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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高源）入冬以
来，尽管天山矿业公司室外冰天雪
地，但是室内却温暖如春。这是该
公司建设民生工程的一个体现，广
大干部职工纷纷点赞。

该公司为做好防寒防冻工作，
早在 10 月份就全面排查供暖设
施、管路，对存在问题登记造册，排
计划、订时间、落实相关部门责任，
进行整修、改造。综合服务中心负
责对地暖进行冲洗、更换损坏汽
包、处理漏点，保证供暖到最末

端。先后投入 100多万元对北工
广职工浴室、调度楼、通风救护队
楼、供应科办公楼、仓库供暖管路
进行改造。加深加宽锅炉房到热
交换站管沟并更换管路；重新施放
一趟管路，专供较远区域的运输工
区、通风机房、保卫科南门岗供气，
使他们在寒冷的冬天感受春天般
的温暖。

该公司从90万吨/年逐步改造
至750吨/年，部分设施初建规模较
小，每当上下井高峰期，会出现工人

在室外排队等候的情况。为此，该
公司先后分两期投入108万元，对
井口房进行了改、扩建，购置了16
架智能充电柜，将矿灯房整体搬迁
至井口房二楼。在室内设置了与飞
机场同款的座椅，装上了暖气，让职
工感受到家的温馨。

为保证职工班后文化娱乐活动
有去处，该公司投入了73万元对文
体中心进行墙面吸音板及相关设施
改造，给职工业余文化活提供了一
个良好的场所。

天山矿业公司

民生工程获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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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陈亚兵 李拴龙）今年
以来，新安煤业公司聚焦主业，认真践行把
企业效益实现好、把职工利益维护好、把社
会责任履行好“三大使命”，推进矿井安全生
产、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民生保障、环保治
理等重点工作，稳中求进，创造了新业绩，为
集团公司高质量建设国际化特大型省属能
源集团贡献力量。

坚持安全发展强根基。该公司始终把
安全发展放在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先于一
切的位置来抓，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突出强化法治和红线意识，从严抓
实各级干部安全履职，扎实开展全方位安
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生产月”、事
故案例警示教育等活动，不断夯实安全发

展基础。突出抓好问题整改落实和春节、
全国“两会”特殊时期安全管控，矿井安全
形势持续保持平稳。将创建国家一级安全
生产标准化矿井作为底线标准和重大使命
任务，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
创建不止，着力从解决思想与认识、底气与
自信、真抓与实干三个方面的问题入手，干
部职工创建热情高涨，在集团公司三季度
安全生产标准化检查11个专业中9个达到
了一级标准。

聚焦生产经营提质量。围绕首个综放
工作面安全拆除工作，先后召开了8次现场
推进会，制定专项激励政策，调动全矿力
量，较集团公司计划提前15天完成任务。
年初1201工作面安装过程中，全公司上下

团结拼搏，克服了支架及各类设备运输和
安装过程中的重重困难，安全高效实现工
作面生产，保障了矿井正常生产接续。及
时补充掘进力量，科学排定全年进尺计划，
单进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坚持市场化导
向，面对市场需求不旺、煤炭滞销等不利因
素，加强与秦陇运销公司、崇信电厂等客户
沟通，采取强化源头控制、洗煤厂应洗尽洗
以及掺配销售等提质增效措施，有效缓解
了安全、环保、资金压力。加大旧设备修复
和闲置材料设备处置力度，实现创效300多
万元。扎实开展“风险防范年”活动，健全
风险防控体系，优化内控流程，化解各类风
险20余项。

涵养家国情怀聚合力。不断深化“家”

文化建设，全公司充盈着满满正能量。积极
春送岗位、夏送清凉、金秋助学、冬送温暖活
动，为7名职工子女办理助学金7000元，
121名困难职工发放救济金4.04万元。在
元旦、春节、端午等节日期间，举办职工喜闻
乐见的文体活动10多次，丰富了职工业余
文化生活。盛夏时节，为职工送去了西瓜、
拖鞋、毛巾、风油精等清凉用品，举办了夏季
乘凉晚会、职工篮球赛以及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职工大合唱。组织33名先进标兵、
生产骨干外出疗休养，提升职工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投入约600万元，兴办了职工健康
体检、职工食堂扩容改造、职工文体活动中
心建设等民生好事，企业向心力和凝聚力进
一步增强。

