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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看 ，这 个 案 例 里 的 作 业
环境和咱差不多，如果我们也图
省事，不按照规程作业，估计咱
也成这里面的角色了。”近年来，
蒲 白 矿 业 煤 矿 运 营 公 司 工 会 以

无情的案例 、深情的宣教 、温情
的劝勉 、热情的问候，不断加强
职 工 安 全 意 识 形 成 浓 厚 安 全 宣
教 氛 围，切实筑牢矿井安全生产
第二道防线。 高永生 摄

本报讯 献血者，代
表着给予和奉献，就像漫
天的星辰，呵护着每一个
脆弱的生灵，让人世间充满
温暖的爱。

在陕北矿业孙家岔龙
华公司，有这样一位无偿献
血者——白权伟，自2008年
至今，持续了13年的“献血”
路，个人累计献血已达到
6200毫升。多次献血的举
动让公司员工对他赞赏有
加，白权伟却说：“我身体
好，献这点血没什么，只要
能帮助别人就好。”这个善
良而有爱心的小伙，坚持
定期献血。

白权伟是该公司下属
龙华阳光电厂检修车间的
一名普通职工，平日里在单

位工作与家庭中奔波忙碌，
就这样不仅没间断过献血，
更是积极参加了“微行大
爱、圆梦新年”公益和神木
市关爱孤寡老人等众多公
益活动。多次被评选为爱
心大使和献血服务之星。

2020年 3月，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神木市医疗机
构血液库存告急。全市号
召志愿者参加无偿献血活
动，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白权伟又一次
踏上了“献血征程”。

献一次爱心不难，难的
是那一份坚持。白权伟把
献爱心当成了一份责任，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带领
着大家，为美好的生活奉献
自己的爱心。 （杨薇）

“献血”路上13载

心中有德XX inzhongyoudeinzhongyoude

本报讯 日前，铜川矿业玉华煤矿组织 400 多
名干部职工在北风井生活区栽植 1200多棵苗木，打
造四季如画“最美职工生活区”。

据了解，该矿组织职工挖土翻地捡石块，提前
购置了金桂、樱花、石榴、塔松等“大棵类”树苗和月
季、牡丹等“小株类”花苗和肥料，将绿化区标线划
分成 11块责任区域，精准标定每株绿植种植位置。

活动现场，党旗迎风飘扬，矿党政工带领党员
干部职工携带锨、镐、水桶等工具，按照设计搭配
种植方案，抡镐挥锨进行挖坑、垫肥、栽树、夯土、
浇水，精心栽下一棵棵幼苗，职工家属自发加入栽
植队伍，主动融入亲手建设美丽大家园，为春天增
添了一抹韵味，让绿色成为矿区最美底色。

今年来，矿井将推进北风井生活区园林式改
造作为年度重点工作及民生建设重点工程，对绿
化区进行重新规划设计，在翻耕 60 亩土地的基础
上，又开荒治理 3 亩，按照一年四季景不同，青山
绿水花常开的设计思路，在绿化区内补充栽植多
年生草本植物，丰富蔬菜区种植品种，栽植桃杏石
榴苹果等树，使职工群众足不出户春赏樱花浪漫、
海棠依旧，夏观槿开朝夕、月季胭红，秋看红枫霜
叶、金桂飘香，冬赏雪挂松柏、银装素裹，一路游
园赏花，一路品味果蔬鲜香，着力建成生态环保
矿井、“最美职工生活区”、周边地方“最美小区”，
打造优美宜居环境，使企业发展成果惠及职工，提
升矿区生活幸福感。 （朱建锋）

铜川矿业玉华煤矿

打造四季如画“最美职工生活区”

本报讯 近日，陕北矿
业张家峁公司掘进二队全
体职工开展“献爱心、显真
情”捐款活动，救助该队患
病职工李海龙。

据悉，该队职工李海
龙于 2020 年 12 月末早班
时，突感身体不适，逐渐感
到身体有麻木感。该队
队长得知消息后，第一时
间安排两人将李海龙送
至神木市医院，并安排人
员照看。经医院检查诊
断为突发性脑梗塞，该队
便第一时间通知家属并
稳定其情绪，后转入西安
唐都医院治疗，高额的治
疗费用像一座大山压在李
海龙的身上。

