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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家书

澄合矿业西卓煤矿

向大家拜年啦

建设集团路桥分公司党群部

融媒视野RR ONGMEISHIYEONGMEISHIYE

就地过大年JJ iudiguodanianiudiguodanian

大年三十，榆北煤
业榆林选煤分公司的女
职工协管员，为就地过
年的工友们准备了一份
特殊的年夜饭。大家边
包饺子边聊天，不时传
来阵阵笑声，一想到能
让工友们在忙碌了一天
后吃到这份“家的味
道”，大家脸上都洋溢
出幸福的笑容。

曹旭 严贝贝 摄

新春佳节，陕钢集团龙钢公司积极开展“节
日七天乐”系列活动，发放免费餐券，摆放糖
果，开展棋牌、电影等活动，让留守职工就地过
年“年味”不打折。 张坤妮 摄

新春假日，韩城矿业桑树坪二号井举办送
“春节礼包”系列活动。同时，在保证食堂菜品
种类及数量的基础上，引进地方特色小吃，让
职工就地过年“年味浓”。 韦玉梅 摄

为了让员工在岗位
也能感受到年味，在公
司也能度过一个欢乐祥
和的春节，陕北矿业龙
华公司综采队党政工组
织党员干部职工对井下
工作面进行了精心装
扮，大红灯笼、春联等物
品在智能化综采工作
面随处可见，引来员工
连连称赞。 田毅 摄

春节期间，生态
水泥富平公司生产现
场依旧一片忙碌景
象。作为坚守岗位的
其中一员，电器维修员
谭诚退伍不褪色，以军
人的责任与担当，保证
节日期间机电设备及
用电安全。今年是他
在岗位值守的第3个
春节。 吕建 摄

“中亚能源公司干部职工在吉尔吉斯斯坦向祖国和
人民拜年，祝福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
康!”春节期间，身处海外的该公司干部职工更加想念亲
人，但他们坚守工作一线，成为陕煤集团践行“一带一路”
倡议投资布局中亚地区的中坚力量。 党思薇 杨杰 摄

欢声笑语辞旧岁，暖意融融迎新春。黄陵矿业公司积极
响应国家“就地过年”号召，精心调制“春节”文化大餐，让广大
干部职工尽情享受幸福满满的节日时光。图为一号煤矿组织开
展“一矿陪你过大年”主题系列活动。 李金玲 刘文升 摄

“我在煤矿过了一个别样春节”
今年的春节比上年来得要晚些，时间

一进入2月，先是立春，再是小年，天气渐渐
变暖，眼看着快过年了。母亲和往年一样，
早早给在外地工作的我打电话问能否回来
过年，她和父亲已开始置办年货。

参加工作近 30年了，每年春节基本上
都与家人一起过年。今年，矿上积极响应
国家防疫保供号召，倡导就地过年，正常组
织煤炭生产。我经过一番复杂的思想斗
争，毅然决定坚守工作岗位，在千里之外的
塞上榆北小保当矿区与工友们一起过年。

我向老人说明情况，他们虽然有些失
落，但也没有说什么。我不能回去，有小妹
一家和他们在一起过年，父母让我不要操
心。通完话，我的心里就有了一份割舍不
断、五味杂陈的牵挂，就有了一种“独在异
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乡愁。

母亲仍然不时打来电话，问儿媳和孙
子在矿上生活是否习惯，伙食怎么样？我
说好着呢，请她放心（我说的是真话，不是
安慰母亲）。

随着春节一天天临近，矿区披上了节
日的盛装。大门口两侧恭贺新春的巨幅牌
板映入眼帘，道路两侧、建筑物上彩旗猎
猎，办公楼、公寓、餐厅内外，挂上了红红的
灯笼、红红的飘带，电子屏上滚动放映着拜
年视频，广播上播放着贺岁歌曲。华灯初
上，火树银花，流光溢彩，美轮美奂，动静结
合、科技感十足的霓虹灯带勾画出这座大
型现代化智慧矿井的美景，整个矿区处处
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气息。

员工公寓其乐融融。去年年底，矿上
的公寓楼全部投用，广大员工喜迁新居，实
现了“一人一室”。房间里空调、冰箱、电
视、洗衣机一应俱全，大家享受着星级宾馆
的温馨服务。煤矿人多年的梦想在这里变
为现实。住宿条件改善了，今年很多留守
员工的父母、妻子和孩子纷纷从四面八方
来到矿上过年。家家户户都贴上了对联和
窗花，家家都是欢声笑语。

