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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为进一步弘扬中华传统剪纸
艺术，丰富女职工文化生活，1 月 23 日，澄合矿业销售分
公司组织女职工开展“巧手剪纸迎新年”剪纸活动，来自
各岗位的 16 名女职工积极参与，一边感受着剪纸艺术的
魅力，一边讨论着剪纸的技巧和方法。小小剪纸画，剪
出了职工对生活的理解和热爱。 李兴华 摄

“母婴关爱室”获得陕煤集团工会表彰
本报讯 日前，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母婴关爱室”

荣获陕煤集团工会工作改革创新创优项目优秀奖。
据悉，随着二胎政策的开放实施，该公司育龄和哺乳期

女职工群体增加，女工委从关心关爱女职工身体健康出发，
按照“六有”标椎，开设“母婴关爱室”，为“四期”女职工提供
一个私密、干净、舒适、安全的休息场所，全方位服务女职
工，营造了温暖、和谐、舒心的“家”氛围，凝聚起奋进“十四
五”强大合力。

一年来，“母婴关爱室”充分发挥其功能和阵地作用，先
后举办了“女性宫颈疾病预防”“母乳喂养知识”“婴幼儿护
理”等专题培训，深受广大女职工好评。 （刘静）

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工会

1月25日，陕化公司尿素分厂27万吨装置系统实施短
时间计划停车检修保养工作。该分厂工会与相关部门提前
谋划，开展“比学赶超”劳动竞赛活动。维保、电气和仪表部
门职工积极响应，并争分夺秒抢进度、学技能、赛水平。图
为检修清理刮料机下料口和更换不锈钢螺栓。 胡凯 摄

近日，为迎接新春佳节，运销集团榆林销售公司工会
组织开展“热乎饺子暖你心”包饺子活动。在厨师长指挥
下，职工们你擀皮、我包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暖意盈
盈。据悉，该公司工会时刻关心职工群众的冷暖，让每位
职工感受到工会“娘家人”的关怀和温暖。 叶凡荣 摄

日前，神渭管运生产运行公司黄龙站充分发挥“师带
徒”“传帮带”作用，帮助新员工少走弯路、少出差错，更快胜
任本职工作。据悉，“导师”制定详细专项培训计划，实现了
理论到实践应用。 李小婵 摄

荣获“陕西省模范职工小家”称号
本报讯 近日，从陕西省总工会获悉，蒲白矿业建庄综

采队工会荣获“陕西省模范职工小家”称号，这是该队今年
继集团安全生产先进区队、先进班组和渭南市“五四”红旗
团支部后获得的又一项殊荣。

据悉，该队工会为建设好、维护好、发展好“职工小
家”，坚持以创建“安全型、民主型、创新型、学习型、温暖
型”区队为目标，不断推动工会工作项目集约化、内容明
晰化、操作规范化发展。同时创新实施队干保班组模式，
以“王郭涛安全网络小组”为标杆，在十二个网络小组中
开展“我是安全人”安全生产竞赛，督促职工学、练、做，并
进行月度考核，使职工安全意识“四季常青”，技能素养日
益精进，并做到有事必访、有难必帮、有情绪必解，把温暖
和帮扶送到职工心坎上。 （秦海 曹丹）

蒲白矿业建庄综采队工会

黄陵矿业双龙煤业：让“民声”有回音
2020 年围绕职工的所期所盼，黄陵

矿业双龙煤业不断加大民生投入，解决
职工关心的难题，为民生工作交上了一份
完美的答卷。

“一柜一水”总关情
该矿针对澡堂面积小、设施配备落

后、淋浴头较少的问题，积极和上级进行
协调，启动了联合建筑的施工工作。该
矿认真组织施工，合理安排工期，严抓现
场管理，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
影响，坚持疫情防控和工程进度“两手
抓 两推进”，增设了部分施工设备设施，
对施工工序、各工种人员配置进行合理
优化，保质量、保安全、赶时间、拼速度，
提前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

联合建筑完成后，该矿将实现区队办
公室、入井、洗浴“一线式”串联，为职工工
作和生活提供极大的便利。

“一车一位”解民忧
解决职工的困难，就是要从职工的吃

穿住行入手。针对职工乘坐人车紧张，
2020 年该矿新购置了 2 辆人车，大修了 3
辆人车，增加了实际运人车辆。新招了 70
余名司机，增加了交接班人车数量。交接
班时，增加了人车运行次数，除交接班时
间以外，每小时运行 2 趟，较好地缓解了
矿井人员运输压力。

