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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钢集团龙钢公司炼铁厂陕钢集团龙钢公司炼铁厂

开创人才建设新局面开创人才建设新局面
本报讯 目前，陕钢集团龙钢公司炼铁厂党政工通

过运用目标引领、干部优化、指标挂靠、绩效评价、督办
反馈、检查留痕等措施，深入推进人才强企战略全面落
地生根，全力激活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新活力，为企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定指标、抓作风，让经营管理人才“跑”起来。该厂坚
持“目标不变、任务不减、标准不降、干劲不松”原则，不断
夯实生产现场基础管理工作。

练技能、提素质，让关键技术人才“争”起来。该厂充
分发挥“精英团队”优势，激励关键技术人员“争”起来，让

“浑水摸鱼者、滥竽充数者、不思进取者、不可再造者”淘
汰出局。

比业务、亮本领，让党群政工人才“赛”起来。进一步
细化党建“百分制”考核内容，明确重点指标，运用“日通
报+周例会+月总结”形式，步步紧盯、环环相扣，让“票
子”“面子”“位子”督促党建目标顺利完成。 （张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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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蒲洁能化公司职工走进工会办
公室，主动咨询起行业类技能竞赛事宜。
这在往常，是没有的事儿。是什么激发了
职工的主动性？

原来是一份关于表彰 2020年度“蒲洁
之星”的决定。《决定》授予胥爱玲同志
2020年度“蒲洁之声”荣誉称号。“一子落
而满盘活”，职能部门引导力、基层部门培
育力、基层员工战斗力瞬间激发。

搭建框架 绘制蓝图
人才培养是企业的一件大事，更是人

力资源部的头等事。进入 2021年，人力资
源部立足员工培训工作，第一时间梳理问
题，商讨措施，拟定方案，为落实好人才强
企战略搭好了框架，绘好了蓝图。

在已经下发的 2021 年员工培训工作
实施方案中，构建“四层三类”培训体系、
建立内训师队伍、强化“师带徒”“AB岗”培

训、组织岗位技能竞赛等创新措施层出不
穷，让人眼前一亮，心生期待。明确的制
度规范和资金保障，也预示着培训力度、
培训效果的落地开花。

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倪大鹏介绍，2021
年，该部门还将通过对外拓宽招聘渠道引
进人才，对内分门别类拓展员工成才通道
等方式，激活员工队伍“一池春水”，让肯
干事、能干事的员工得到看得见、摸得着
的收获和成长。

按图索骥 筑巢育凤
设计图纸已经就位，接下来就要按图

索骥、照图施工了。
作为生产系统主管部门的生产技术

部，早早就将员工培训工作列入了 2021年
重点工作。部门负责人孙振江介绍，将坚
持通过多元化培训模式，因地制宜、因材
施教，使水务中心“人人当讲师”特色培训

品牌遍地开花。同时，还将进一步健全横
大班日评比机制，倒逼班组、员工主动求
进、提升技能。

主管保运中心的机电仪技术部，也提
出了培训措施，将通过提高保运中心开展
技术比武的频次，丰富技术比武的类型，以
赛促教、以赛促学，掀起追赶超越新风尚。

分析检测中心是“蒲洁之星”胥爱玲
的“娘家”，也是帮助胥爱玲从“门外汉”变
成行家里手的“学校”。谈到 2021年的培
训工作，负责人张连进信心满满。他透
露，分析检测中心将持续深化“师带徒”

“AB岗”培训模式，培育一专多能、一岗多
职的复合型人才。

明确目标 成长成才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员工成长

成才的关键在于个人努力。元旦过后，习
近平总书记的“征途漫漫，惟有奋斗”金句，

鼓舞着每一位蒲洁能化人坚定奋斗信心；
“蒲洁之星”胥爱玲这个标杆，“催化”着每
一位蒲洁能化人努力向前拼搏。

王升是烯烃中心聚丙烯装置班班长，
刚刚被中心提拔为横大班值班长。在王升
的笔记本上，截止什么时间学会MTO、分
离、PE工艺流程，已经赫然在列。

“今年，我要争当‘蒲洁之星’。”说话的
人叫高钰，2020年底，他和搭档参加了第
十二届全国石油化工行业技能竞赛并获得
了团体三等奖。进入新年后，高钰和搭档
仔细梳理了比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
症下药”制定了提升完善计划。“只要有技
能比武，我就要参加，拓展视野，磨炼技
能。”高钰说。

