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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医疗条件设施一点也不比外面的差，而且还能用
医保卡刷卡买药。”这是韩家湾煤炭公司职工张彦成看到新建
医务室投入运行后高兴地说。

经过 2 个多月的扩建改造，该公司新建成的医务室正式
“挂牌营业”。前来就诊的职工为焕然一新的医疗环境、功能
齐全的诊疗设备、专业的医护人员纷纷点赞，一时间成了矿区
最热点的话题。

“职工利益无小事，我们要多从职工的角度考虑问题，多
做接地气、暖人心的实事，多办惠民生的好事。”该公司党政工
领导强调。

据悉，该公司在建成新医务室的基础上，还不定期邀请知
名中西医专家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常见疾病诊疗等活动。
在提高职工及家属幸福指数的同时，还将为矿山突发灾害
的紧急救援提供有力保障，为公司和谐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图为医护人员正在检查药品配备情况。 奥北镛 摄

把专业医疗服务送到职工心坎上把专业医疗服务送到职工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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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促学 职工出彩

9月15日，由陕西省机械冶金建材工
会主办，陕焦公司承办的第二届“陕焦
杯”职业技能竞赛在该公司举行。

本次竞赛是省机械冶金建材工会举
办的省级二类大赛。该系统各级工会以
此次大赛为契机，聚焦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要求，围绕产业工人思想引领、建
功立业、素质提升、地位提高、队伍壮大
等，以劳动竞赛、职业技能竞赛、优秀班
组创建、名师带徒和产业工匠人才培育
为抓手，以赛促学，让职工出彩更精彩，
同时再接再厉，为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出新贡献。

理论考试 落笔生辉
上午9时40分，来自陕焦公司电工、焊

工、钳工、仪表工四个工种的 24名选手，参
加理论考试。考场内，选手们精神抖擞，
准备充分，或停笔思考，或奋笔疾书，扎实
的理论功底跃然纸上。“这次考试对我来
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不仅检验了平时学
习培训成果，还查找出了在学习中的不
足。赛后，我一定要好好弥补自己的短
板，为实际操作打牢理论基础。”选手储
程囡走出考场后说。

火花四溅 比的就是心跳
焊工技能比武，视觉效果绝非一般。

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赛场立即火花闪耀，
刺目的蓝色电光在焊枪前闪烁，金色火星
喷洒四周，划出一道道炫丽火线。6名焊工
聚精会神焊接工件，有的先焊接 3G
（SMAW）、有的先焊接 5G（GTAW）、有的
先焊接 6G （GTAW + SMAW）……整个
焊 接 工 序 中 ，难 度 最 大 的 要 数 4G
（SMAW），即仰焊位置对焊工的体力是一种
考验，整个比赛过程需要蹲仰在火花间，在
重力作用下很容易产生未焊透等问题，而且
稍有不慎，飞溅、熔池也会对人产生灼烧。
记者在现场看到，参赛人员长时间保持一
个动作，慢慢的脊背出现了一条汗印，但
他们丝毫不受影响，运条、送丝……用手
中的焊枪书写着对职业的热爱。

巧手布线 美观精致
本次电工实操考题是触摸屏与 PLC

控制电动机正反转。“安”“精”“准”“快”
是电工技能竞赛的一大特色，参赛选手
不仅在保证安全前提下，以最短时间完
成操作，还要保证作品美观、接线正
确。6 名选手在完成自己作品的同时，

还要紧盯对手，你追我赶，互不相让，在
接线盘上根据自己绘制的主回路图、控
制回路图、IO 分配表完成元件的安装。
熟练剪线、剥线、拧螺丝、接线、整理线
路，每一步都考验着参赛选手们的细心
与耐心，每一件作品都展示着选手们的
接线技能与作业习惯，其布线横平竖直，
颜色搭配让人赏心悦目。

丝毫不差 这技术“牛”
钳工实操题目为组合件加工，从

80mm×60.5mm、δ=8mm钢板上做两个直
角边为60±0.05mm直角三角形，分别从中
间锯、锉出一个燕尾槽，与另一个双燕尾
6 边形调试装配精度的配合件。本次实
操在选题方面侧重于基础技能的比拼，
同时突出高尖精准稳导向。赛场上，6名
选手个个铆足干劲，在完成垂直度的效
验和划线之后，现场顿时热闹了起来，钢
锯拉扯的“吱吱”声，锉刀与工件表面来
回“呲呲”的摩擦声，都在描述着比赛的
热闹场景。选手们全神贯注、精锉细磨、
熟练操作、合理安排、各施技能，锯、锉、
量、钻、铰环环相扣，激烈紧张而井然有
序。一个个专注的眼神，一个个标准的