对此，该队第一时间
研究讨论李海龙帮扶事
宜，决定组织掘进二队全
体职工进行募捐。一封

“献爱心倡议书”详细描述
了工友李海龙的困难，“赠
人玫瑰，手留余香，恳请大
家伸出援助之手，为这位
正在与病魔斗争的兄弟送
去一份温暖和支持。”队长
连续 3 天在每个班班前会
宣读倡议书，该队全体职
工积极响应献爱心活动，
共筹集捐款近万元，第一
时间转交李海龙家属，帮
助其解决燃眉之急。

除爱心捐赠外，该队
职工经常与李海龙通过电
话、微信视频联系，缓解他
的心理压力，近日的几通电
话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出他
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在其亲
属陪同下在康复科接受康
复治疗。“我已经能够不用
人搀扶独自起床了。”视频
中李海龙的脸上洋溢着发
自内心的喜悦。 （李嘉）

爱心捐赠显真情

榆林合力天芪生物公司榆林合力天芪生物公司

听民声解民忧听民声解民忧

榆林合力天芪生物公司扎实推动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用心倾听
职工群众所想，用力解决职工群众所
需，切实为职工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职工食堂“心”菜单吃出幸福感
“没想到在这还能吃到香椿辣子，有家

的味道，真是太幸福了。”“对啊！我上周刚
想着吃臊子面，结果这周师傅就做了，真是
好开心……”近日，该公司通过问卷调查发
现大部分职工对餐厅菜品存在意见。为
此第一时间实施餐厅点餐制度，按照职工
意愿进行菜单搭配，充分满足职工需求。

同时，每周五由职工通过扫码对本
周菜品进行打分评价，优秀的菜品留在
菜单上，不合格菜品移出菜单或让师傅
改善，争取每一道菜都能吃到职工心坎
上，切实让职工吃得幸福。

黄芪收购暖心车开到家门口
子洲黄芪多处种植以偏远山坡地为

主，芪农年龄总体偏大，黄芪采挖后不
能第一时间出售，容易失水，价格也难
以得到保障，而导致芪农受损。对此该
公司成立黄芪采购小组，深入山区上门

收货，极大方便了芪农。同时针对一些
芪农手脚不灵活，采购人员上手帮助芪
农进行搬货、装货、卸货等，得到了芪农
们纷纷点赞。

“山路不好走，又没有车，黄芪挖出来
只能先放着，现在好了，一个电话，榆林合
力天芪生物公司直接上门收货，太方便
了。”芪农苗建军说。

种植基地建设帮助农户“解难题”
据了解，子洲黄芪已有几十年的种植

历史，但主要以散户种植为主，缺乏专业
化种植技术指导，销路很难打开。对此，
该公司积极与当地政府协商，推行“基
地+农户”合作模式，对芪农实行“三包”
（包良种选定，包农事全过程技术跟踪，包
年纯收入最低 5000 元/亩）服务，让芪农
零风险运营，解除了芪农无种植技术、无
市场销路、无收益保障的“三无”顾虑。

“跟着天芪生物公司搞基地种植，
技术有人指导，销路也不用愁，今年我
把剩余的几亩地全种黄芪了，就等着
丰收哩。”正在田里辛勤劳作的芪农冯
国斌满眼欢喜地说。 （李敏强 牛紫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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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长矿业孟村矿

当前，彬长矿业孟村矿紧紧围绕“突
出改善民生”要求，把共建共享作为出
发点，持续用心用情用力抓统筹、重保
障、促转型，提出了一系列惠民利民的
真招实举。

改善就餐环境 提升饭菜质量
“灯光明亮的职工餐厅，严格的清洗

消毒程序，花样繁多的菜品，热情周到
的服务，让职工享受到家的温暖。在
这样温馨的环境里就餐，感觉幸福满
满！”该矿通风队职工席海峰兴奋而
又骄傲地说道。

进入 3月份以来，该矿为保证全体干
部职工有一个舒适的就餐环境，新购买

安装照明灯 600 盏，对餐厅和超市原有
照明设施进行了彻底更换。切实办好
职工餐厅，提升餐厅服务水平，安排综
合部人员进行夜间轮流值班，保证 24 小
时有人监督餐厅食品安全、文明卫生、
服务质量等，并能及时处理、现场解决实
际问题，确保职工权益得到保障。