太多奋斗的画面，部门的、中心的、个
人的，交织绘就了一幅蒲洁能化人才强企
美丽画卷。 （曹亚婷）

本报讯 近日，铜川矿业公司下石节煤矿工会组织职工
参与全国总工会开展的《民法典》线上学习竞答活动，不断
提升职工群众的法律知识水平。

据悉，此次学习重点为《民法典》总则、物权、合同、
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等方面内容，通过一
个个小教学视频和随堂测试，让大家深入学习了解《民
法典》。同时通过学习竞答活动，旨在广泛学习宣传《民
法典》的重大意义、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让《民法典》走
到职工群众身边、走进职工群众心里，帮助广大职工群
众提升运用《民法典》维护自身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和水平。 （宋斌虎）

铜川矿业下石节煤矿工会

积极参加《民法典》线上学习竞答活动

“一号公寓三楼暖气管道有问题，请速派
人来维修。”“二号公寓楼门锁没电了，需要更
换电池。”陕北矿业神南产业公司后勤部的电
话不时响起，已是工作新常态。

强基础 筑根基 惠民生
据了解，该公司后勤部主要负责企业“两

堂一舍”、厂区卫生、安保等工作，为员工“衣、
食、住、行”提供服务，同时还维护公司生活秩
序。目前，在公司工会大力支持下，后勤基础
设施建设得到显著改善，新建职工公寓楼已
经投入使用。厂区新增停车位、净水器、充
电设施安装等一系列措施极大提升了后勤基
础设施，赢得职工一致称赞。

抓队伍 强管理 提素质
为了提高后勤部门整体服务水

平，打造“品牌后勤、贴心服务”队伍，该
公司后勤部克服点多、面广、线长等诸多
困难，建章立制，细化责任分工，通过班前
会、业余学习、专门培训、对标学习等形式，
不断强化业务素质，提升精益服务水平；
适时开展环境绿化、道路洒水降尘、地
面管网维护、网络维护、宿舍管理、车辆
管理、车辆维修等工作。通过开展安全
驾驶技术比武，强化了驾驶员的安全意
识，提升驾驶技能和服务水平；通过与
五星级酒店对标，学习酒店管理服务
标准和服务流程及管理经验，补齐后
勤管理短板，进一步提升业务能力。

促服务 排险情 保运行
去年以来，随着公司转型升级加快和工

作作风转变，后勤服务的及时性、专业性、随
机性备受干部职工的关注。如何在新的环
境中站稳脚跟？如何把压力转化为动力？
后勤部以服务广大职工群众为己任，在职工
反应冬天暖气不热时，干部职工加班加点认
真排查、梳理、分析，及时解决了供暖问题；
在面对下水道管路水流涌出，维修工人全身
浸入水中，关闭开关。这一系列勇挑重担、
高效服务举措和令人感动的画面，不仅为公
司安全生产提供了保障，而且锻炼了队伍，
赢得了职工的信任和尊重。 （郭霞）

陕北矿业神南产业公司

三项措施赢得“品质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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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家庭最困难的时
刻，矿上给了我继续前进的
勇气，我会照顾好我的父亲
母亲，也会更努力去工作，回
报组织的关心。”去年 12 月
24 日，收到爱心捐款的黄陵
矿业一号煤矿运输队张振方
哽咽地说道。

张振方是该矿运输队的
一名系统维护班班长，平时
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深
受领导和工友们的好评。
去年 12 月 14 日，张振方父
母在回家的途中不幸遭遇
交通事故，造成父亲左腿骨
折、颅内出血。母亲左肋骨
骨折、左脚三处骨折、左髋
臼盆骨骨折。短短的一个星
期，两人的医疗费就高达 20
多万元，后期还需高昂的治
疗费。张振方的两个孩子都
在上学，妻子陪读没有工
作，全家人的生活主要靠张
振方一人的收入维持，突如
其来的变故使得原本就不富
裕的家庭雪上加霜，陷入了困境。