动作，把看似单调粗犷的钳工活儿诠释
得淋漓尽致，他们把时间甩在身后，把精
度摆在眼前，±0.02mm配合间隙≦0.04mm
是对他们风采的展现。

这场“头脑风暴”绝了
创建 PLC300 控制系统，实现压力自

动调节、手自动无扰切换、温度联锁停车、
风机系统启停是本次仪表实操考题。此
考题的实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选
手不仅要掌握控制理论精髓，还需要对
工业控制的动态及稳态特性的深刻理
解。6名选手从执行机构接线、设定执行
机构的零点及量程、熔光纤制网线再到
Step7CPU 硬件下载、输入程序、组建
WinCC数据库、Step7与WinCC链接运行、
系统投运，每一步都熟练有序，巧妙构思，
遇到瓶颈问题从容应对，逐一排查解决。

经过两天激烈角逐，来自陕焦公司
炼焦二车间田继刚夺得“陕西省机械冶
金建材系统技术状元”荣誉称号，马小虎
等 4 名选手获得“陕西省机械冶金建材
系统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席大河等 5 名
选手获得“陕西省机械冶金建材系统技
术标兵”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胡建宏

——第二届“陕焦杯”职业技能竞赛侧记

澄合矿业董矿分公司

小小门票惠民生 服务职工在日常
本报讯 “好久都没出门了，这下领了门票就可以和

家人一起出去了！”近日，澄合矿业董矿分公司工会多功
能厅内热闹非凡，职工们欢声笑语，井然有序地排着队，
原来是在领木王和黎坪景区门票。

据悉，此次活动是上级工会开展“惠民生心系职工
群众”活动的一项内容。作为生产矿井单位，该分公
司工会第一时间领取到景区兑换券后，及时逐队统计
人数进行发放，保证每名职工都能领到门票的同时，
也能在疫情防控期间合理安排好出行时间，进一步将

“快乐工作、幸福生活”理念真真切切融入到职工心
中，受到了广大职工称赞。 （翟巧玲）

蒲洁能化公司

开展送健康义诊活动
本报讯 “你的血糖有点高，要在饮食上多加控制。”

“ 你 应 该 保 持 规 律 的 睡 眠 和 饮 食 习 惯 ，看 你 的 舌
苔。”……近日，为提高职工保健意识，倡导良好健康
生活方式，蒲洁能化公司开展送健康义诊活动。

医护人员仔细聆听每一位职工的健康诉求，并为
他们测血压、测血糖，讲解正确的疾病预防知识、
日常保健常识。同时，根据职工询问的失眠、焦虑
等问题，进行一对一心理咨询和指导，为每位前来咨
询的职工提供了科学的治疗方法和合理的膳食、运动
指导。据悉，此次义诊活动持续一周时间，共计为 500
多名职工提供了就诊咨询，免费测量血压血糖 200 余
次，赢得了大家称赞。 （张琛晖 李宏）

运销集团彬长分公司

“微型”健身房让职工“幸福感”满满
本报讯 日前，运销集团彬长分公司积极为职工群众

办实事，全面改造升级基层职工活动室，打造“微型”健身
房，得到职工称赞。

该公司结合基层职工年龄结构、健身需求、场地面
积等情况，在原有设施基础上配置健身器材，改造升级
后的健身房干净整洁，卧推机、甩脂机、腹肌板、哑铃
椅、哑铃架、高拉背、综合训练器等健身设备齐全，成为
职工运动锻炼、休闲健身、放松心情的好去处。

“为职工办实事，就要办到职工的心坎儿上，让他
们感受到企业大家庭的温暖，不断提升他们的幸福
感和归属感，让他们快乐工作、健康生活。”该公司党
总支书记、总经理惠煜说。 （李佩）

9月28日，铜川矿业公司下石节煤矿工会开展“送温暖
保安全、迎国庆”井口慰问活动，积极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
围。此次活动共送出慰问品1000余份。一声声暖心祝福，
让广大职工深切感受到“娘家人”的关爱。 宋斌虎 摄

国庆长假期间，建设集团职工仍然坚守施工生产
一线，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图为矿建二公司
安装项目部职工加班加点赶进度，为完成工作任务不
懈努力。 王峰 摄

为喜迎新中国成立72周年，进一步增强青年职工队伍
的凝聚力、向心力，榆北煤业曹家滩公司工会在矿区内开展了
拔河、跳绳比赛活动，在丰富职工文化体育生活的同时，也
向伟大的祖国致敬献礼。图为男子拔河比赛现场。 张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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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我的祖国

黄陵矿业煤矸石发电公司 摄制

国庆，我在岗

陕化公司 摄制

向祖国告白

榆北煤业选煤分公司 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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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什么是诺莎安健环
综合风险管理体系？班组现场安
全风险辨识和风险管控措施有哪
些？班组全员参与安全管理的重
要性是什么？”这是蒲白矿业公司
工会“送学上门”到蒲白煤化运营
公司蒲城清洁能源项目部安全教
育课堂的一幕。

据了解，该公司工会不断从党
史学习教育中汲取砥砺前行力量，
以“转作风、强履职、提效能”为出发
点，以“解难题、开新局”为落脚点，
积极改进工作作风，坚持问题导向，
优化工作指导，创新服务模式，服务
基层一线。并于近日组织职工代表
深入煤化运营公司清洁能源项目部
排查安全隐患，探讨班组管理问题
短板，交流破解难题思路和办法。

