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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煤集团文明示范示范区——
—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全景

凝聚煤海“精气神” 同心共筑同煤梦
同煤集团创建“全国文明单位”纪实
文 / 李德忠 吴玲

道德之花煤海绽放， 文明之
果醉人芬芳。 2015 年 2 月 28 日，
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暨
学雷锋志愿服务大会上， 同煤集

团和集团所属马脊梁矿再次以卓
越的表现捧得了“全国文明单位”
的荣誉称号， 这既是同煤集团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多年来努力奋斗
的真实回报， 更是同煤践行核心
价值观的最好诠释。

“
两新”愿景——
—构筑员工精神坐标
2011 年，同煤集团董事长、党

挺进五百强”四大目标；2014 年，实

委书记张有喜用“建设新同煤，打
造新生活”的“两新 ” 战 略 愿 景 奏
响了同煤新时期跨越发展的主旋
律。 作为承载着几代同煤人梦想

现了经济运行、安全生产、项目建
设、改革发展、员工收入、矿区秩序
“六个稳定”， 取得了煤炭销量、发
电量、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十项

和追求的共同愿景，“两新” 战略
构筑了同煤人的精神坐标， 撑起
了这个与共和国同龄老煤企的希
望和未来。

成就”，创造了
“同煤现象”。
成绩来之不易，归根结底是思
想、意识先行。
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思想凝聚共识， 愿景催生
力量。
面对煤炭经济下行、价格持续

支撑企业的改革转型， 充分发挥
了由企业愿景、核心价值观、企业
精神、 同煤人形象标准四个要素

下滑的巨大压力，同煤在“两新”战
略愿景的引领下不断激发出冲破

构成的同煤核心价值体系的先导
作用。 开辟文明论坛、征集动漫作

藩篱、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动
力。 2012 年，煤炭产量、电力装机容

品、 设立专题专栏……同煤用丰
富载体广泛宣传教育 ， 让“两 新 ”

量、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八项指
标再创新高；2013 年，实现了“煤炭

战略愿景深入人心。 通过建立完
善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工团齐

一亿五、电力上千万、投资三百亿、

抓共管、文明委组织协调、部门各

开展“道德同煤”图话巡回展

负其责”领导机制，将精神文明建
设与企业各项工作同步推进；每
年投入 2000 多万元，强化精神文
明软硬件建设， 为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实现新突破提供坚强有效的
支撑。
完善的机制，强有力的保障，
共同构筑了同煤传承和发展的
“精气神”， 也激发出了无限的正
能量。

道德铸魂——
—唱响转型发展文明赞歌
事。 这一刻，他们用诚实守信、敬
业奉献、 孝老爱亲的无形力量感
染着 80 万煤海儿女。

文明考核表彰范围， 深入窗口单
位，对文明礼仪和道德建设情况不

中国的矿工” 被鲜花簇拥着走上
了颁奖舞台， 获得“十大杰出矿
工” 荣誉称号的同煤集团四台矿
陈氏四兄弟和在场每一个人分享
着自己平凡中蕴含着不凡的故

明德笃志、崇德向善。 一幅幅
特色的风景、 一个个律动的音
符， 同煤用以点带面， 全员参与
的方式， 奏响了精神文明建设的
协奏乐。
连续 23 年开展季评“十好”、

定期抽查暗访，季度评议，年终考
核。 在督促指导、解决问题中强化
基层单位的日常管理，提升队伍能
力和道德创建水平。
广泛开展文明单位、文明示范
区、 文明窗口等一系列创建活动。

