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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山东能源枣矿集团

蒋庄煤矿每一位职工都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节

日大礼包”———“美味节礼、健康节礼、关爱节

礼”，这是该矿以职工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

动写照。

近年来，该矿积极践行“发展为先、民生为

要”指导思想，强力推进“家”文化建设，把职工

当家人，坚持发展成果让职工共享，特别是在

节日期间，该矿抓住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需求，用心用情为每一位职工准备

“节日大礼包”，带给职工满满的仪式感、幸福

感和获得感。

“送美味”———
咬一口，还是原来的味道

活面、拌馅、切剂子、压模子、上烤箱……

日前，走进蒋庄煤矿食堂操作间，一派热火朝

天的劳动景象，为让广大职工家属在节前吃上

香甜可口的月饼，工人师傅们正加班延点赶制

月饼，作为节日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标志性食

物，月饼———是该矿职工每年都会收到的一份

“美味节礼”。

“哇，咬一口，还是原来的味道，吃在嘴里，

甜在心头。”品尝着皮薄馅足的香甜月饼，职工

们赞不绝口。

“一块月饼一份情，圆圆月饼传真情”，虽

然市面上能买到各式各样的月饼，但该矿每年

都坚持纯手工制作，精心选购上等食材、严格

控制每一道工序，将矿党政对职工满满的情意

包进月饼里，让广大职工吃上满意放心又营养

丰富的月饼。

同时，为满足广大职工对不同口味的需

求，该矿广泛征求一线职工的意见，“我们通过

开展请一线职工品尝月饼活动，向他们每人发

放两块月饼样品，请他们品尝，并根据他们提

出的意见和建议，新增酥皮月饼和‘葡萄软月’

等新品种，受到了广大职工的好评。”该矿职工

食堂管理员杨山洪说。

据了解，该矿在保留传统广式月饼的基础

上，引进苏式月饼制作工艺，使月饼品种更全、

口味更佳、营养更丰富，半个多月来，共制作黑

芝麻、传统五仁、椒盐五仁、葡萄软月等各式月

饼 1.1 万斤，营造了四馅月饼闹中秋的节日氛

围。

“送健康”———
查一查，满满关爱在心头

“通过矿上每年组织的健康查体能及时了

解自己的健康状况，特别是今年，矿上选在金

秋季节为我们送来的‘健康节礼’更实在、更贴

心，让我们健健康康过双节。”刚刚参加完该矿

健康查体的美源热电厂女工魏庆娥满怀感激

地说。

健康是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需要，也是职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具