同时，针对排查中班组管理存
在的短板，“对症下药”“送学上门”，
让班组管理强起来，真正把党史学
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基层安全管

理提升的动力，切实把“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落实落细。近日，该
工会劳动保护部部长李波峰再次深
入该公司蒲城清洁能源项目部，以

“ 安 全 宣 讲 员 ”身 份 ，送 上 一 堂
《NOSA安健环在班组安全管理中的
应用》“安全大餐”，使广大干部职工
收获满满。

在宣讲课堂上，李波峰结合目
前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NOSA（安健
环）综合风险管理系统，从机械、电
器、灼伤、有毒有害、密闭空间、压
力容器等 20 个典型的伤害事故讲
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随身携带
的道具，具体形象地描述了每一个
事故发生的过程，深刻剖析事故原
因，传授预防措施，为职工上了一堂
印象深刻的安全警示教育课。

同时，在现场互动环节，李波峰
就班组参与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和在
场项目部管理人员、班组长、安全
员、群安员、职工代表、工会干部等

进行深入探讨交流。现场气氛异常
活跃，大家纷纷表态发言提问。“这
次活动太有意义了，讲解的事故案
例种类齐全，内容让人印象深刻。”
安监员惠志国说。

班长李鹏感慨地说：“这次课堂
很接地气，有的案例就好像发生在
我们身边，非常有教育意义。”

“今天的课堂宣讲，警醒我会在
日常的生活和工作过程中，更加提
高安全意识，加强安全防范，做到安
全第一。”班长赖永生说。

探讨交流过程中，许多人还列举
了自己身边类似的事故案例和与会
人员进行分享交流，提醒大家在以后
的工作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及
时消除安全隐患，并做好现场安全措
施，既保护好自己，又不伤害他人。

大家收获满满并纷纷表示，今
天的安全知识内容新颖、涉及面广、
通俗实用，体现了工会组织对职工
的关心与关爱。 （李斌 原智隆）

“送学上门”让班组管理强起来
蒲白矿业工会

“刚进入制成车间时，对磨机液压润
滑系统基本操作规范、要领都很陌生，在
师傅高锁利手把手耐心细致指导下，我
现在已经能够熟练掌握磨机液压润滑系
统操作要领。”生态水泥富平公司制成车
间青年职工陈开源激动地说。

今年以来，该公司紧抓新进厂青年
职工技能水平提升，从生产实际出发，制
定了切合青年职工实际的岗位技能培训
方案，先后对从事设备运行岗位的 20余名
青年职工，开展“专业对口、岗位对口”技
能操作知识专题培训。

专业促成长 一线“点对点”指导

为促进青年职工快速成才，该公司在
抓好青年职工岗位技能理论知识培训的
同时，坚持在设备运行一线岗位中开展

“师带徒”活动。精选在一线岗位业务技
能全面、设备管理经验丰富、工作责任心
强的岗位操作能手，与青年职工签订师徒

协议。并注重划分层次、分类施教，根据
徒弟自身实际，选配最合适的师傅，制定
最契合的“师带徒”培训计划，从设备运行基
础知识传授、基本操作规范要领，设备运行
故障判断、现场应急处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
指导，使青年职工在岗位上迅速成长。

“通过理论+实践的有机融合，全面加
速青工们在岗位成长成才。同时，我们计
划把 5#磨机岗位打造成为青工示范岗，为
青工们搭建成长平台，让他们在磨砺中成
为提升车间综合管理水平的新生力量。”
该公司制成车间主任党文件说。

培训出实效 师徒“面对面”授课

“通过每天 2小时的集中培训学习，让
我们在持续充电中不断增强信心，更加清
晰岗位技能要求，也对自己的定位更加准
确。”青年职工纷纷表示。

据悉，该公司不仅建立了“师带徒”培
训档案，还坚持每月一次对“师带徒”情况

进行考评。对开展过程中好的经验和做
法进行交流推广，使车间青年职工的岗
位技能操作水平不断提升。

自 8月以来，由车间主任、技术业务骨
干担任教员，精心编制教案，从生产设备
原理、岗位操作要领、日常维护保养对青
年职工进行专题培
训。先后开设了立
磨工艺流程、磨机
常见故障分析、液
压系统润滑基础、
皮带接头硫化规范
及操作要领、电动
机日常维护保养与
故障判断处理、皮
带秤基础知识及参
数调试等涉及车间
设备运行管理多个
课程。为了检验学
习效果，课后分别

进行了闭卷考试。
有了专业指导，让徒弟们少走许多

弯路；有了新生力量的“碰撞”，让师傅
们倍感欣慰。如今，一种新的“师带徒”
良好培训之风正在生态水泥富平公司蔚
然形成。 （吕建 郭文敏）

为青工成长成才搭平台生态水泥
富平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