职工身心健康作为头等大事，组织
女职工开展读书月、庆“三八”同唱一首歌、参加庆
祝“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演讲比赛，展现新

时代女职工的责任与担当。同时以“疫情结束后我最想……”为题
开展征文活动，鼓舞、激励和引领女职工在参与中提升素质，在建
功中展现风采，为促进企业发展、家庭和谐、生活幸福等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 （张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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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韩城矿业公司桑树坪矿以
“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为准则，持续加大安
全隐患排查力度，挖根源、补短板，不断优化安
全生产环境，形成违章必究、不安全不生产的
管理态势，切实将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据悉，该矿围绕“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
全防线”主线，号召全体干部职工规范作业、
遵章守纪，各基层区队分别利用班前会、收工
会和“安全宣讲小舞台”等阵地，积极组织职
工学习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分组讨论典
型事故案例，分析事故发生原因，汲取经验教
训，不断激发职工“学知识、懂法规、强技能”
安全从业意识，真正在职工思想上拉起一道
安全屏障。

同时，该矿把不利于安全生产的因素摆
放在风险防控首要位置，利用“三网”管理平
台，大力推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双重预防机
制。安全监察部门坚持每旬组织开展一次大
规模的安全隐患排查活动，根据检查人员专
业特长、巡查线路的不同进行分组，以煤矿安
全集中整治、“一通三防”专项监察和河南煤
监局异地监察执法暴露问题为整改起点，扩
大隐患排查覆盖范围，强化执纪问责，真正在

“防、控、改”上下功夫，深挖问题根源，补齐安
全短板，不断优化矿井安全生产环境，提升安
全管理水平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群防
群治，彻底根治安全隐患。 （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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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仲夏遇见你
（建设集团 刘静 摄）

向党说句心里话
（陕建机股份）

直击安全ZZ HIJIANQUANHIJIANQUAN

本报讯 为扎实做好各项安全生产工
作，建设集团韩城分公司以青年职工为生
力军，切实担负起安全生产各项职责，为
安全生产注入青春活力。

近日，该分公司以工作场所、生活区
域为重点，专设群安员、青岗员，配备《青
年安全监督岗检查记录台账》《安全监督

检查员安全隐患排查记
录表》等一系列“小黑
本”，成立疫情防控中心
与心理咨询服务队，进
行“地毯式”大消毒、大
检查，形成“团员青年+
志愿者”一体化力量，切

实提高员工安全防范意识，不触碰安全
“红线”。在安全工作中创新思路，实施
“团建+”安全文化建设，开展“青安岗员
讲安全”微课主题团日活动，营造出和谐
稳定的工作氛围，提升了青年职工的主人
翁意识，增强了青年职工的安全责任意
识，推动了分公司高质量发展。（赵雪娇）

建设集团韩城分公司

为安全生产注入青春活力

日前，蒲白矿业建新公司女工委紧密围绕
“五进”工作要求，积极组织开展系列助安活动，
丝丝缕缕谱真情，点点滴滴为安全，充分发挥了
女工协管的安全管理“软”作用，彰显女工责任担
当，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图为女工协管员井口

“送清凉”。 王渊博 摄

本报讯 今年以来，黄陵矿业铁
运公司全面推行NOSA安健环管理
体系，大到建筑物、机车，小到一个
开关、一盏灯，事无巨细，全部纳入
了76个元素实施计划。

据悉，在NOSA体系实施过程
中，该公司工务段线路工区创新推
出了设置安全区、拉起警戒线的做
法，加强对相关环节的安全防控，每
班进入作业现场时先选取一个空旷

区域作为避车安全区，当现场防护
员接到来车通知后，所有人员将工器
具撤离到安全区里拉起警戒线，由防
护员确认线路上无遗留工器具，清点
人数与工器具，保证每名职工、每件
工器具都在安全区内。同时公司在
安全管理过程中，把“严、细、实”作为
最根本、最实际的安全管理妙招，始
终让职工养成安全的行为习惯，确保
每个职工的安全。 （张红梅）

黄陵矿业铁运公司

设置安全区拉起警戒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