增加探亲房 提高职工幸福指数
为了让职工快乐工作、舒心生活，该矿

对 2号公寓楼 13、14两层共 54间房间重新
进行翻新改造，配备新的生活设施。探亲
房内有床、衣柜、办公桌椅、饮水机、电视
机、盆栽等，所有被褥均由后勤部统一全新
配发，房内电视、无线网络全部开通，卫生
间洗漱、洗浴设施齐全。前来探亲的家属
只需带好衣物和日常用品“拎包入住”，有
效解决了职工家属的探亲需要。

完善管理制度 提高工作效率
该矿为提高周内晚上集中学习效率和

质量，以问题为导向，各部门、区队严格按
照相关业务部门指定内容进行有针对性
学习培训，并随着矿井的开拓延伸，工作
面距离越来越远，工人上下班行走的时间
也变长，为保障每班的工作量能顺利完
成，该矿增加了多辆无轨胶轮人车，同时

要求各区队有效缩短班前会时间，科学分
工，合理优化劳动组织，尽可能保证职工
在规定的时间内高效完成工作任务，尽量
避免延点、落点现象出现。

丰富职工生活 提高综合素养
该矿进一步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满足职工日常运动需求，建成了彬长矿
区目前占地面积最大的职工健身房，室内
拥有休闲、有氧、力量、乒乓球四个健身区
域，能容纳百余人同时进行健身运动。据
悉，健身器材包含了跑步机、动感单车、乒
乓球台、杠哑铃、坐姿推胸器等 50余台设
备，职工可以在下班之余锻炼身体、强健体
魄。自健身房运行以来，该矿积极开展乒乓
球赛、象棋赛等职工喜闻乐见、内容丰富的
文体活动，让大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尽情
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激情和快乐。

该矿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紧紧围
绕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
题，用心用情用力为职工排忧解难办
实事，不断激发职工工作热情和创新
精神，团结带领广大职工建功新时代，
推动企业和谐稳定发展，用实际行动
交出了一份让全体干部职工满意的民生
答卷。 （杨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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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的力量

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 摄

母 爱

澄合矿业西卓煤矿 摄

本报讯 日前，建设集团铜煤公司各项目部以施工
现场为赛场，发扬实干、苦干精神，紧盯产值目标任务，
掀起了追赶超越、大干快上的劳动竞赛活动。

据悉，该公司党政工通过确定劳动竞赛总体目标，
成立领导小组及检查考核机构，对竞赛活动进行部署、
督查、考核及奖励。确定 10个重点在建履约工程为竞赛
主体，以比工程进度、比安全生产、比工程质量、比文明
施工为竞赛内容，同时制订计划，分解目标，落实劳动
竞赛各项措施及考核标准，为该公司推动项目管理精细
化，科学、优质、高效完成全年各项施工任务，奋力开创

“十四五”规划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邓龙会 靳培）

建设集团铜煤公司

如火如荼开展劳动竞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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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韩城矿业下峪口矿举办庆祝建党 100 周年“永
远跟党走”职工健身活动，激励全矿在岗干部职工一心
跟党走，奋力谱写矿井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图为女职工
参加健身操表演。 马麦丽 摄

近日，蒲白矿业公司举办庆祝建党 100 周年“西固煤
业杯”职工篮球运动会，共有 14 支男子代表队和 3 支女子
代表队参赛。经过 5 天 48 场紧张激烈角逐，最终男子组
由西固煤业和建庄矿业分获冠亚军。 李红艳 摄

5 月 10 日，蒲洁能化公司举办“喜迎十四运、健身益
智”职工运动会。本次运动会由公司工会主办，为期4天，
共设置有拔河、跳绳、折返接力跑3项集体项目，参加人数
353 人次。以及跳棋、象棋、踢毽子、跳绳、立定跳远 5 个
个人项目，参赛人数479人次。 王超杰 摄

为 进 一 步 关 注 职 工 身 体 健 康 ，近日，建设集团大
秦置业公司为公司职工开展亚健康职业病诊疗活动，
通过把脉问诊、健康咨询等医疗服务，提高了大家对
于日常调理和职业病预防重要性的认识。 郭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