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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孙家岔龙华公司召开2020年“金秋助学”
座谈会，为即将踏入大学校门的9名职工子女发放
助学金。同学们对企业的关心表示感谢，决心发奋

学习、感恩企业、回报社会。据悉，该公司近年来坚
持实施“送温暖”“金秋助学”等举措，累计帮扶困难
职工45人，资助金额达42万元。 陆杰 摄

日前，澄合矿业公司2020年矿山救护工技能大
赛在该公司救护大队东区中队举办。来自救护大队
及该公司生产矿井的36名专兼职救护队员参加了
比赛。竞赛场上，救护队员以昂扬的斗志和熟练的
技术将日常所学所练的技能充分地展示出来，赛出
了队伍风貌，赛出了能力水平。图为参赛队员正在
对模拟伤员进行心肺复苏。 赵倩 肖鹏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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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在行动

陕北矿业涌鑫公司
张肖 申巧飞 摄

金秋助学
让梦远航

黄陵矿业一号煤矿
倪小红 摄

职工是企业发展的主体，也是
人文关怀的主体。打造“员工幸
福、同行尊重”企业，需要多方联
动，共同努力，只有坚持普惠化与
体现个性化关怀，通过“落实落地”
举措，让职工享受到“心贴心沟通”

“看得见的实惠”“感受到的关怀”
与关注职工的内心感受、价值追
求、情感需求，创造成长成才的环
境和平台，营造轻松、和谐、上进的
工作氛围，才能打造出生产经营蒸
蒸日上，职工家属安居乐业、文化
生活丰富多彩的国有企业。

陕化公司通过“一强化、两完
善、三注重、四提升”实现企业人文
关怀体系，构建了包括思想政治关
怀、职工文化关怀、工作关怀、职工
健康关怀、权益保障关怀体系等。
从而达到厚植爱企情怀，强化权益
保障关怀，使职工在企业高质量发
展中处于主体地位，增强职工与企
业同呼吸、共命运的主人翁意识。
首先注重源头参与，让职工参与企
业的改革方案、重大规章制度、经
营发展目标的制定，参与《集体合
同》《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专项集
体合同》《劳动安全卫生专项集体
合同》《职工工资集体协商专项集
体合同》等重大事宜，把住源头参
与关。其次激发职工参与民主管
理的积极性。对于涉及到职工利
益的企业并组、住房、医疗、工
资等重大问题都由职工代表大会
讨论通过，让职工参与决策，参
与管理，提高和激发职工爱护企
业，关心企业发展、前途和命运
的使命感，提升与企业同呼吸、共
命运的凝聚力。

同时，完善管理制度，工会相
继出台了《厂务公开制度》《职代会

民主评议干部实施细则》《干部联系职工群众制
度》等，为职工参政、议政、履行权利义务搭建了
平台。通过贯彻落实民主管理的“五通过七公
开”内容，让职工知厂情、议厂事、谋厂策、兴厂
事，提高了厂务公开的实效。完善价值引导，是企
业实现经营目标、完成各项管理工作、推动生产、提
高效益的保证。通过“两网一刊”、陕化大讲堂、培训
班、橱窗、板报等形式进行教育引导，牢固树立正确
的企业价值观，让员工从工作中获得使命感、归
属感、责任感、成就感，以达到职工精神的满足，
这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 （贾健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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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大比武加快培养骨干技工
本报讯 近日，黄陵矿业双龙煤业组织开展了

技术大比武工作，旨在加快骨干技工培养步伐，进
一步推进高素质职工队伍建设。

据悉，此次比武活动采取理论知识考核占30%
和实际操作考核占 70%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以学
促训、以赛代练”，针对矿山安全设备检测检修工、
综采维修电工、瓦斯检查工、井下胶轮车司机、矿
山测量工和电焊工6个工种进行比赛，最终评选出
了各工种前三名给予奖励。

同时，为保证技术比武的顺利进行，该矿及
时成立了技术比武领导小组，由矿党政工领导亲
自负责，分设评委、监督和宣传三个小组，通过
技术比武，调动了全体员工学习专业知识、提高
技能水平的积极性，掀起一股“比、学、赶、
帮、超”的学习热潮，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充
足的技术人才。 （彭兴仓）