新安煤业公司

聚焦任务抓落实 创新举措上台阶
由徐矿报业传媒有限公司和徐矿集团环境保护部联

合举办的“第29届煤矿环保大家谈”征文活动，历经半年时
间落下帷幕。征文活动受到广大读者和徐矿职工关注，一
篇篇征文表达了大家对环境保护、煤矿环保工作的关切之
情，经过评委组认真评审，共有27篇作品获奖，名单如下：

特别奖（1名）
《美丽徐矿我们都是建设者》 ……………… 许祥左

一等奖（6名）
《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底色》………… 卉木
《对企业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思考》…………… 郭娟
《做好环保工作必须答好“三问”》 …………… 阅评
《高质量开展企业环保工作之我见》…………… 邹红
《发展循环经济 做“绿色发展”忠诚践行者》 … 方言
《建设一座煤矿 绿化一片戈壁》 …………… 张炜玮

二等奖（8名）
《发展高质量 环保当先行》 ………………… 周川翔
《全面构建生态治理系统格局》………………… 刘洋
《守护那一抹绿》………………………………… 秋水
《别让“诗和远方”只剩下回忆》……………… 李光晨
《变废为“宝”巧手打造绿色生活》 …………… 程茜
《渴望一缕清风》……………………………… 李本领
《燃放电子鞭炮从你我做起》…………………… 琛梓
《绿色环保需唱响“三步曲”》………………… 张家银

三等奖（12名）
《保护环境从你我做起》 ………………… 徐海涛
《愿“海绵城市”改造让生活更美好》…………… 爱平
《庞庄矿芦家窑项目部发力环保建设美丽矿山》

……………………………………………… 徐厚纯 唐久
《环保需要高度自律》…………………………… 刘新
《让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 陈超然
《低碳生活 绿色出行》 ………………………… 徐 刚
《环保需要言行一致》 ………………………… 黄卫东
《身体力行 保护环境》 ……………………… 刘利顺
《天山矿业公司美化矿容矿貌 促进清洁生产》
…………………………………………………… 高源

《远离塑料垃圾 还洁净“王国”》 …………… 李梦华
《治理“白色垃圾”必须坚持不懈》……………… 陈霖
《垃圾分类刻不容缓》………………………… 尹鸿博
以上获奖作者请1月6日之后到徐矿报业传媒公司办

公室领奖。
咨询电话：0516-85320743

“第29届煤矿环保大家谈”
征文获奖名单揭晓

郭家河煤业公司工会女工委积极发挥“二道防线”作用，组织女工协管员以“鼓干劲、战年终，确保实
现安全年”为主题，组织女工到基层开展寓教于乐的宣教活动，增强职工安全意识。图为女职工为安全
竞答正确的职工发放纪念品。 通讯员 孙笑笑 摄

本报讯（实习记者 丁娟）“损坏的污水井盖
修好了！”“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解决了！”“昨天
咱们还参观了消防演练呢”……一项项举措落
地，华美建投集团华美物业公司大力开展安全生
产整治，晒出暖心成绩单，业主纷纷点赞。

连日来，华美建投集团华美物业公司深入贯
彻落实集团公司关于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的
部署要求，夯实作风、优化服务、严格管控，推动
各项工作稳定运行。

细致入微抓整改。该公司明确分工、落实责
任，制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活动方案，确保小区
安全生产工作稳定运行。建立消防设施设备经
常性检查机制，整治车辆乱停乱放、小区飞线充
电问题，维修更换小区支道损坏的污水井盖，加
强秩序维护员体能技能训练，对天山矿业公司变
电所、哈密能源配电室进行远程视频安全检查
……实行“脱鞋下田”查问题，广开言路听意见，
细致入微抓整改，使业主的幸福指数稳步提升。

突出重点再提升。针对项目较多且分散、管
理难度较大的情况，该公司突出重点区域的安全
管控，结合实际对原有制度进行细化优化，定期
开展安全专题研讨会，做实做细安全预控工作。
长青能化公司服务处加强日常管理，甲醇出入口
严禁烟火、各种化学品及易燃易爆物靠近，逐一
核查进出车辆排气筒是否安装防火罩，食堂内甲
醇阀门使用后及时关闭；其他服务处强化消防重
点部位、变电室、仓库、厨房等处的日常监督检
查，制定应急救援措施及人员疏散方案，对发现
的安全隐患及时反馈、整改，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华美物业公司
细致入微整改 突出重点提升