员工餐厅忙得不亦乐乎。餐饮公司的
师傅们精心编排年夜饭及每日三餐的菜

谱，精心挑选储备食
材，精心加工制作。
鸡鸭鱼、牛羊肉、特
色小吃、时令水果等
琳琅满目，24 小时
营业，让三班倒的员
工和他们的家属，随
时都能吃上热乎的
可口饭菜，享受舌尖
上的美味。同时，矿
上还安排了旱地龙
舟、八仙过海、群龙
取水等文化活动，既
让大家住好、吃好，还要玩好。

不回家过年，除了防疫要求，更重要的
是春节“保供”，煤矿要正常生产。春节期
间，煤矿热火朝天。千米井下大采高智能
化采煤机徜徉煤海、稳产高产，护盾式掘进
机器人挺进地心、正规循环，机电运输通风
各辅助岗位严阵以待、做好保障，一列列火
车、一辆辆汽车满载着乌金，发往大江南

北，确保春节期间的电煤供应，这是国企的
责任与担当。

除夕夜，我和妻子邀请家人不在身边
的工友一起来家里观看春晚、吃年夜饭，大
家其乐融融，非常开心。和父母亲人不断
视频，拜年祝福，晒我们的开心和快乐，千
里距离近在咫尺，因为大家连着小家，我们
共享了一个别样的牛年春节。 （恒新）

温馨港湾WW ENXINGANGWANENXINGANGWAN

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向不安全行为亮““““““““““““““““““““““““““““““““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红灯””””””””””””””””””””””””””””””””铜川矿业
下石节矿

当前，铜川矿业下石节煤矿坚持以“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制定
下发《不安全行为（三违）管理制度》，及时
为不安全行为亮“红灯”，坚决杜绝各类安
全生产事故发生，保障员工生命财产安全。

据了解，该矿为有效保障员工生命
财产安全，不断规范员工安全行为，制定
《不安全行为（三违）管理制度》，建立不
安全行为（三违）管理制度、人员认定标
准、管理台账、人员帮教记录表、人员回
访记录等管理细则和要求，对不安全行
为人员采取检查（互检、自检、抽检）、识

别发现、记录、控制管理、帮教、考核、再
上岗回访评审的流程，加强不安全人员
管理力度，确保《煤矿安全规程》、措施要
求、岗位标准、岗位责任制等安全规定落
到实处。

同时，该矿安监部作为矿井安全监
督检查职能部门，负责矿井生产过程中
各类人员不安全行为的监督检查和管
理，定期组织各专业部室人员，对井上井
下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和安全工作进行
检查，动态开展“零点行动”，加大检查频
次和力度，各单位主要领导、跟班干部、
班组长严格履职尽责，对检查中发现的
各类不安全行为立即纠正，视情节轻重
进行处罚。将不安全行为按特点分为有
痕不安全行为和无痕不安全行为两种，

加强过程管控，严格责任追究，及时发现
和消除不安全行为。各科部室对检查出
的不安全人员及时上报安监部，安监部
建立台账，对不安全人员姓名、所在单
位、违章时间、处理结果等情况进行详细
记录，按月进行汇总，分析不安全行为发
生的原因及规律，及时查漏补缺，有针对
性制定管控措施。为有效激发职工自觉
履行安全行为，建立不安全行为奖罚考
核措施，对各类不安全行为进行量化考
核，按照违章次数、违章种类严格奖罚兑
现。对不安全行为人员进行安全帮教，
运用心理疏导法、互保联保法、监督帮扶
法、重点培训法、强制灌输法、家访谈心
法等“十种方法”，对不安全人员要通过
谈心疏导、班组检查、安全培训、亲情帮

教、通报亮相、定期考评“六关”，有效杜
绝不安全行为发生。不安全行为人员经
过帮教上岗一周内，要对上岗情况进行
跟踪回访，向单位主要领导、副职、班组
长询问上岗人员安全、劳动表现等情况，
确保人员安全上岗作业。