“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的第一想
法就是让张振方放下心理包袱，先给

父母看病，并立即向上级工会
帮他申请紧急救助金，向广大
干部职工发出募捐的倡议书，
帮助张振方渡过难关。”该矿
运输队支部书记郝继章说道。

倡议书一经发出，运输队
学习室就成了一片“爱的海
洋”，大家都纷纷伸出授助之
手，慷慨解囊，积极为张振方
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大小
微信红包也纷至沓来，其中
不少还是朋友圈中的其他朋
友圈传递而来。100 元、200
元、500 元甚至更多，一笔笔
爱心捐赠伴随着一句句祝
愿，让爱的正能量在微信朋
友圈中迅速传播。在不到两
天内，便募集了 24500元爱心
捐款。募捐活动结束后，郝
继章第一时间将爱心捐款转
交到张振方手中，帮助他渡
过难关，走出困境。

病魔无情人有情，善款
有限爱无限。这爱心款承载
的是一号煤矿职工沉甸甸的
关爱，带去的是大家满满的
祝福与希望，体现的是工友
之间团结互助的高尚情操和
手足情谊，善款有价，爱心无

价。相信在这份爱心和祝福的帮助
下，张振方家庭一定能走出困境，渡
过难关！ （褚小娟 倪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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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彬长矿业孟村矿工会根
据二届三次职代会暨2021年工作会上职工代
表意见，丰富“三违”帮教方式，实行“私人定
制”帮教服务，使“三违”发生率呈现下降趋
势，起到了积极作用。

据了解，该矿创新“三违”帮教方式，扩大
“三违”帮教参与面，明确将党支部书记谈心
谈话、党员作用发挥以及区队日常管理列入

“三违”帮教范畴，制定了“党支部书记一帮
一”“与区队党员结对子”“签订拒绝‘三违’
协议”等帮扶方式。矿帮教中心对“三违”职
工的家庭状况、性格爱好、工作情况进行仔
细了解，确定帮扶形式，以便在实际帮教中
有的放矢，避免其重复“三违”。同时“三
违”帮教多“走心”，帮教中不再是对“三违”
职工一味批评，或者将安全法律法规、操作
规程照本宣科说教，而是根据职工产生“三
违”的原因，找准契合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

施“对症下药”。例如针对因大胆蛮干而导
致的“三违”职工，就以危险源辨识作为重点
进行学习和考试，并观看相应的事故案例警
示教育视频。

与此同时，“三违”帮教实行跟踪管理，
矿帮教中心为每一名“三违”职工建立帮教
档案，对季度内重复发生“三违”的职工，要
求安全员进行“重点照顾”，并实行积分管
理，对积分达到规定额度的职工，将组织女
工委工作人员进行家访。

“实行‘私人定制’的‘三违’帮教方式，
是保障职工民主权利、促进企业发展的典型
事例，一方面广大职工参政议政争做主人翁
的积极性受到鼓舞，另一方面这种‘三违’帮
教方式尊重职工个性，让其从内心深处认识
到了‘三违’的危害，从主观意识上拒绝‘三
违’，促使反‘三违’保安全工作收到实效。”该
矿工会工作人员说。 （胡涛 李明）

让“三违”帮教见实效彬 长 矿 业
孟村矿工会

为庆祝第 111 个国际劳动妇女节，展示建设集团广大
女职工爱岗敬业、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3 月 7 日上午，建
设集团工会组织开展了“书香三八”读书活动、“花的美丽
我做主”插花培训、健康讲座等系列活动。 徐力 摄

3月6日，澄合矿业董矿分公司开展“喜迎三八节 巾
帼展风采”女职工系列活动，有 4 人一组跳绳接力赛、二
人一组姐妹齐心协力走等，充分展现了女职工你追我赶的
精神风貌。 闵娟丽 陈强 摄

3月6日下午，榆北煤业公司工会以“巾帼心向党·奋进
新时代”为主题，召开庆“三八”美文诵读暨女职工先进表彰
活动，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彰显了女职工在公司高质量发
展的征程中努力拼搏的精神担当。 李彩霞 秦思 摄

为维护女职工权益，丰富女职工文化生活，充分展现女
职工积极向上、敢于吃苦、奋力争先的精神风貌，近日，物资
集团彬长分公司工会精心策划，认真组织，开展了以“美丽
绽放，魅力起航”为主题的“三八”节系列活动。 朱妍 摄

廉政漫话LL ianzhengmanhuaianzhengmanhu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