针对矿上车辆增多，停车位紧张问
题。该矿积极想办法、作规划，对家属区
进行了合理规划，在原有 178个车位基础
上增加 40个车位。对矿区篮球场也进行
了整体的规划，新增车位 60个，基本满足
了职工的停车需求。

“一苑一台”暖人心
2020年，该矿顺利建成了具有双龙特

色的“一苑十园一站一长廊”的生态农业

苑，形成了花红、草青、
菜绿、果香、水清的矿山

“后花园”。
与此同时，该矿还

在家属区改造上下功
夫，圆满完成了家属区
遗留多年的“三供一
业”问题，对道路进行
了硬化，对家属区进行
了亮化和美化。协调
资金建成了家属区二
平台，新建了篮球场、
羽毛球场，修建了阶梯
景观园、购置了健身器
材、美化了健身环境。

民生无小事，枝叶
总关情。该矿聚焦“小”事情，解决大问
题，真正打造“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宜

居环境，不断增强广大职工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彭兴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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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矿业下石节矿

去年 10月，铜川矿业下石节矿职工赵
新潮被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授予“煤炭行业
技能大师”殊荣，这是企业充分挖掘人才
优势、用好“培、带、激”三字真经、激活矿
山人才“一池春水”的缩影。

用心培育 精耕细作滋养“人才沃土”
“从第一次机考手忙脚乱，到现在8分

钟取得满分，手机APP学习答题方便快捷，每

人都能轻松通关。”双述标兵方英照和工友分
享学习心得，成为人人追捧的学习标杆。

如何让严谨的教育培训更有吸引力，
是该矿党政工致力探索的新课题。将培
训作为职工最大福利，实施队伍素质提
升工程，扎实推进“学法规、抓落实、强管
理”活动，对 42 个专业题库不断更新升
级，丰富“一规程三细则一办法一规定”

安全培训题 6000余道。考试中心落实“逢
查必考”“逢学必考”制度，全员考试通过
率达到百分之百。

同时，坚持线下+线上培训相结合，
利用名师带徒、现场传帮带和线上讲座
等方式，打造全员、全过程、全覆盖职工
培训新模式。该矿职工万小平在国家煤
监局“煤矿安全普法网络知识竞赛”中，
累计积分 187 分，勇夺公司排名榜桂冠。
赵玉桃在集团“学法规、抓落实、强管理”
安全知识竞赛中荣获个人二等奖，引领
岗位成才新风尚。

标杆带动 激活人才“一池春水”
该矿秉承“人才兴企”战略，以“实·文

化”品牌为引领，坚持匠心传承，标杆“带”
动，常态化开展“双述双练”“每日一题、每周
一案、每月一考”及劳动竞赛等活动，深入挖
掘人力资源潜力，让实干者有舞台得实惠。

该矿党政工关心每一名干部职工的学
习工作生活，利用公司院企办学契机，组织
管理干部和技术骨干参加专业培训，打造
高素质业务团队。发挥好劳模工作室优
势，积极开展科研攻关、全员创新、小改小
革、修旧利废和提合理化建议等活动。
2305综采工作面支架回收通道支护技术研

究、钢丝绳大接法埋头处理新工艺、通用卡
轨器设计应用等多个创新项目不断涌现，
持续提升矿井创新发展能力和水平。

激励人心 让人才想干事干成事
该矿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运用“三

项机制”为人才成长进步搭建平台，不断健
全人才培养、激励、选拔、评价、考核等机制
链条，将多名政治素质好、业务水平高、管
理能力强的优秀人才选拔到管理岗位，让
人才价值与企业价值同步实现。

走进矿区，矿山脊梁、煤海精英、劳模
风采展示激励人心。“安全战线人物风采”

“时代工匠”等广播电视专题栏目生动鲜
活，让工匠精神闪耀十里煤海，成为下石节
人的共同追求。

同时，不断健全收入分配激励机制，
按时发放技术津贴。完善创新奖励激
励机制，定期表彰奖励优秀典型及创新
成果，激发全员创新创业的自主能动
性。全国青年岗位技术能手、煤炭行业
技能大师、陕西省技术状元、省级技术能
手、集团“自强自立最美员工”、公司技术
状元等一大批优秀人才纷纷涌现，积蕴人
才“红利”，释放内生动力，助推企业高质
量发展行稳致远。 （艾小莉）

为切实做好关爱职工工作，陕北矿
业涌鑫公司依托“智创工会”系统和“智
创工建”APP，广泛开展各类线上答题、
闯关练兵活动，深化队务公开和民主管
理，积极探索用智慧点亮关爱、用科技诠
释和谐的新路子。