与此同时，该矿按照相互监督、共同
管理的原则，积极建立不安全行为举报机
制，积极鼓励广大干部职工举报在生产过
程中管理干部、班组长违章指挥、违章作
业行为。在井口和区队楼前分别设立了
举报信箱，公布了举报电话和举报邮箱，
对举报内容进行追查、落实、查证，一经核
实，对举报人进行奖励，对违章人员按规
定进行处罚，坚决杜绝现场不安全行为发
生，确保矿井持续安全发展。 （王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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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严重‘三违’停工帮教学习，再出
现一次‘三违’就得上‘黑名单’，一旦上了

‘黑名单’，由人力资源部重新培训才能再
分配。”“是啊，这个‘黑名单’咱可不能上。”
这是彬长矿业公司小庄矿综掘二队两名职
工班前会后的对话。

为切实做好安全管理工作，强化落实

各级人员安全生产责任、规范职工作业行
为。近日，该矿完善出台《“三违”管理办
法》，把规范人的行为作为“以人为本”抓
安全的总抓手，以“铁手腕”和硬性要求
为准则，严格各类检查标准，不讲私情、
不留情面，并设立“黑名单”，让“三违”行
为不敢任性。

该矿针对职工在岗期间存在“思想波
动大、安全自保意识淡薄、班组团结意识
不强”等 10 种类型的“不安全人”，实行

“一人一策”，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定期进
行考核；对未录入“黑名单”档案的“三违”
人员，以停工教育纠偏矫正为主，通过学
习教育，引导职工立足本职、按章作业；对

典型“三违”和重复现象，由人力资源部重
新培训后另行分配；对不安全行为高发人
员以及触碰红线人员，采取解除劳动合
同、辞退、留矿察看等处理方式。通过持
续高压的反“三违”治理，全力杜绝因严重

“三违”引起的人身伤亡事故和零敲碎打
事故，确保矿井安全稳定发展。 （关国凤）

彬长矿业小庄矿：设立“黑名单” 持续反“三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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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建设集团洗选煤运营公司各项目部积极
响应“就地过年”号召，200 余名干部职工坚守岗位，确
保各项工作平稳运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爱岗敬业精
神，彰显了煤矿人积极向上、奉献坚守的乐观精神。

李文平 权盼盼 白成艳 摄

今年春节，澄合矿业合阳公司运输区验身员刘宏权
选择继续“战斗”在工作岗位上。据悉，他主要负责入
井人员验身工作，严禁上下井员工携带违禁物品，给
矿井带来安全隐患。图为刘宏权正在对入井职工进行
安全检查。 于珍锐 摄

2月16日，彬长矿业文家坡矿工会举办“圈住幸福，套住欢
乐”活动，广大干部职工和家属踊跃参加。大家预备、瞄准、抛
圈一气呵成，随着一个个竹圈在空中划过，大家纷纷抱着“战利
品”满载而归，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年味十足。 武光辉 摄

让勤俭节约蔚然成风
建设集团汉中分公司

本报讯 日前，走进建设集团汉中分公司项目部，职工食
堂和生活区内随处可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节俭无巨
细，光盘来当先”的宣传标语、海报、广告牌……据悉，为进
一步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该分公司积极行
动，开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主题活动，引导广大职工干
部培养节约习惯，强化自觉意识，让勤俭节约理念深入人
心、融入日常。同时聚焦“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与绿色发
展观念深度融合，大力推行光盘行动，在职工食堂内推行

“选餐制”自助供应方式；在厨房操作间适当位置粘贴提
示牌，提醒操作人员将“厉行节约”理念纳入采购、贮
藏、加工、烹饪、就餐全程，进行精细化管控，打造节约型
后勤服务，让厉行节约蔚然成风。 （贺展展）

“新年好，给大家拜年了！”大年初一清早，
陕化公司党政工为坚守一线职工送去浓浓的
新春祝福。据悉，为鼓励职工就地过年，该公
司制作了 1 万余张每日三餐免费餐券，让职工
从大年三十至初十免费就餐，使广大职工切身
感受到陕化大家庭的温暖。 丁菲 摄

为保供民生用煤需求与客户合同兑现及矿区产销平衡，
运销集团彬长分公司干部职工就地过年，坚守运行一线，确保
煤炭销售顺畅。大年初一，该分公司党政工领导，把关爱与
祝福送到坚守一线干部职工的心坎上。 卢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