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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助学 让梦远航
黄陵矿业一号煤矿

倪小红 摄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
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

近日，榆林合力公司积
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切
实培养节约习惯”的重要指
示，牢牢守住职工食堂“责任
田”，不断强化广大职工的

“勤俭节约”意识，营造出浪
费可耻、节约为荣的企业氛
围，让“节约”行为成为企业
里的一种“新风尚”。

节约光荣的“传播者”
“拒绝剩宴、践行光盘”

“吃一餐、报一餐、厉行节约
是美德”“我节约、我光荣、我
扶贫、我自豪……”在榆林合
力公司职工食堂里，这样的
文明用餐标语占据了“C位”
张贴在墙面上。

为使职工深刻了解“节
约粮食、杜绝浪费”的重要意
义，榆林合力公司加大宣传
力度，在职工餐厅内张贴节
约粮食的海报，引导全体职
工重视节约粮食，形成良好
的节约习惯。利用微信公众
号、宣传栏、电子屏等载体播
放“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
宣传内容，倡导科学健康文
明的饮食习惯。同时，及时
总结相关经验和做法，发掘
典型事迹，通过微信公众号
等平台进行宣传报道，让勤
俭戒奢学有榜样、行有示范，
在全公司上下营造了深入贯
彻落实关于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的重要指示精神，浪费可
耻、节约光荣的浓厚氛围。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养
成节约的好习惯，争做勤俭节约的传
播者和实践者，真正把节约理念落到
实处。”正在取餐的青年职工张林义
说道。

厉行节约的“示范者”
“明天早餐蒸饺、包子、鸡蛋、稀

饭……各部门尽快报一下用餐人

数。”该公司机关食堂微信
群里每天都会及时推送每
餐菜品情况，各部门按时报
送用餐人数。

多少人用餐，就做多少
人的菜量，从源头上杜绝

“舌尖上的浪费。”该公司
通过提前统计用餐人员、合
理配餐等措施，精确控制菜
量，将勤俭节约落到实处，
积极打造标准化管理职工
食堂，将厉行节约理念贯彻
到餐饮管理的每一个细节
之中，在原材料的挑拣、切
配方面做到精细，合理利用
边角料，做到物尽其用；在
食材烹饪制作、就餐规范、
消毒清洁等环节均严加把
控。本着健康营养、荤素搭
配，统筹做好菜单计划，从
源头控制食材浪费。

“自开展‘光盘行动’以
来，食堂的厨余垃圾明显减
少了。我们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的意识越来越强了。”
后勤人员白延昌开心地说。

光盘行动的“践行者”
“现在都是少盛再加，

既能让自己吃饱，又能保证
不浪费，真正做到了光盘行
动。”该公司一位正在打饭
的女职工樊溪辰微笑着说。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有一种习惯叫“光盘”。该
公司鼓励“光盘”为荣，做到
碗清、盘清，餐餐光盘；引导
职工以健康为重，科学定
量，合理膳食，拒绝暴饮暴
食。把制止浪费、光盘行动
有机融入到企业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中，在评选各类先

进中突出勤俭节约的要求，强化良好
品德测评导向。动员广大党员充分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引导同事、
亲友珍惜粮食、适量取餐，还积极监
督身边的亲人、朋友，及时制止粮食
浪费现象，用实际行动，推动“光盘行
动”成为公司的新时尚、成为每一位
职工的文明自觉。 （李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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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北曹家滩公司

近日，每到就餐的高峰时间段，榆北曹家滩公司智慧餐厅各个餐位前，排满了前来就餐的员工。
有别于以往餐厅的计费方式，智慧餐厅在每个消费档口都设置了人脸消费机，提高了支付效率，实现真正的

“靠脸吃饭”。菜价也有别于以往按份来定的方式，而是采用了称重计费的方式。员工们取餐时会自觉一点一点地
往餐盘里盛菜。在计费处，大部分人把餐费控制在15元以下，用餐基本上做到“光盘”，榆北曹家滩公司靠“脸”吃
饭，成为从员工食堂到智慧餐厅的华丽升级。

餐厅共设有四个区域，分别为西餐区、就餐区、选餐区和后厨区，选餐区几十
种荤素菜肴、凉菜小吃、甜点、水果应有尽有，每日还推出粉蒸排骨、海米冬瓜、板
栗烧鸡等特色菜肴。

“饭菜采用自选称重的方式，吃多少打多少，米饭吃多少称多少，避免浪费。”
在当日的早餐时间段，前来就餐的曹家滩机电运输区员工董文钰向笔者介绍他们
员工餐厅的新变化。

据了解，智能体验的秘密都在餐盘的芯片中，通过芯片
收集的餐饮大数据可以精准供餐，还能筛选员工不喜欢吃
的菜品，助力光盘节约。同时，大数据可通过脂肪含量、热
量、蛋白质等一系列数据进行分析，为员工在选餐的过程中
提供合理的就餐建议，促进员工的身心健康，养成一个科学
的饮食习惯。 杨娇 摄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
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
学习宣传工作。近日，重装集团
西煤机公司组织 169 名党员干部
职工观看电影《秀美人生》。

影片以“最美奋斗者”“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感动中国
2019年度人物”黄文秀为人物原型，
讲述了原广西百色乐业县百坭村第
一书记、扶贫干部黄文秀积极投身

脱贫攻坚第一线，用青春芳华诠释
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动人故事。

观影期间，全体党员干部职工
全情投入、身临其境地感受一名优
秀共产党员扎根基层、服务人民，
用实际行动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
的感人故事。观影后大家纷纷表
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以黄文秀
为学习榜样，不惧艰难，积极作为，
忠诚担当，为公司高质量发展贡献
力量。 （蔡彦军 黄军娣）

