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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至17日，陕化公司开展2020年大学
毕业生新入职员工教育培训活动。据悉，本次培
训为新入职员工提供了全面、系统的岗前教育，促
使其爱岗敬业快速融入陕化公司大家庭。图为该
公司工会副主席何建民讲授企业文化建设与员工
日常行为规范。 付浩 摄

为了发展“传帮带”优良传统，发挥导师在广
大技术人员成长发展中的平台作用、培育作用、导
向作用，近日，中环公司举行“导师带徒”签字仪
式。图为“导师带徒”签字仪式现场。

王维 罗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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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为了切实发挥基层
工会维护职工权益、维护企业利益的

“双维”职能，建设集团澄合公司两级
工会组织对症下药，补足短板，把企业

“阳光工程”抓实抓细，月月以全新内
容，架起了干群连心桥，温暖了职工心。

健全机构，明确职责。该公司两级
工会组织建立的企务公开栏、部务公开
栏是在认真走访调研干部职工民情民意
基础上，将公司工会、项目部部务公开

的组织机构、工作职责、公开内容、更
换期限张贴于公开栏第一页，让干部职
工知道谁管公开、公开什么、问谁公
开，知道监督部务工作公开是他们最基
本的民主权利。

充实内容，关注焦点。该公司两级
工会组织围绕长久以来职工关心的工资
奖金、会员会费、困难补助金发放、企
业大政方针、制度规定等内容及时公
开，同时又将职工伙食费收缴、各类先

进评选、职工季度学习笔记本字数等新
内容一起纳入公开范围，让干部职工关
心关注的更多焦点热点内容全部“面对
面”，给予职工一本清楚账，一颗明白
心。“一个领导班子，要想让职工真正从
内心拥护你、支持你的工作，让团队在
逆境中奋力实现崛起，唯有把所有的工
作用实践去检验，用人心去衡量，才会
不出错、少出错……”该公司第三项目
部工会主席高博感慨地说。

据了解，自从持续全面加大公司两
级工会组织企务部务公开工作以来，从
会费收缴、严格按《劳动法》执行职工
法定节假日三倍工资、建好工地“职工
之家”、提高工地“两堂一舍（食堂、澡
堂、宿舍）”管理水平等等，一系列有
为有位的措施动作，不仅增强了广大职
工的维权意识，更增添了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信心。 （郑启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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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以来，骄阳似火，为了
确保职工安全度夏，黄陵矿业一
号煤矿家属协管员为奋战在一
线的职工送去西瓜、绿豆汤、矿
泉水及防暑降温药品等，并利用

班前会时机，为上岗职工测量血
压，用“亲情风”“爱心贴”打造一
线职工“清凉驿站”，为矿工兄弟
拂去暑热带来清凉。

倪小红 摄

“感谢公司对我们困难职工的关
心和关爱，作为澄合大家庭的一员，我
非常自豪和骄傲！”退休困难职工王西
民得知自己因病得到 7.3万元救助金、
并已打入自己工资卡时，激动地对前
来看望慰问的澄合矿业实业公司工会
领导说。

该公司退休职工王西民，现年 70
岁，患有强直性脊椎炎、脑梗、高血压
等疾病，去年 10月因股骨头坏死做手
术花费 16万元，自付费用 11万余元，
这对每月仅靠2000余元养老金生活的
他来说，生活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得
知情况后，公司工会第一时间前往慰
问，并为他办理了医疗救助。同王西
民一样，日前该公司共有115名困难职
工收到了2019年医疗救助金，总计228
万余元；有278户困难家庭收到了2019
年四季度生活兜底救助金，总计 15.9
万余元。

为了保障和改善职工生活，促进
矿区和谐建设，建立困难职工生活、就
医、子女上学长效帮扶机制，该公司按

照矿业公司《困难职工救助帮扶工作
暂行办法》，从三个方面对困难职工进
行救助帮扶，一是困难职工生活兜底
帮扶，即对低收入困难职工家庭按生
活兜底标准进行差额救助；二是困难
职工子女助学帮扶，即为困难职工子
女非义务教育阶段提供助学帮扶；三
是困难职工家庭医疗救助，即对参
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困难职工家庭提
供医保认定范围内个人负担部分的
医疗救助。

该公司作为澄合矿业公司困难群
众最多的一个基层单位，公司各级工
会始终心系困难职工群众，坚持源头
解困、动态脱困、常态帮扶、应急救助
相结合，着力构建帮困救助体系，注重
将扶贫帮困送温暖向日常化、经常化
转变，积极开展“双节”扶贫帮困送温
暖、结对帮扶等活动，特别是多年来集
团公司实施的生活兜底、大病救助、金
秋助学“三项救助”始终得到很好的落
实，让广大困难职工享受到企业关爱
的温暖。 （李俊梅）

澄合矿业实业公司工会

关爱困难职工 构建救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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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动力
安全就是幸福

（陕北矿业华龙公司）

“移动终端视频
监控系统传输速度
和分辨率都很高，随
时随地对工作现场
进行安全监控。”近
日，在黄陵矿业机电
公司调度中心，安全
管理人员拿出手机
对设备运行情况进
行远程监控和模拟
操控，这是该公司创
新安全监管模式的
一个缩影。

NOSA 管 理 +
“反三违”，安全思想
有提升。为切实提
高全员安全意识，该
公司将 NOSA 安健
环管理体系与人的
安全行为治理深度
融合，实施“八必查、
六必考”管理办法，
定期开展岗位“三
违”辨识标准培训，
实施“1+5”考核帮教
管理制度，加大“三
违”处罚和“过五关”
三违教育惩处机制，
提高安全培训教育
质量，增强安全责任
心和防范意识，有效
减少员工“三违”行为。