线上练兵开通“学习桥”
自“智创工建”APP上线以来，该公司工

会定期在平台更新新闻宣传、职工讲堂等模
块内容，职工手指滑动间就可了解公司近期
动态，学习关于工作和生活中的小知识。同

时充分利用平台“闯关练兵”模块，根据不
同工种设置相关专业题库定期更新。职工
可分工种参加练兵，获取相应积分，目前累
计练兵次数已突破4万次。此外，职工还通
过“技能比武”模块，参加公司各类线上答
题活动，在比学赶超中掀起学习热潮。

全员双创搭建“创新桥”
“今天‘三小一练’模块更新了一个新

式扫煤器你们看了没？挺有创意的。”
据悉，该“全员双创”平台模块已经实

现了创新成果的资源共享和推广功能。各

基层单位通过自己的账号定期将双创成果
上传，广大职工在茶余饭后点开“智创工建”
APP即可一一获知，在一点一滑之间寻找创
新灵感，点燃创造激情。同时为公司双创项
目申报工作提供了新途径，简化了申报流
程，促进了申报工作的公开化和透明化。

队务公开搭建“连心桥”
“这个月的考核成绩在智创工会系统

公布了，我们的新闻宣传成绩有点低，下
个月要抓紧这项工作。”安山煤矿综采队
党支部书记续卫铜在班前会上说。

自平台上线以来，该公司便积极探索
“上墙+上网”的队务公开新模式，将党建月
度考核成绩明细录入平台。所有支部可在
平台查看本支部得分情况，以便于进一步
查漏补缺，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

该平台的上线为工会工作按下了“快
捷键”。部分原来的线下工作转为线上进
行，在确保相关资料准确、快速接收的同
时，还缩短了工作人员的“跑单”流程，实现
了简单、高效、快捷办理，进一步激发了大
家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高晓邦 田雨）

陕北矿业涌鑫公司

智创工会打通服务职工“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 近日，彬长矿业孟村矿举办职工创新创效
成果展，共计 100 余件优秀成果模型参展。本次活动
旨在激发职工参与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增强职工立足岗位“挑战不可能”的决心和信心。

活动现场，吸引了来自各部门、区队的众多职工驻足
观看。参观职工纷纷为矿井在“三小一练”职工文化建设
方面扎实的工作作风及浓浓的“创客”氛围点赞，并表示
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在今后的工作中，苦练岗位“三
绝”，争做“创新达人”，为矿井建设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据悉，该矿近年来牢牢把握青年职工富有创新
活力的特点，通过狠抓岗位创新和管理创新，将创新
工作与安全生产、成本管控结合起来，积极拓宽工作
思路和方法，以“五小”创新活动为着力点，培养职
工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让每位职工都成为创新
创效的主体。创新工作推陈出新，成果丰硕，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和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在矿区内形成
比创新、比效益的良好局面，营造出“人人皆能创
新，事事皆可创新”的良好氛围。 （杨雪琴）

百余件职工双创成果亮相孟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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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每一名劳动者利
益不受损害,建设集团澄合
公司采取事前监管、事中监
督、事后回访等多项举措，
全力做好 2021 年春节前农
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事前动态监管。该公
司按照《建筑工人实名制管
理办法》，充分运用实名制系
统，事前监督劳务队建立用工
人员实名制管理花名册，并通
过进出工地门禁刷卡机，进
行实时动态监测，掌控农民
工流动、出勤等情况。与此
同时，扎实开展专项摸底排
查，充分掌握农民工工资发
放、劳务队伍结算、应付账款
及春节前资金需求情况，为
确保农民工工资春节前及
时足额发放奠定了基础。

事中全程监督。在农民
工工资发放过程中，该公司
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
问题的意见》，各基层项目部

与劳务公司通力配合，按照实际出勤编制工资
表，并将工资统一打入农民工账户。同时由项
目部和劳务公司管理员将经农民工本人签字
确认的工资支付书面记录及影像资料进行了
收集、保存，对工资发放全过程进行全面跟踪
监督，切实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事后及时回访。工资发放之后，该公司人
力资源部门要求各基层项目部班子成员及劳
务管理员及时对工资发放情况进行回访，了解
工资到账情况，以及是否出现工资发放后被索
要，致使矛盾激化，越级上访等情况，一经发现
立刻上报公司，并将出现此类情况的劳务公司
列入黑名单，同时为农民工的诉求，提供帮助
和解决办法。 （郑启刚 何丙玉 潘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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