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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聪）徐矿综合利用
发电公司工会结合“互联网+”模式，将“互
联网+工会工作”开辟成工会工作的新阵
地，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推动幸福企业创
建。

细致入“微”，工会职能更“走心”。该
公司工会建立“工会小组——车间工会
——公司工会”三级传递机制，推出工会线
上线下、资源共享服务，实现工作人员与职
工面对面、零距离接触，为广大职工提供多
元化、便捷化服务。通过“微工会”，将一些
职能向互联网倾斜，使工作人员通过互联
网平台，提升工作效率。在微信平台中，开
展微讲堂、微沟通、微服务和微访谈等活
动，将工会中的培训、帮扶、维权和求助等
职能落到实处。

“指尖”操作，提供学习平台。该公司工
会建立“徐矿综合利用发电公司云服务——
幸福企业创建平台”，将大数据和云计算应
用到工会日常工作管理中，注重构建智能
化、数字化和自动化综合服务平台和管理平
台。把党建带工建、专业技能提升、安全知
识学习、思想宣传教育和企务公开纳入“云
平台”，会员只需动一动手指，便可了解相关
政策、法律法规，点一点屏幕，便可收听收看劳模、先进宣传片，
激发广大职工学习先进、追赶先进和争当先进的积极性。

活动丰富，提升幸福指数。该公司工会积极开展摄影、
钓鱼、篮球、登山等活动，引导职工“每天阅读1小时、每周锻
炼1下午、每月参加1次户外活动，每季度参加1次文体活
动”，把“互联网+工会工作”与企业文化、思想教育、素质提升
相结合，提升职工幸福指数。

本报讯（通讯员 李亮 朱纪平 徐秀英
康业东 高源 杨荣 王宏胜 李拴龙 王润
生 丁艳 刘兴洋）徐矿集团作风建设大会召
开后，基层各单位高度重视，采取各种措施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坚持“五种思
维”，坚定“五个自信”，革除行为上的疾，扫
除思想上的尘，奋力推进作风建设走深走实
取得新成效。

吹响集结号，聚焦短板抓整改。张双楼
矿党委组织召开“贯彻落实集团作风建设大
会精神暨形势任务教育大课”，向全矿干部
职工吹响作风建设集结号。通过集中学习、
自我剖析、民主评议、销号整改等措施，着力
解决党员干部及机关人员作风中存在的“守
摊子”等问题。节后，该矿党委工作部、纪委
对机关部室劳动纪律进行了联合检查，严查
工作迟到早退、不在状态、上班玩手机打游
戏等行为，并下发了检查通报。持续深入整
治“四风”问题和发生在职工身边的“微腐
败”行为，构建覆盖全面严在日常的监督体
系，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赛尔能

源公司通过办公楼LED大屏滚动播放会议
精神，制作宣传横幅、更新宣传橱窗，党委中
心组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专题学
习，并结合实际谋划部署新的一年党风廉政
建设、作风建设及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同
时，强化管理人员主动奉献意识，规定复工
后第一个周末，全体机关管理人员与后勤服
务部门人员带头奉献，投入工作。由各单
位、部门分管领导牵头，集中整治年前召开
的“2018年度民主生活会”中发现的问题，
立说立行、狠抓落实，整改到位。三河尖矿
利用早调会、干部职工大会学习传达会议精
神，认真分析查摆在领导干部、机关工作人
员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求全矿不断增强作
风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党群工作部、纪
委迅速行动，组织开展了领导干部作风抽
查、履职尽责和机关工作纪律检查，严肃机
关工作纪律，不断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工作
效率。

营造浓厚氛围，夯实思想基础。天山矿
业公司由党群部编制贯彻学习计划，并通过

安全管理、政工信息微信平台、中心组学习
会、党员干部学习会等时间组织学习，查找
自身不足，制定落实整改措施，公司党政办
公室、纪委、组织、宣传、工会等部门负责人
分片、划组到基层单位、机关部室进行学习
督查，落实整改情况，推进党员干部、机关部
室、职能部门工作作风转变。郭家河煤业公
司采取措施进行宣贯会议精神，进一步强化
责任、狠抓落实，努力在新的一年实现作风
新转变、工作取得新成效。江苏省矿业工程
集团党委召开专题会议，制定计划宣贯、列
出专题研讨，把会议精神学深悟透。建筑分
公司在内部刊物、微信群等平台开辟专栏，
对会议提出的新要求、重点部署进行解读；
矿建分公司与“走访转”活动相结合，要求党
员干部带头学、带头讲、带头宣传；新河实业
公司采取“四到位”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安装
分公司党委通过政工群、安全生产工作群、
QQ工作群等，把会议精神转发至各基层单
位、项目部。新安煤业公司在当晚“徐矿传
媒”公众号推出专题宣传报道后，党群工作