干部找茬+硬核措施，
安全防护有保障。该公司加
强干部带队巡视高压输电线
路和供水管线运行情况，确
保供电供水设备设施运行可
靠无隐患。同时做好汛期防
范工作，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情况，清理加固变电站及水
泵房周边防洪渠、排水沟和

护坡，储备铁网、
水泥及帆布等防汛
物资，做好抢修车、
应急发电机照明
灯等设备保养检
修工作。同时抽
调精兵强将成立
应 急 抢 修 队 伍 ，
定 期开展应急演
练，提升快速处理
故障的反应能力，
做好雷电天气灾害
预警防范工作，确
保在雷雨季节矿区
生产生活用电用水
安全可靠。

远程控制+智
能监控，安全隐患
无处藏。为进一步
提高变电站运行安
全可靠性，该公司
以科技创新应用为
抓手，利用移动终
端远程控制软件,实
现手机全程监控和
远程操控。通过远
程控制站内监控系
统、照明、水泵、
通风机等设备启停
工作，真正实现

“智能化一键移动
控制启停”。将现有调度监
控视频系统全面升级改造，
汇集了各变电站、水泵房、
机修车间、通信网络机房等
231路视频信号，具有远程
监控、云台控制、回放预警
等多项功能，同时支持手机
移动端查看，让员工“三
违”情况和设备安全隐患无
处藏身。 （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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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夯实管理责任，突出四个聚焦，筑牢宣传
警示、技能提升、隐患排查、安全管理四大安全
生产防线，通过“安全生产啄木鸟”“隐患排查

显微镜”等活动，广泛发动职工对重点场所、关
键环节等全面深入排查整治，促进安全管理水
平全面提升。图为职工正在对关键环节全面深
入排查。 杨蕊 摄

安全生产剪影
（建设集团矿建二公司）

本报讯 近日，彬长矿业公司小庄矿十余
名职工及家属组成的“安全文化进区队”文艺
巡演小分队，深入到井口信息站、区队学习室
等地进行巡回表演。通过形式多样的安全文
艺节目，在寓教于乐中引导职工增强安全意
识和责任心。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女工家属的优势，加
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共同筑牢矿井安
全协管防线，该矿围绕“安全生产月”活动主
题，开展了“亲情关爱、共筑安全，女工家属在
行动”活动，在职工中广泛宣传安全就是幸
福，安全就是效益的思想，进一步丰富职工业
余文化生活，增强职工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
能力，促进矿井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发展。

此次节目编排立足矿井安全发展实际，

既有深情叮嘱的“一封安全家书”、欢快的
快板表演、安全生产三句半，还有诗歌朗诵
以及安全知识有奖问答。巡演都是利用职工
入井前半小时或周二安全知识培训时间进
行。活动现场，演职人员用声情并茂的语言
阐述了安全理念，有朴实无华的忠告，有发
自肺腑的嘱托。在安全知识有奖问答环节
中，现场职工踊跃抢答，气氛热烈，不少职工
在“你问我答”中增长了专业知识，同时将安
全理念入脑入心。

职工们纷纷表示，非常喜欢这种新颖的
安全文化传播形式。活动不仅活跃和丰富了
职工的文化生活，激发了大家的工作激情，
更号召广大职工在工作中按章操作，为企业
负责、为家庭担责。 （关国凤）

彬长矿业公司小庄矿

安全文化进区队 寓教于乐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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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澄合矿业公司向职工群众发放安全倡
议书和安全知识宣传单，向他们详细讲解火灾逃
生自救、灭火器使用方法、电梯故障救援方案等
应急救援小常识，引导职工群众增强安全意
识，同时免费测量血压，切实营造了浓厚的安
全氛围。图为志愿者给职工讲解救生设备使用
方法。 赵倩 摄

本报讯 日前，针对近期雨水频繁实际，铜
川矿业陈家山矿本着早准备、早部署、早检查、
早处理原则，建立预警预防机制。严格按照预案
对主副井口、风井、库房、办公区、职工公寓、
地面变电所、矿区房前屋后及道路排水管道沟渠
等重要地点场所进行详细彻底排查，对井下电
缆、机电设备、防灭火装置进行检查，发现老
旧、破损的及时进行更换，对井下运输系统进行
全面排查工作，并备足了雨季“三防”所需的各
种设备和物资。

同时，该矿调度室严格落实 24小时调度值班
制度、领导带班制度和安全情况报告制度，及时掌
握汛期安全生产动态，保证信息畅通，一旦发现险
情，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开展救援工作。

（刘东 崇娜）

铜川矿业陈家山矿

备足雨季“三防”所需物资

本报讯 近日，生态水泥富平公司以提升员工
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为重点，开展“安全大讲堂、
主任讲安全”活动。各生产车间主任结合区域生
产环境、作业危险点、习惯性违章行为、安全管控
措施及应急处置等进行宣讲，通过讲形势、举例
子、摆事实，把车间、班组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及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讲实、讲透，让“安全”深
入每名员工心中。

据悉，在“安全生产月”期间，该公司深入开
展了“班前喊话、一日一警示、隐患专项排查整
治、车间主任讲安全、应急预案演练”等多项重
点工作，不断提高员工安全风险辨识力，强化自
保互保能力，夯实安全基础管理，全力保障企业
安全生产。 （朱海阳 郭彦鹏）

生态水泥富平公司

开展“车间主任讲安全”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