黄陵矿业双龙煤业

“趣味十足”欢乐多

你有多久没有搁下手头工作，来一场
酣畅淋漓的运动？你有多久没有放下手
机，来体验一下生活的乐趣？你有多久没
有和同事、朋友约场球、聊聊天交流感情？

近日，每天傍
晚时分，陕北矿业
红柳林公司篮球场
人声鼎沸，成了欢
乐的海洋，第二届

“红柳杯”职工趣味
运动会正在如火如
荼进行。

趣味项目很吸睛

为确保此次运
动会“趣味十足”，
该公司在保证不影
响正常生产经营的
前提下，围绕职工
想玩什么，想怎么

玩儿来设置趣味游戏。最终确定了超级
汉诺塔、神州火箭、虎口夺食等共 11个
项目。

此外，为了让家属也能感受公司浓烈

的体育文化氛围，公司暖心推出了两个亲
子游戏，丰富的趣味项目引得职工家属踊
跃参与，共有 20支队伍，300余名职工和
120余名家属参与。

团队协作聚人心

“平常拉电缆也没觉得累，怎么跑起
来这么费劲？”“这个拼图往右，不对往左，
唉呀，再往上点。”“这个圈怎么跑起来这
么晕？”

此次游戏设置，是对脑力和体力的双
重考验，从趣味运动会开始，现场就充满
着各种“快乐的小抱怨”。看似简单有趣
的小游戏，若想取得好成绩，就需要职工
们相互协作，密切配合。整场活动，给职
工们搭建了一个展示才华、增进友谊、磨
练意志的舞台，提供了一个“快乐运动、健
康运动”的平台。运动员们凭借自己的实
力和团队协作精神，赛出了友谊，赛出了
团结与凝聚力，迅速在矿区营造出一片和

谐、健康向上的新风尚。

职工家属齐上阵

为了充分发挥体育活动凝聚人心、强
身健体、增进交流、促进和谐的积极作用，
激发更多职工家属参与活动的热情。此
次趣味运动会，共设置一、二、三等奖，参
与人员均可获得精美礼品。三天紧张激
烈的角逐，机电二队斩获一等奖；市场营
销部、综采二队荣获二等奖；皮带运输队、
综掘四队、机电一队获得三等奖。

活动的举办，丰富了职工的文化生
活，锻炼了职工的身体素质，磨练了职工
的意志品质，增强了团队凝聚力和向心
力，激励职工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
昂扬的斗志、更加优良的状态，投入到
今后的工作中去，在岗位上“只争第
一，不做第二，只做唯一，不做并列第
一”，为公司打造“行业第一、世界一流”现
代煤炭企业助力加油。 （杨宝林）

蒲白矿业公司

据统计，截至目前，蒲白矿业公司
“五小”创新已达 102项，成果类型由 14
个增加到 22 个，多项成果已在矿区推
广，直接创造经济价值100余万元。这是
该公司引导职工积极投入小发明、小革
新、小改造、小设计、小建议的“五
小”创新，利用落地快、质量高、效果
好的鲜明特点，“小切口”推动企业技术
创新变革。

小成果取得大效益

为保障和推广“五小”创新，该公司专
门成立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党委
主责、行政主抓、工会主推、全员参与的工
作机制，推动政策、技术、资金等要素向创
新集聚。制定了包括“五小”成果管理办
法、评审办法、奖励办法在内的运行机制

和规章制度，广泛开展创新项目课题设计与
实践活动，组织生产、技术、设备等方面的专
家进行现场跟踪指导，同时从成果数量、科
技含量、产生效益、推广价值等多方面综合
评价，确保评审公平、公正、符合实际。

同时，矿区工会定期开展“五小”创新
成果发布会，并进行评比竞赛，将其纳入
企业绩效管理考评体系，通过制定奖惩办
法，建立常态激励机制，激发青工创新创
效热情。

小创新助力大发展

在“想干有干不完的事，真干事能干
成事”的氛围中，短短半年，便涌现出 100
余个创新项目，遍及安全、运输、生产、管
理、机电、保卫等各大系统，在安全生产、
降本增效、优化流程、提升服务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五小”创新成了蒲白高质
量发展新的动力源。

建新公司通风队技术员张愿愿看到
通风队安设或移动隔爆水棚搬运水棚架
子为人工搬运的方式，费时费力，效率极
低。他跟工友们一起设计了专用隔爆水

棚架子运输车，根据棚架尺寸利用重心原
理，增加抗纽拉强度，可同时拉运 15至 16
个棚架，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确保了运
输稳固可靠。

