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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彬长矿业公司小庄矿工会在综掘一队
为当月过生日的12 名职工举办了“我与小庄共
成长”集体生日会，让来自五湖四海的职工在
同一时间感受到不一样的生日氛围。

活动现场，参会的矿领导及区队干部职
工，为过生日的职工送上了诚挚祝福，感谢大
家在各自岗位上为矿井作出的贡献。该矿综
掘一队职工段明明接过生日贺卡高兴地说：

“集体生日太温馨了，让远离家乡的我感受到
了矿区大家庭的温暖，弥补了自己不能和家人
一起过生日的遗憾，在岗期间我一定按章操

作，让家人安心，让企业放心。”随后，职工家属
也通过视频连线向亲人送上了温馨的祝福。

该队党支部书记郑洪涛说：“集体生日不
仅能增进职工之间的感情，让职工间互帮互
爱，感受到‘家’的温暖，还能激励职工拧成一
股绳，树立攻坚克难的信心和勇气。”

集体生日会前，该矿工会提前准备了生日
蛋糕、贺卡、水果等。据了解，在矿井发展进程
中，该矿着力打造“家”文化品牌，持续拓展职工
幸福空间，让企业真正成为职工的“家”。

文/图 关国凤 刘德鹏

彬长矿业小庄矿 职工生日在“家”过

“听说这次创新项目被选中，还
能参加小保当公司的评奖？”“何止
呢，要是在‘智创杯’竞赛活动拿到
效益提升一等奖，仅奖金就高达 10
万元。而小改小革类奖金，也达到 2
万元。如果获得‘卓越创星’称号，
更是可以优先评选‘榆北工匠’。”

“那我们这次要好好准备。”在该公
司职工餐厅，职工李军和几位工友
们正摩拳擦掌、热烈讨论榆北煤业
公司工会开展第一届“智创杯”工器
具革新竞赛活动的一些激励措施。

为进一步弘扬执著专注、精益求
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
神，充分激发广大干部职工的创新
潜能，鼓励其立足本职岗位，创新创
效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引导他
们在生产经营实践中勤思考、勤动
手，高效解决现场实际问题。目前，
榆北煤业公司工会正在积极组织开
展“智创杯”工器具革新竞赛活动。

据该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张滢介绍，本次开展“智创杯”工器
具革新竞赛活动，将通过认真分析
安全生产各作业环节的影响制约因
素，形成一批用于提高设备安装检
修效率、保障安全生产、改进生产工
艺、提升智能化水平等方面的工器
具，从而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各环
节的作业效率，降低职工作业强
度，推动提质增效工作向纵深发
展，同时加快公司卓越体系建设。

“11 月以来，公司提前部署，成
立工作小组，围绕矿井安全生产，
广泛征集有创意、实用性强，并能
够产生一定经济效益的工器具创
新项目。”小保当公司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李进朝说，截至 11 月 30
日，共收到有效工器具创新成果推
荐项目已达 175项。

“本次竞赛活动围绕公司安全生
产过程中所使用到的各类型工器具，
聚焦公司智慧化矿井建设和安全生
产主要任务，共开展两类竞赛：一是
效益提升类。就是以提升矿井效益、
提高作业效率、降低员工劳动强度
为目标，通过改造、创新、优化各类
工器具，达到提高设备安装检修效
率、改进生产工艺、提升智能化水
平、保障安全生产的目的；二是小改
小革类。就是聚焦公司安全生产、
降低办公劳动强度，结合矿井通风、

地质灾害防治与测量、机电运输、职业病危害防治等方面，设
计加工或改造有利于保障安全生产工作的工器具。”榆北煤
业公司工会副主席张宠冲说，本次活动分宣传引导、开展实
施、评比表彰、成果展示应用及申报四个阶段，评比表彰时间
安排从 2021年 11月至 2022年 5月，为期 7个月。

为贯彻落实此项竞赛活动，激发广大干部职工创新潜能、弘
扬工匠精神和全员参与“智创杯”工器具革新竞赛活动的积极
性，小保当公司营造出了“全员行动、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记者在该公司联建楼、办公楼、职工餐厅等地看到，“推
进‘工器具革新’，让创新智造未来”“用‘智慧’代替汗水，用

‘创新’提升工效”等内容的横幅标语与工器具创新展板，引
发广大干部职工驻足欣赏观看，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彰显创
新潜能。 本报记者 胡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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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这个养生壶可以煮粥煮茶，还可以吃
火锅，用处还不少！”近日，澄合矿业董矿分公司综
采队职工抱着刚从工会领取的生日礼物，脸上洋溢
着过生日的喜悦。