部通过“新安微讯”公众号第一时间转发宣
传，并将内容制作成幻灯片在井口LED大
屏滚动播放，录制广播在矿区循环播送，营
造浓厚氛围。组织人员积极深入基层工区、
车间、班组传达会议精神，确保作风建设工
作部署及时传递到每个班组、每名职工。百
贯沟煤业公司党委号召全体党员干部认真
查摆作风建设上的短板，对标找差，求真务
实。以“走访转”为抓手，把作风建设同公司
的安全生产和经营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强化
管理干部安全履职。《百煤通讯》编发“学习
贯彻落实集团公司作风建设大会专刊”，还
公开曝光了会议记录不认真、不仔细的两名
机关管理人员，并对一名跟班不到点的基层
区队管理人员进行了通报批评。垞电公司
会议结束当天通过微信、局域网、宣传栏等
对会议精神进行了宣传，次日召开2019年
工作会议，集中宣讲作风建设工作会议精
神。华美房地产公司党委及时召开党委中
心组会议，专题学习传达会议精神，并安排
重点岗位人员作交流表态发言。

徐矿基层单位迅速宣贯作风建设大会精神
革除行为上的疾 扫除思想上的尘

针对华事德电厂人员不足、备件短缺、任务繁重情况，华美热电公司驻伊拉克华事德电厂中方技术人
员不仅为当地员工进行技术培训，还负责日常巡检和维修工作，确保安全生产。图为该公司技术人员在五
号机组临时停机时处理二级抽汽逆止门故障。 通讯员 王玉瑶 李振恺 文/摄

◎实习记者 张岩 柳絮

“手阀出问题，为什么要把执行机构拆掉？”长
青能化公司检修现场，生产运行部合成装置的中
控副操、徐矿集团“第12届职工技能大赛”合成操
作工中级组冠军获得者任健认真询问检修人员。
在他看来，两组车中的一组已经出现问题，如果把
这组执行机构再拆下来，阀管就会掉落，导致阀门
关闭，最终引起系统停车。检修人员认为方案已
经通过，应该按照方案执行。作为临时监管工作
人员，任健坚持自己的意见，立刻向装置领导反映
了该问题。随后，可能引发停车事故的方案终结，
避免了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只要设备出现不良运行状况，我们立刻检修，
确保生产正常。”3年现场工作经验，任健哪怕是坐
在中控室里，对工作人员所在的位置有什么危险
源、旁边的管子压力有多大、有哪些管线，他都了然
于心。“精准掌握设备功能以及正常开停车，保证现
场人身安全，这是我的职责。”任健说。

为山九仞，岂一日之功。刚参加工作时，任健给自己定的任务
是一天画一张图纸，白天没时间就下班回家画。从最初画一套至少
需要六七个小时，不时出现差错，到耗时三四个小时，差错减少，再
到现在只需要一个半小时，而且常常是零失误，任健不断成长。

在任健看来，要成为工匠必须有“钉钉子”精神，在业务上
精益求精。同事眼中，任健有一股“钻劲”，他常花大量时间琢
磨两套合成系统，因为两套系统使用技术不同，运行起来差别
也很大，如果氢气含量维持在统一标准，使系统有效成分相差
不大，达到平稳效果，系统便能提高产量、稳定各项指标，否则
造成资源浪费。确定合成过程中所需要的气体比例，任健还
要长时间调整催化剂的使用量，使温度和计量稳定，提高反应
转换率。“操作台和现场是我奋斗的前沿阵地，我要继续努力，
使业务更加精湛。”任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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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周璐）近日，应徐矿总医院邀请，加拿大多
伦多大学圣迈克医院外科与重症医学系Jia Song Hui教授
到院进行学术交流访问，医院相关职能部门人员陪同交流。

Jia Song Hui教授是国际知名临床医学基础试验研究
方面的专家，主要从事脓毒症相关研究。这次来访他分享了自
己在脓毒症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临床科学研究的想法和体
会，使在场听课的医务人员受益匪浅。随后，Jia Song Hui
教授在院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参观了医院中心实验室，他对实
验室设备的齐全、流程的完善大为赞赏，鼓励医务人员充分使
用好中心实验室，使其为医院科研工作发挥更大作用。