重装集团西煤机公司

组织干部职工观看电影《秀美人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近
日，陕北矿业神南产业发展公司救
护中心工会团委为了来年种植更多
的蔬菜，组织20多名会员团员走进
园地，撸起袖子、拿起铁锹，一起铲除

菜地里面的杂草，清除垃圾，接受一
堂“倡导节俭反浪费，争做文明节俭
青年”为主题的团课活动，引导团员
青年自觉形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
的思想观念。 张汇 周宏伟 摄

“全体肃立，升国旗、唱国歌。”近
日，神木煤化工第九套广播体操比
赛正式拉开帷幕。来自神木煤化
工机关及所属各单位 6 支代表队，
334人参加了比赛。

最终，天元公司代表队获得一

等奖，电化公司、能源公司代表队
分别获得二、三等奖。据悉，第九
套广播体操已成为广大员工生活
习惯和健身爱好，成为企业一种精
神风貌、文化景象、亮丽风景。

徐晓林 赵常发 摄

近日，生态水泥富平公司举办
秋季第一场职工摄影展。

40余幅参展作品从不同角度反
映了职工扎根一线、热爱生活、奋发
向上的精神风貌。据悉，为营造轻

松有趣观展氛围，该公司利用铁艺
网格、led灯带等打造出ins风十足的
照片墙，及“我和摄影展合个影”打
卡活动，受到了广大青年职工的热
情追捧。 吕建 摄

本报讯 日前，陕化公司面对严峻的
经济形势，紧紧围绕年度生产经营目标
和任务，号召全体职工树立“过紧日子”
思想，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坚持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同时公司工
会紧扣“挖潜降耗、提质增效”主线，组织
职工广泛开展技术革新、改造、合理化建
议和开展“节支降本”劳动竞赛活动。教
育广大干部职工从小事做起，从每一道

工序入手，牢固树立“修旧就是增收、节
支就是创效”思想意识。职工们纷纷表
示，修旧利废既为企业节约了资金，又锻
炼了自己，还能得到奖励，是一举三得的
好事情。

据悉，通过节能降耗、修旧利废活动
的深入开展，进一步推动了公司节约型
企业建设，在保增长战疫情中逆势上扬，
实现了绿色、清洁、高效发展。 （王华）

陕化公司唱响修旧利废“节能经”

近年来，物资集团彬长分公司工会
以“维护好核心、服务好中心、凝聚好人
心”为宗旨，聚力打造“六心桥”工会工
作品牌，从“舒心、暖心、安心、匠心、爱
心、同心”六个方面搭建起推动发展、服
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连心桥。

“舒心+暖心”打造职工幸福港湾

心系群众，关爱职工。该分公司工
会着力解决职工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
焦点、难点问题，打通精准服务“最后一
公里”，持续增强职工的满意度与归属
感。在各供应站、机关建立了六个职工
小家，为职工提供了健身器材、读书角、
医药箱、微波炉、眼镜清洗机等设备；开
展生日慰问、退休慰问、生育慰问、学雷

锋、“牵手云端、共筑童梦”云参观别样
“六一”和“立足岗位抗疫情，你的美丽
‘我’来守护”为主题的“三八妇女节”等
活动，不断提升职工幸福度；建立健全

“N+1”困难职工精准帮扶机制，通过走
访困难职工、慰问驻村干部及家属与退
伍转业军人和“送清凉”“金秋助学”、为
职工配备自行车等系列“暖心工程”，及
时将组织关怀和温暖送达职工。

“安心＋匠心”共筑企业高质量发展

安全是企业的头等大事。分公司
工会始终将职工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
全放在一切工作的首要位置，积极构建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群众安全工作体
系，全方位、全员化、全流程为公司安全

生产保驾护航。创新安全宣教方式，利
用员工大讲堂、政治理论学习时间，开
展互动提问、现身说法、以案释法、安全
知识竞赛、《民法典》专题学习、签订安
全责任书等活动，达到安全宣教的目
的，营造浓厚的安全氛围。

通过技能技术比武、“师带徒”、岗
位练兵、“学先进，比作为”等创先争优
活动，激发职工创新创造热情，涌现出
一大批青年岗位技术明星，打造了业务
精湛、技艺高超的工匠队伍，形成了

“比、学、赶、超”良好氛围。

“爱心+同心”展现公司新风貌

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分公司
组建了“向日葵”志愿者服务队，开展

“青春心向党，公益爱加倍”为主题活
动，给陕西爱加倍社会关怀促进中心送
去尿不湿、奶瓶刷、蔬菜水果、鸡蛋等所
需物资；与咸阳市“小桔灯”公益组织一
道做公益；组织职工无偿献血。为进一
步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分公司依
托“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平台，通过

“蚂蚁森林”项目，开展“云植树”；组织开
展手忙脚乱、抢凳子游戏、花式接力赛庆
元旦趣味活动、“居家战‘疫’元宵喜乐在
线猜谜”、与矿区兄弟单位开展篮球友谊
赛、“庆国庆，迎中秋”联欢会等多种形式
文体活动，在欢声笑语中释放了生活和
工作的压力，加深了干部职工相互之间
交流，展现了公司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和团队协作意识。 （任美霞）

物资集团彬长分公司工会

架起“六心桥”当好“贴心人”

为了传承优良家风、培育清廉之
风，陕钢集团龙钢公司储运中心党政
工组织党员干部职工，到陕西省廉洁
教育基地党家村开展“传承清廉之

风”廉洁家风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让
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在忠诚、担当、干
净中践行初心和使命，在使命责任接
力中传承清廉之风。 张鹏飞 摄

母婴关爱室
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