据悉，该分公司工会做职工的贴心人，让职工深
深感受到企业党政工的关怀和温暖，也是践行“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宗旨。去年以来，该工会坚
持为职工举办生日活动，年初在做好职工生日摸底
工作的基础上，为每位职工建立生日档案，精心设计
生日贺卡，以时间为序建立职工生日电子档案，确保
职工生日不漏掉、不错过。同时还适时开展“生日慰
问到岗位”活动，选出同一天过生日职工，由工会将
生日蛋糕、生日礼物及祝福送到过生日职工面前，让他
们在工作岗位上度过一个不平凡的生日。 （柴艳）

小小养生壶 温暖职工心

澄合矿业董矿分公司工会

职工通过职工通过33DD打印机研究创新工器具的可行性打印机研究创新工器具的可行性。。 李泽林李泽林 摄摄

目前，蒲白矿业西固
煤业工会紧紧围绕“控风
险、除隐患、保安全”活动
主题，紧盯实现安全生产
7000天目标，抓质量、保安
全、稳生产、谋发展，强化
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
查，切实发挥群安员、青安岗员、女工安全协
管员的作用，扎实开展“我的岗位请放心、我
的身边无隐患”竞赛活动，为矿井实现“百日
安全大行动”目标作贡献。

我的岗位请放心
进入作业现场，青安岗员赵宏亮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现场安全确认和安全风险排
查，并将存在的问题及安全隐患记录在随
身携带的现场安全确认小本上。在紧张繁
忙的综采工作面，他在高标准完成自己的
本职工作任务后，跑前跑后叮嘱工友们注

意安全，纠正工友们的不规范操作行为。
他动员职工们提高排查安全隐患的主动性
和自觉性，利用班组安全网络小组成员之
间的联保互保机制，将大家的心凝聚在动
态作业下的规范操作和作业过程中的安全
相互提醒、相互监督上，违章作业得到遏
制，班组职工的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我的身边无“隐患”
“过去群安员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对照

‘三违’界定标准，对责任人进行处罚，职工
有抵触情绪，隐患整改一推二拖三敷衍的

事时有发生。‘百日安全大行动’开展以来，
群安员班前敲安全警钟，班中查找隐患，用
实际行动兑现‘我的身边无隐患’的承诺，
感染和带动班组职工认真学习安全知识，
掌握安全防范技能，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提高安全风险辨识能力和安全风险防控能
力，进一步提高现场安全管理水平。目前
在各班组，人人上心除隐患，规范操作保安
全，奋力实现安全生产 7000天和‘百日安全
大行动’目标，已成为职工们共同的心声和
奋斗的目标。”职工田建民说。

真情筑牢“安全堤”
该公司女工安全协管

员以安全文艺小演出、现身
说法、安全知识小问答、亲
情慰问进班前进井口、不断
线开展文化活动，将应知应
会知识、安全行为标准、安

全规章制度宣传到区队班组，灌输给职工，
使职工在寓教于乐的文化活动中掌握操作
标准、规范安全行为，提高安全责任意识，
远离“三违”；与职工共同签订安全联保责任
书、包保协议，促使职工在工作中按章作
业，遵守劳动纪律，做到“三不伤害”，坚持

“三不生产”原则，牢固树立“安全从我做
起”的理念，上标准岗，干标准活，做安全人；
依托“职工之家”，建立“心系职工、情暖西
煤”服务平台等形式，架起服务职工、关爱职
工“连心桥”，用真情服务安全生产。（彭拜）

“三员”联动服务“大行动”
——蒲白矿业西固煤业工会用真情为矿井实现“百日安全大行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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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建设集团韩城分公司工会为陕北
片区施工一线的职工送去防寒服、保暖被，把“娘家
人”的关怀和安全嘱托送到每一位干部职工的心坎
上，让他们在这个冬天不再寒冷。

据悉，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该分公司工会
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载体，采取“订单
式”工作方法，深入基层项目部进行调研，主动“找
单”，查找职工在生产生活中存在的急需解决难题，同
时也接受职工群众上门“点单”，根据“订单”的不同类
别，及时制订方案进行解决，实实在在把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体现在了行动上、落实到了工作中。 （张艳丽）

送温暖到一线 让冬天不寒冷

建设集团韩城分公司工会

本报讯 日前，蒲白矿业公司工会以“转作风、强
履职、提效能”为出发点，以“解难题开新局”为落脚
点，坚持问题导向，改变工作作风，创新服务模式，服
务基层一线。

据悉，该公司工会积极组织职工代表深入煤化运
营公司清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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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班组管理存在
短板，以“安全宣讲员”身份，对症下药，“送学上
门”，为职工送上一堂《NOSA 安健环在班组安全管
理中的应用》“安全大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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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斌 原智隆）

“送学上门”让班组管理强起来

蒲白矿业公司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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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健身房成为职工休闲好去处