经过交流，该院参会医务人员纷纷表示，随着医院国际交流
的常态化开展，有越来越多的机会与国际专家面对面交流，知
识体系不断与国际前沿医学接轨，医学视野越来越开阔，医院
学术氛围越来越浓厚，相信医院的学科建设一定会越来越强。

徐矿总医院
邀请加拿大教授交流学术

本报讯（通讯员 王琪）三河尖矿紧盯职工“吃饭、住宿、
洗澡”三大民生工程，让矿井“家”氛围更浓，职工心更暖。

吃“放心餐”。该矿从增加食品花色品种着手，在传统
面食、炒菜、烧菜的基础上，逐渐增加羊肉汤、米线、糕点等地
方特色美食，满足职工的多样化舌尖需求。开设“深夜食
堂”，夜餐窗口开放至凌晨2点30分，使不同时间段上井职工
都能吃上可口热饭。新配置安装4台大功率暖风机，营造一
个温暖舒适的就餐环境。

住“安心房”。该矿不断完善单身宿舍软硬件设施，为4
栋单身宿舍楼配备了16台洗衣机，极大地方便了职工洗衣；在
每栋宿舍开设文娱活动室，配备棋牌桌椅、象棋、围棋、扑克等
活动用品，并在宿舍园区内新增设健身器材，满足职工八小时
以外的精神文化需求。暖气停了，电量补贴来了，该矿为每间
宿舍补贴500度电量，确保职工温暖过冬。建设标准化宿舍，
在完善硬件设施的基础上，每天安排专人到宿舍打扫卫生和
整理内务，切实为职工创造温暖舒适的生活休息环境。

洗“舒心澡”。该矿从加强管理、提升服务入手，通过浴
室修缮维护，铺设防滑垫、更换洗衣箱、定期消毒等措施，加
上专人动态清洁，使浴室环境更加整洁，管理更加人性化，服
务更加贴心化。这个冬天，电锅炉的投入使用，29℃的室内
温度，40℃的水温，不仅暖了澡堂，更暖了职工的心。

三河尖矿
民生工程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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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高源）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县政府在
日前召开的年度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上，对天山矿业公司总工程师王克军
提出的一个“金点子”，保障了两名职
工生命安全的事迹进行通报表彰。

2018年4月25日6时35分，阿
克苏地区库车县永新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永新煤矿在A302轨道上山掘
进工作面发生一起透水事故，造成

当班4名工作人员被困（在不同区
域）。接到救援通知的天山矿业公
司总工程师王克军，火速赶到该矿
调度中心指挥部，一边倾听情况介
绍，一边通过图纸设计分析抢险效
果。11 时许，由于矿井排水能力
小,现场已停止打钻放水，加之相隔
煤柱仅7米，一旦冲垮煤柱，现场救
援人员很难避险，救援现场已不再
增加新的放水孔。针对被困人员排

水时间长、含氧量减少、威胁生命可
能性加大的情况，王克军凭着工作
经验，大胆提出继续增加钻孔数，将
水引入下方回采工作面，加大放水
量的建议。抢险指挥部经研究，听
取了他的建议，最终用10小时消除
了水灾，遇险的 4 名职工 2 人获
救。后经了解，由于现场生存空间
小，被救人员脱困前已感觉到呼吸
困难。

天山矿业公司

职工受当地政府表彰 本报讯（通讯员 李亮）近日，张双楼矿老副井候罐大厅
长条桌上摆满了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香气四溢。为了
让奋战在一线的职工感受到企业大家庭的温暖，该矿生活公
司组织职工精心熬制香喷喷的八宝粥，并组织人员在井口发
放，受到职工交口称赞。

近年来，该矿生活公司把提供优质服务贯穿工作始终，
努力突出后勤特色，塑造服务文化品牌。为了让职工吃上

“满意菜”“放心菜”，该公司加强矿内食堂与工人村食堂食品
卫生安全管理，根据季节特点变换窗口食品供应品种，夏季
供应免费绿豆汤、开胃凉皮、凉面；冬季供应羊肉汤、丸子汤
等温热菜品。每逢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为职工供应元宵、
粽子、水饺，满足职工不同口味需求。加强福利楼、职工单宿
环境卫生管理，动态做好室内环境卫生保洁，做到窗明几净，
卫生整洁。为提高职工综合满意度，该公司加强与采掘一线
单位沟通与交流，了解职工诉求，深入细致做好后勤服务工
作。以“提升职工生活舒适度”为己任，有序推进矿党政为职
工办理惠民实事中涉及生活公司的四件实事，先后为职工单
宿更换新木床720张，提高了职工就寝质量；为男浴室更换新
更衣箱300个，对浴室厕所升级改造，改善了职工洗浴环境；
按照“星级”标准建设单宿“职工之家”，在职工公寓建设投币
式自助洗衣房，解决了冬季大件衣物洗涤难题。