西固煤业机电队维护工申利峰主要
负责井下供电排水任务。由于矿井供水管
路使用年限长，不断漏水，更换管路需要停
水泄压、拆除螺栓、清理盘口，影响井下生
产。于是他创新的快速堵漏装置诞生了。
对直径大于 10mm的漏水点，采用管箍加
钢板紧固方法，小改造解决了维修不停水
难题，节约管道并带来经济效益。

小萌芽爆发大能量

为培植“冒尖”苗子，该公司用“师带
徒”“创新科技小组”“命名工作室”等方
式，把志同道合的骨干聚集起来，通过安
全小妙招、节约小技巧、省力小诀窍等“五
小”创新项目不断萌芽、拔节，逐步在矿区
遒劲伸展。

如今，“五小”创新凝聚小自信，爆发大
能量，让企业尝到了“甜头”，让职工找到了
岗位价值，激发起潜力和活力。 （董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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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陕北矿业红柳林公司第二届职工趣味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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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职工健步走暨摄影采风”活动
本报讯 近日，府谷能源公司工会举办“强身

健步走、健康采风行”职工健步走暨摄影采风
活动。

据悉，该公司工会选定黄河入陕第一湾、丹霞
地貌莲花辿、玻璃桥三个站点，吸引了来自机关和
基层 30余名职工参加，每一站健步走自由进行摄
影采风，在放松心情的同时，陶冶对祖国河山的
热爱之情。经过近 3个小时的活动，所有人员顺
利完成行程，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快乐工作、健康
生活”理念。“健步走活动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愉
悦身心，让长期坐在办公室的我们亲近自然、呼
吸新鲜空气、舒缓工作压力，希望工会今后多举
办这样的户外活动。”公司经营销售部职工杨博
兴奋地说。 （常艳强 郭璐怡）

府谷能源公司工会

近日，建设集团澄合分公司成功举办女工“无
主题”演讲比赛，来自公司基层单位的18名选手参
加比赛。

此次演讲比赛内容丰富，贴近实际，充分展示
了建筑女工爱岗敬业、乐于吃苦、无私奉献的精
神，营造了新时代女性健康向上、自信自强、勇于
拼搏的新风尚。 何丙玉 帖楠 姜广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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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陕焦公司黄陵煤化工公司举办
第五届“棋乐融融”职工棋类比赛，来自基层 15个
单位80余名干部职工参赛。

赛前，选手们相互交流、互通有无，整个比赛
现场犹如一场久别重逢的聚会，但当比赛开始后，
每位选手却屏气凝神、伏案沉思，聚精会神思索着
每一步棋的进退与布局，让温馨的聚会瞬间有了

“杀气”。
此次比赛共设象棋、跳棋两个项目，分为淘汰

赛、积分赛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淘汰赛，三局定胜
负；第二阶段为积分循环赛。最终经过3小时的激
烈追逐，来自炼焦车间的张永超、纪检监察审计部
的王杰分别获得象棋组第一名与跳棋组第一名。

“下一盘棋，交一好友，与志同道合之友互诉衷肠、
相互切磋，既过了棋瘾也放松了心情，接下来就是
撸起袖子加油好好干！”参赛者有感而发。 （谢斌）

陕焦公司黄陵煤化工公司

本报讯 金秋助学，让贫困学子离
梦想更进一步。近日，铜川矿业陈家山
矿工会积极开展年度金秋助学活动。

据悉，为了确保此项活动顺利开
展，该矿成立了 2020年金秋助学工作
领导小组，要求各单位切实把助学工作

做为当前一项重点工作来抓，落实专人
负责对困难职工家庭子女上学情况进
行认真摸底排查，完善困难职工子女档
案，做到不遗漏一名困难大学生。同时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严格审查，认真核
实，确保助学工作公平、公正、透明。

近年来，该矿坚持以服务为“桥
梁”，以关怀为“纽带”，“多架连心桥”，
减轻了困难职工家庭经济压力，让他们
感受到企业大家庭的温暖，为企业发展
增添后劲，为矿山的未来播种希望。

（崇娜 李雪梅）

铜川矿业陈家山矿工会

积极开展年度金秋助学活动

职工棋友切磋技艺乐融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