运销集团彬长分公司工会

目前，黄陵矿业煤矸石发电公司工会围绕“聚
焦服务民生，打造‘暖心’品牌”主题，组织开展了
一系列调研活动，有效发挥职工主人翁作用，提升
了职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图为该公司开展女职
工趣味运动会。 张方央 摄

11 月 29 日，陕钢集团举办首届职工羽毛球运动
会项目比赛活动。比赛共设置有男单、女单、女双、男
双、混双、团体六个比赛项目。经过激烈角逐，最终龙
钢集团代表队勇获五项冠军。 王京侠 王萍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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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职尽责 看他们怎么做？

蒲洁能化分析检测中心 摄制

心怀梦想 不惧远方

陕焦公司 摄制

“最近你的‘家长’找你谈心了吗？”“上次你提的
合理化建议被采纳了吗？”“我家里最近出了点事，都
没法安心工作，想找‘家长’解疑帮难……”走进陕
北矿业张家峁公司随处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

自党史学习教育以来，该公司积极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组织开展了“1+10”干群联系活
动，为职工解疑帮难。

据了解，所谓“1+10”是指公司中层以上管理干部
每人与 10名职工结成“帮扶家庭”。通过交流思想，了
解职工在工作、生活、学习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帮助其
解决，并为职工规划未来发展方向。

刚毕业的 95 后大学生赵刚，初来公司时踌躇满
志，分到综采队后，第一次跟师傅下井，面对井下枯燥、
劳累的工作，非常失望，觉得自己才华横溢，怎么就干
起了井下的苦力活，当时就有了辞职的念头。一个青
春活泼的小伙就像霜打了一样，一下班就埋头睡觉。

看到赵刚这种状态，师傅王大伟找到赵刚的
“家长”，说了赵刚几天来的情况。“家长”找到赵
刚了解情况后，语重心长地把自己当年刚上班的
工作经历讲给赵刚。

“现在正是从校园走向工作岗位的过渡时期，
这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过程，年轻人不能太浮躁，
要脚踏实地，认真工作，总有一天会有所作为。”听
了“家长”的这一番话，赵刚调整了心态，开始认
真工作，主动找师傅研究图纸，钻研业务。队里
举行技术考试，赵刚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机运队职工李哲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已花
费 50万元左右，给原本贫困的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
济负担。李哲的“家长”知道后，及时与队长沟通，
队上便组织全队职工进行爱心捐款，共捐人民币
18000余元，帮助李哲缓解了经济压力。

据介绍，党史学习教育中，该公司收集整理出
多条问题清单，明确了整改时间节点。“1+10”联系
活动的“家长”，都积极到党委工作部“认领”问题
清单。大家纷纷表态：“能及时解决的立马解决，一
时解决不了的报公司领导，开会研究讨论，争取能给
职工一个满意的答复。”

现在，职工有了倾诉的对象。大家一有闲暇时间，
就主动到“家长”那里交流、探讨。干群“交流思想、牵
手共进”活动，提升了公司职工的精神风貌。 （孙敏）

好“家长”办好事
——陕北矿业张家峁公司“1+10”结成“帮扶家庭”为职工解疑帮难

本报讯 为了助力矿井打赢年末安全攻坚战，铜
川矿业公司下石节煤矿工会狠抓班组建设、群众安全
和女工协管工作，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夯实企业
安全管理基础。

该矿工会结合矿井安全生产实际，狠抓班组安全
管理水平，通过严格落实安全岗位责任制，加大班组
安全教育力度，让职工树立正确的防范意识和安全
理念，熟练掌握岗位应知应会的各项技能。严格
落实班组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切实做到设备
无故障、职工无违章、班组无隐患，实现“零违章、
零隐患、零事故”的安全目标。

狠抓班组作业现场群众安全监督检查工作，通
过组织开展“查隐患、堵漏洞、反三违、促安全”和

“群监员现场跟踪监督检查”等活动，积极发动职
工群众参与班组现场安全生产监督，群策群力，群
防群治，把安全工作转变为职工群众的自觉行动，
使群监员在现场工作中能及时发现、排除各类事
故隐患，有效预防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积极发挥女工家属协管安全作用，通过开展亲
情嘱安全、温馨提示，坚持把父母情、夫妻情、儿女情
融入安全工作之中，做到常警示、常提醒，不断用亲
情感化人，用真情打动人，用友情感动人，让亲情与爱
心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到职工心田，使职工把安全变成
自觉行动。同时，还针对疫情防控工作实际，充分利用

“两微一端”等新媒体进行广泛宣传教育，不断营造浓
厚的安全生产氛围，促进矿井安全发展。 （宋斌虎）

铜川矿业下石节煤矿工会

密织“防护网”助力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