张双楼矿生活公司
倾心服务树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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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集矿………………… 21 6
天山矿业公司………… 20 16
三河尖矿 ……………… 2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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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双楼矿 …………… 16 8
郭家河煤业公司……… 15 5
徐矿综合利用公司…… 12 5
夏阔坦矿业公司……… 10 7
庞庄矿…………………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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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霖

垞电公司生产部电气专工和电
气检修班班长边长青，多年来工作
在一线，以身作则，严加防范，带领
班组人员消除设备故障，为企业安
全稳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去年1月23日22点30分，一阵
急促的电话铃声把边长青叫醒：4-1
一次风机变频器跳闸。边长青立即
起床驱车赶往现场，经仔细检查发
现变频器#4冷却风机严重损坏引起
变频器跳闸。为了杜绝该故障的进
一步扩大，边长青在现场制订了抢
修方案，组织一组人员拆除坏件，另
一组进行备品备件查找、更换，直至
次日凌晨4点机组正常运行，他才离
开岗位。

像这样的抢修对边长青来说早
已经习以为常。去年3月24日上午
8点，垞电公司值长在飞信群发了一
条信息：135机组4-1给水泵频繁自
启动，问题较严重。当时，在家休息
的边长青看到后给值长打电话询问

现场设备状况，在得知该设备造成
系统扰动特别大，已经威胁到#4机
组的安全运行时，立即打车赶到现
场，组织班组人员紧急检查抢修。
为了节省时间，他组织人员分别查
找故障点，数小时后确定此次故障
为4-1给水泵6KV开关中间继电器
KB2、航空插头和二次线路综合性
故障引起。经过9个小时的紧张抢
修后消除了缺陷，保证了机组安全
运行。

春季预防性试验是每年电气专
业的开年大戏。去年的春试工作从
2017 年 11 月底开始一直持续到
2018年4月才结束。期间，边长青
根据公司要求，制定试验及检修计
划，确保春季预防性试验项目按期
完成。针对项目较多、时间跨度加
大的实际情况，边长青全程参与并
跟踪主要项目，经常由于工作原
因赶不上班车，便索性住在办公
室。一次，在对#1 公用变油枕呼
吸器检查时，细心的边长青发现
硅胶开始变色，便立即让人打开

油盒内查看，发现外壳有个细细
裂痕，油脂慢慢溢出造成盒内缺
油，便立即更换备件，油盒重新加
油，确保了每个备件达到安全要
求。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
满园。边长青十分注重全班职工素
质的提升，针对企业人员流动较
快、后备力量不足的实际，他制定
了《电气检修班班组培训管理制
度》，充分发挥班组技术骨干“传帮
带”作用，签订师徒合同，对新进人
员有针对性地理论培训和技术练
兵，使班组整体技能水平迅速提
升。近年来，边长青带领他的班组
累计完成大小抢修10余次，实现了
安全生产无事故。积极开展创新创
效活动，更换了220kV线路故障录
波器，改进炉本体吹灰系统部分电
机电源伸缩盘线，对#4、#5炉刮板
给煤机失速断链接近开关加装防护
罩，有效防止人员误碰或其他原因
引起接近开关动作等，保障了机组
安全运行。

边长青：作好表率带好班

● 赵贺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GX862车辆的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号:徐06510126,声明作废。

● 张家超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P025R车辆的行驶证丢失，声
明作废。

● 孙保刚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C650V车辆的车牌丢失，声明
作废。

● 高新军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C7U1挂车的行驶证、车牌丢
失，声明作废。

● 徐州鸣澄商贸有限公司因不慎将税控盘丢失，税号：
91320303321223096D，盘号：929909943986，声明作废。

● 丁道佰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DH101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
丢失，声明作废。

● 邵新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CG920（大车）车辆的车牌丢失，
声明作废。

● 周刘五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E7H6挂车的行驶证丢失，声明
作废。

● 赵祥敏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BX887车辆的车牌、行驶证丢
失，声明作废。

● 王如明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GU095车辆的道路运输证丢
失，证号：徐06509967，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