体体现，为确保全矿干群都有一个健康的体

魄，组织职工健康查体是该矿常年坚持的一项

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

据了解，此次查体项目涵盖血常规、心电

图、内外科、B 超等十余个项目。为把好事办

好，今年健康查体避开高温期，选在了金秋九

月，作为一份特殊的“健康节礼”送给全矿干

群。

同时为提高查体质量，该矿超前部署、超

前谋划，根据各单位的工作性质，合理编排查

体人员名单和查体人数，留出足够的时间让丈

夫和每一位职工进行交流，根据查体情况对员

工的饮食结构、生活习惯“支招”，帮助职工养

成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

据该矿工资科科长陈滢滢介绍，为方便职

工随时查询查体结果，他们在发放给职工纸质

版查体报告的同时，还专门为职工建立了电子

健康档案，为职工的健康保驾护航。

“送关爱”———
心连心，家人关怀暖金秋

“感谢矿党政时刻记挂着我，逢年过节就

来看望，还为我办理了大病救助，让我感受到

矿山大家庭的温暖。”看到该矿工会主席杜扬

柱一行人的身影，郭玉平就像看到了亲人一

样，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拉起了家常。

郭玉平是该矿因病致困职工，爱人又是一

名残疾人，每逢特殊节点，像郭玉平这样困难

职工的生活都牵动着该矿党政的心，为让每一

个职工家属都过上欢乐祥和的节日，该矿党政

把为他们准备了饱含深情厚意的“温情节礼”，

用“绣花”般的耐心和恒心做好困难职工帮扶

工作。

为提升帮扶精准力，确保帮扶救助全覆盖

无遗漏，该矿在实施精准帮扶“365”工作体系

的基础上，又创新升级该体系，实施精准帮扶

“365+”救助管理办法,在日常救助的基础上，

针对困难职工遭遇重大疾病时，通过紧急救助

“绿色通道”、互联网帮扶平台、单位协助帮扶、

“一对一”帮扶等形式，进一步拓宽帮扶渠道，

实现精准性、常态化目标。节日期间，他们奔赴

枣庄、薛城等地，共走访慰问烈士、低保户、意

外致困等困难家庭 38 户，为他们送去米面油、

慰问金共计 14300 元。

“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全力做

好节日期间的普惠性、基础性民生建设，大力

实施惠民升级工程，倾力打造有温度的企业，

让工作生活在蒋庄煤矿的每个人都更幸福、更

自豪。”该矿矿长张培龙说。

渊尹丽君冤

8 月 26 日，三柱塞增压泵在 TH121144 井

成功投用，不仅解决了井口输油回压高的难题，

而且每天节约三倒费用 4000 余元。

“这是管理一区在持续攻坚创效行动中，党

员争当创效、技术、安全、和谐‘四个先锋’，取得

的战果之一。”说起党员在攻坚创效中发挥潜能

争当“明星”的突出表现，西北油田采油二厂采

油管理一区党支部书记李成贵颇多感慨。

采油管理一区是塔河油田最早开发的油

区，管理 418 口油井，14 座计转站，点多、线长、

面广，设备管线老化，稳产难度大，安全风险大。

面对严峻的生产经营形势，该区党支部通过开

展争当“四个先锋”活动，激发党员攻坚创效的

激情与活力。

17 名党员结合岗位实际，公开承诺、践诺，

争当创效、技术、安全、和谐方面最亮的明星、最

能干的尖兵。

该区稠油井占油井 80%以上，优化掺稀是

提高效益的关键。该区总监、党支部副书记杜林

辉说：“效益在哪里，我们的工作重点就在哪里，

通过优化掺稀，实现生产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

化。”