本报讯（通讯员 黄卫东）张集矿森泰项目部
坚持“不急、不躁、不压、不赶，安全上没把握的事
情不干”的安全生产组织原则，以“三个注重”，精
准发力吹响年终安全号。

注重安全整治在深化中谋实。要求每个单位
针对每个专业的管理重点，从事故案例中吸取教
训，认真梳理分析，准确把握不同事故的要点，为
我所用。注重安全整治在抓细中求实。通过进班
前、到现场，督促提醒干部职工加强重点环节、重
点区域、重点工序、重点人的管理，堵住事故漏
洞。将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列入近期414工作
面打钻注水、912工作面拆除等工作中，建立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对查出的事故隐患，逐项整
改、验收、销号，实行跟踪闭环管理。注重安全整
治在管控中务实。加强干部跟（带）班管理，管理
人员跟（带）班期间落实现场隐患排查和班中巡查
工作，严格执行现场交接班。机关部门端正服务

“生产一线”的思想，发现并解决问题。基层单位
团结协作，杜绝推卸责任、推诿扯皮现象。综合
办、安全科、技术科加强周末和节假日等重点时
段，深入全员查纪律，盯紧干部抓作风，对履职不
力、监管不严、措施不实的管理干部和责任人“事
前问责”，对“不作为”的加重追究处罚形成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张集矿森泰项目部
“三个”注重 精准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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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安全，既要治标，
更要固本。”李明生思路清
晰。提升职工安全素质是
夏阔坦矿业公司贯彻落实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的
又一重要举措，“职工是确
保安全生产的最后一道防
线，强化职工安全素质提
升，让各项安全部署在‘最
后一关’得到放大和强化,
关键在于把握‘教育培训’
这个抓手。”李明生告诉记
者，110402 工作面的设备
智能化水平相对较高，下一
步还要配置智能化装备，公
司将继续开展“学技能、学
标准、提素质”的“两学一提
高”活动，进一步扩充机构，
增加人员，创新机制，推动
教育培训工作上台阶，确保

职工安全素质满足智能化
工作面生产需求，让更多

“夏矿工匠”脱颖而出，成为
安全生产的坚强力量。

安全作风建设同样是
该公司关注的重点。“在安
全管理中要坚持实事求是、
诚实守信，对待安全隐患要
真抓实干。”李明生说，“我
们把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问题作为整治重点，通过强
化纪委的安全履职监督考
核职能、实行‘复命制’、离
矿请销假制度等举措，将干
部安全履职纳入日常安全
检查，切实加强对领导人员
下井跟带班、‘三违’治理、
事故汇报、隐患排查等方面
的检查考核和惩处力度，以
安全责任落实保障安全生
产各环节可控在控，确保安
全形势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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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三景照顾老小，种田下地，见缝插针打
零工……凭着手艺，回家半夜做缝补活计。

嫂子治病欠下的十几万元外债，老父亲
中风的医疗费，孩子起初几年挪借的学费，
就这样慢慢地还清了。

“不管借多少，反正咱是还清了，人活着
就是争一口气。”

学费，全家吃数月咸菜
最让李前进犯难的，是孩子们的学费。

三个孩子同时读大学、高中、中专，学费一年
近3万元。李梦茹的记忆中，婶婶会张罗全
家人提前吃几个月的咸菜馒头省下学费，只
有孩子们回家，才会炒几个像样的菜。

李梦茹中考失利，上高中要交7000多
元。懂事的李梦茹觉得“自己是‘长女’，弟妹
都上学，自己再考不上好学校，不如去打工。”

“叔叔非常严厉地批评我，婶婶鼓励我
复读。”次年，李梦茹如愿考进高中。

李前进说：“没学问打工都没有门路，必
须得把学上下来；我和你婶婶不会因为学费
耽误你们的学业。”他强调，当老大的要是不
上学，弟妹有样学样不上学了咋整？

三年后，李梦茹考上南京一所高校，要
交近8000元的学费。有乡邻劝李前进，一
个丫头，不能顶门立户，养大嫁人，就对得起
她爹娘了，上个啥大学，瞎浪费。李前进夫
妻压根没理，喜气洋洋地给孩子添置了行

李，凑齐了学费。夫妇俩觉得，十几年吃糠
咽菜，值！此后，李梦茹的行礼成了李家娃
外出求学的“标配”。

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小侄儿非要参加专
科单招，这样可以提前工作，气得孙三景眼
泪直流，她坚持让侄儿参加高考，上了本
科。现在侄儿正准备考研，“考上钱咋办？”
李前进说：“最多半工半读，总归考上了就一
定要上！”