作为责任区的“领头羊”，杜林辉牵头组织

技术攻关组，多次带班排查井况，分析掺稀数

据，及时优化掺稀举措，在用好每一滴稀油、激

活每一滴稠油上下功夫，稀稠比由 1.28 下降到

1.20, 提升了泵效，减少了躺井异常。总能提出

珍珠一样的点子的党员胡鑫，通过跟踪分析对

比 TH12195 电泵井产能，提出措施方案，通过井

口流程改造，降低了回压，使老井“血液”畅通，

稀稠比也从原来的 4.0：1 下降至 1.6：1。该区全

员变身“成本控”，围绕掺稀做文章，争当创效明

星，1 至 8 月，累计节约稀油 1.12 万吨，创效

89.6 万元。

争当技术明星，吴登亮无疑是佼佼者，是那

颗最亮的星。“哪里有难题，我们就在哪里攻

坚”，该区生产运行中心主任吴登亮和以他名字

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在攻克生产难题上发挥

了龙头作用。

加班加点，白天跑现场，晚上搞研究，是吴

登亮的一贯作风。在百日攻坚创效行动中，他瞄

准“如何提高抽油机盘根寿命”展开攻坚，研制

出丁腈橡胶加聚乙纤维隔离丝带的塔式螺旋盘

根，使盘根使用周期由 2 天延长到 28 天，大大

提高了生产时效。今年以来，他带领创新创效项

目组提出小改小革建议 40 余项，合并立项 7
项，专利申报 1 项，降本增效 700 多万元。

比一比赛一赛，争当安全先锋，拉好危急时

刻“安全绳”。党支部开展“我是优秀纠错员”“辨

识评比”等活动，每个党员都是安全员，形成“人

人讲安全，事事保安全，全员抓安全”的氛围；成

立以党员为骨干的安全攻关小组，从油气生产、

设备设施、直接作业、工艺安全、措施作业等方

面入手，提出 11 项意见和建议，开展安全培训

学习 200 多人次，帮助解决各类难题 12 项，确

保生产安全平稳。在抗洪防汛、特殊作业、紧急

情况处置等急难险重工作中，党员突击队走在

前、干在前。副总监、党员姚志鹏，在各类施工项

目作业环节中，严把质量关，共查出隐患 87 项，

及时整改率提高到 98%，排查异常井 54 井次，

减少产量损失 560 余吨。8 月 17日，副总监杨世

国带领党员突击队前往 12-4 计转站夜间抢修，

杜绝了安全事故，避免原油损失 1200 多吨，

微创意、微阵地、微视频、微关怀、微服务，

该支部创建的“五微”工作法，让党员有了聚人

心、促和谐的平台，争当和谐明星的舞台。微创

意通过小创意、金点子，设计“深夜课堂”“周末

课堂”等，把思想教育融入其中。党支部书记李

成贵主讲的“图片拍摄构图方法”，给职工上了

一堂生动的技能课。微阵地紧跟新形势，将服务

群众工作延伸至线上、掌上，凝聚了群众“微力

量”。微视频通过电视、微信、抖音等渠道，宣传

劳动模范吴登亮、安全标兵蒋国胜等身边典型，

弘扬了正能量。微服务时刻关注职工队伍动态，

提供针对性专项服务活动。微关怀通过走访慰

问传递温暖，及时帮扶，解决职工困难 20 余项，

职工心齐气顺，队伍稳定和谐。

（丁玉萍 郭晓华）

近来，为满足职工多样化需求，提高班

中餐质量，让职工吃到美味可口的食品，用

充沛精力做好安全生产，山东能源枣矿集团

田陈煤矿全力落实民生工程，不断加强班中

餐管理，想方设法为一线职工服好务，受到

了职工的普遍好评。

顺野民愿冶袁自选超市应运而生遥 由于以

往班中餐花样品种单一，时间长了，职工就

有了不同的意见。针对这一情况，该矿党政

高度重视，多次召集工会、财务科、考核办、

物业后勤等部门召开专题会议。同时，采取

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方式，了解职工愿望。

根据结果研究制定具体措施，全面做好班中

餐管理工作，真正把好事办好。班中餐自选

超市建立后主要供应各种真空包装食品以

及饮料，主食有馒头、面包、烤饼、包子、花卷

等，另外还有五花八门的荤素菜，新型智能

自助充卡机也实现了职工 24 小时充值。现

在职工想吃什么就购买什么，这一变化深受

一线职工的欢迎。

体野民情冶袁想吃什么自己做主遥 新班中餐

管理制度执行以来，受到广大职工的欢迎。综

采工区徐建国说：“以前我们下一个井，班中餐

花样单一，还不合口味，不想吃的钱就白白浪

费了。现在好了，自己想吃什么就买什么，隔

三差五还能带块真空包装的牛肉或者鸡腿什

么的在井下吃，不仅钱没有浪费还能给身体

及时补充营养，而且咱自己还能选择吃什么，

吃多少钱的标准，这是让咱职工当家作主

呢。”通风队职工钟卫对新型班中餐供应模式

更感兴趣：“以前刷卡消费还需人工充值，业余

时间没法充卡，现在有了自助充卡机，用起来

就是方便，随时都能进行操作。

受野民意冶袁全力服务职工群众遥 针对个别

职工对班中餐的供应方式、质量、价格以及管

理办法提出的意见，矿工会牵头成立了由相

关部门组成的监管小组，在进行调查了解的

基础上，对职工关注的问题逐一解决；不定期

对食堂进行巡视，确保饭菜和服务质量合格；

同时，还建立了定期联系走访制度，通过职工

座谈、走访的形式及时了解职工的意见和建

议，发现问题及时整改。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

该矿的班中餐质量提高了，职工的意见减少

了，班中餐真正受到了职工的欢迎。

该矿党委委员、工会主席许志伟不无感

慨地说：“尽管众口难调，但我们只要努力

做，只要一心为职工，什么工作都能做好。”

渊魏忠富 马怀鹏冤

9 月 30日，在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

的山东水利技师学院，参赛选手正在参加汽

车机电维修、车身修复、车身涂装赛项技能

竞赛。

当日，淄博市第十一届职业（技工）院校

技能大赛，在山东水利技师学院等 7 所院

校开赛，拉开了今年市级技能大赛帷幕。来

自全市 11 所中高职院校的近 300 名师生

选手，首先在中职组 31 个赛项展开激烈角

逐。

本届技能大赛历时一个月，至 10 月底

结束。大赛设中职组和高职组，其中，中职

组设有 12 个专业类别的 43 个比赛项目；

高职组设有 13 个专业类别的 41 个比赛项

目。赛项设置一方面积极对接教育部举办

的 2020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改革试

点赛 26 个赛项；另一方面紧密联系淄博市

“四强”产业、传统优势产业进行设置。

大赛以“匠心筑梦·技赢未来”为主题，

旨在大力弘扬“匠心”精神，厚植工匠文化，

以大赛为平台，培育学生在实践操作中追求

精益求精的态度与品质，培养“齐鲁工匠后

备人才”，使更多职业院校学生走上技能成

才之路。 (翟慎安 李华)

送美味 送健康 送关爱

蒋庄煤矿三样民生大礼包温暖职工心

争当那颗最亮的星

田陈煤矿：“班中餐”众口不再难调

技能大赛亮绝活“工匠精神”展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