“偏心”，岁月苦涩又温暖
“看不好孩子咋跟嫂子交代？”这是夫妻

时刻绷着的一根弦。
寒冬腊月，淘气的小侄子玩冰，掉到冰

窟窿里，捱到天黑才敢回家来，棉裤湿到
腰。孙三景又气又急又心疼。

初来家，小侄子才4岁，不会使筷子，肠
胃弱。孙三景说自己“不是细心人，孩子跟
着我也没少受罪”。但在李梦茹记忆中，“婶
婶拿着勺子喂4岁的弟弟饭，可3岁的二妹
妹就站在旁边自己吃。长到五六岁，婶婶会
叫妹妹帮忙干活，但不会叫弟弟干。”

对于母亲的“偏心”，亲生的孩子有过抱
怨，孙三景说，教育完就过去了。

每年春节，李前进夫妻都会给孩子们添
新，最小的礼物是每人一双二三十元的鞋，最
大的礼物是每人一身衣服。夫妻俩坚持一
视同仁：五个孩子都有份，买不起的都不买。

菜蔬家里种，衣服大传小。最让夫妻俩
欣慰的是，孩子们懂事、团结，大侄女和小侄

儿自己赚取部分大学生活费。上高中的二
女儿，穿姐姐的旧衣从来不要求买新衣。

孙三景已经记不清自己多少年没添置
过新衣。20多岁到40岁出头，一个女人的
花样年华，孙三景说自己“没有过”。她最好
的化妆品是20元的大路货，这两年生活好
一点，咬牙买了个40多元的“奢侈品”。

经历过这么多不曾预想的困苦，夫妻俩
说，孩子们这么争气，不后悔。

哭嫁，多想喊一声妈妈
日子一天天捱过，转眼就到了李梦茹出

嫁的年纪。订婚前几天，夫妻俩来到嫂子坟
前，“嫂子，俺俩来给你报喜。孩儿大学毕业
了，有个好工作，这要出嫁了。小伙子牢靠，
家里殷实，对咱丫头好。”“俺俩一定叫咱丫
头风光光地出门。”

李前进和媳妇像所有的父母一样，张罗
着“女儿”的婚事。陪嫁给了3万元，彩电、洗
衣机……一切乡村婚礼该有的都置办整齐。

李前进给几十年的老屋加了砖，糊了一
层新墙纸，算是翻新了房子。一向利落的孙
三景忽然变得有点迂，反复叮嘱：“在娘家是
小孩，出门就是大人，要照顾好自己，在人家
跟前，啥事都得掂量着做啊。”她总担心“小
孩没有呵护的人了，自己跟前咋都能原谅，
出门了，老怕哪点做不到惹人家生气。”

催嫁的唢呐吹了三遍，孙三景躲在屋里
没出来。

“婶咋没出来呢？”李梦茹一遍一遍回头

搜索那个期盼的身影。从堂屋到村口，这条
路她走了13年，今天走得格外沉重。多希
望这条路走得慢些，再慢些……

李梦茹想起初二那年，按照家长会的要
求，她给爸爸妈妈写一封信，她没有写婶婶，
写的是“给妈妈”：谢谢你这么多年像妈妈一
样照顾我。那天恰好是母亲节，信被婶婶看
到了。她记得很清楚，婶婶很感动。

李梦茹多想在那一刻叫叔叔婶婶一声
爸妈。

“可是婶婶真的出来了，我能叫得出口
吗？”瞬间，她理解了婶婶的躲避。

“婶，我走了！”李梦茹冲着家的方向轻
轻告别。

院外唢呐鞭炮齐鸣，院内觥筹交错，屋
里叔叔婶婶泪流满面。

三年后的今天，李前进依然抽噎，搓搓
手嗫嚅着：孩子从小跟着我们，再出门也是
小孩……孙三景凝滞许久说“闪得慌”。

三年后的今天，李梦茹说，现在提起妈
妈，脑海里是婶婶的形象。如果妈妈能听
到，我想说：“妈妈您安心，这些年叔叔婶婶
把我们照顾得很好！”

五个孩子相继成人、成才，侄女成了家，
侄子上了大学……孩子们相继离开家，当周
末的时候总会回家陪父母吃顿团圆饭。

苏北初冬的风、明媚的阳光轻抚着小
院。

一家人如院里的石榴，苦涩、幸福而饱满。

叔·爸·婶·娘

“治标固本”确保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 徐州宏达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因不慎将
车号为苏CA569 学车辆的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徐
01508454，声明作废。

● 徐州宏达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因不慎将
车号为苏 C1685 学车辆的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徐
00900426，声明作废。

● 毛捷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 YN967车辆的机动车
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 朱建华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HN880车辆的车牌
丢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