年评“十佳”评选活动，建立“善行
义举”榜，大力倡导以行守善，涌现

两年来，全集团 75 家二级单位、16
个社区被评为省、 市级文明单位

出了全国道德模范欧学联、十八大
代表王雷雨、“中国好人”32 名、山

（标兵）和文明社区。 党员服务站、
工人先锋号、 女工井口服务站、青

西道德模范及“山西好人”22 名、
“百名感动中国的矿工”11 人等一

年文明号等一大批群团品牌巩固
发展，六好区队、五好班组累加提

大批先进典型。 在道德典型示范引
领下，爱岗敬业、孝老爱亲等事迹
蔚然成风。
利用共青团微博、微信平台等

升，群众性文明创建热潮一浪高过
一浪。
一首首“中国梦同煤情”文化
走基层文艺汇演中动听的歌声、一

新媒体，开展“百张全家福、温情暖
矿山”活动，开展送温暖活动常态
化，与孤寡老人结对帮扶，增强青

场场“同曜杯”员工篮球赛激情四
射的比赛，谱写了新同煤在转型发
展道路上的铿锵足音，也表达了煤

年员工感恩意识和亲情观念。 同

矿人对新生活的美好愿景。

员工素养——
—凝聚转型发展不竭动力
近日，晋华宫矿的张伟结束
了为期一周的机电技能培训，

能力，同煤先后制定了《人才中长
期发展规划纲要》等 10 多项人才

回到了工作岗位。 在早班下井
的班前会上， 他特别认真的和

工作制 度 ， 通 过“五 个 一 批 ” 大 培
训、 管理人员轮训、 井下特种作

队友分享起这次的学习心得和
体会。

业人员培训等形式， 培养管理
型、技 术 型 、 操 作 型 人 才 ； 运 用 首

这种开办在基层、 开办在现
场的针对性培训， 不仅仅是在晋

席高级工程师、 首席工程师、首
席技能大师、 优秀人才和优秀大

华宫矿。 近几年，同煤集团在各二
级单位井下一、 二线及生产辅助

学生五个系列阶梯式的人才评选
激励体系， 激励人才成长； 搭建

单位开展现场培训学习： 由区队
负责人、 工程技术人员及有经验

人才创业创新平台，建成 26 个优
秀人才工作室， 其中“雷雨工作

的技术大拿担任授课老师， 以播
放专题片、现场讲解、实践操作等

室”“前 进 工 作 室 ” 更 是 被 中 国 煤
炭工业协会命名为“煤炭行业技

形式，传授专业技能、国家法律法
规以及煤矿安全生产知识， 通过
各类安全事故案例剖析、 警示教
育等， 进一步提升广大职工的安
全素质， 确保煤矿安全生产形势
的持续稳定。
盖有非常之功， 必待非常之
人。 为了培养人才，全面提升创新

能大师工作室”。
而这，只是同煤加强员工素质，
凝聚转型发展动力、 释放转型发展
活力的一部分。
今年， 同煤集团建立起了覆
盖全集 团 的“道 德 讲 堂 ” 网 络 ， 通
过在主 体 上 变“一 人 讲 ” 为“大 家
讲”，在内容上变“单 一 型 ” 为“多

开展青年感恩大行动

样化”， 在形式上变“灌输式”为
“互动式”，使道德教育的直观性、
互动性和吸引力大大增强。 截至
2014 年年底， 建立了 587 个职工
书屋、100 多支网络文明志愿者传
播小组，大兴文明之风。“我的家
风”的主题活动征集家风作品 460
多篇， 在全集团掀起了一股家风
助企发展的热潮。

时，将道德建设纳入到各系统精神

2012 年 4 月 7 日， 人民大会
堂华灯齐放，礼乐齐鸣。 经过数万
名矿工投票评选出的“百名感动

共建共享——
—推动新同煤和谐发展
走进同煤集团共产党员服务
站，24 小时的义务党员轮流值班，
为有需要的员工， 特别是老弱病
残、孤寡老人和特困户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来到“煤海希望”助学的
现场， 一个个寒窗十年的贫困学
子， 在集团公司大家庭的帮助下，
迈向了新的人生……无论是社区
帮扶、贫困救助，还是子女上学、就
业指导，总能看到同煤集团坐言起
行，善做善成的行动。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连续 7 年
发 布 了 《同 煤 集 团 社 会 责 任 报
告》，2013 年被评为全国煤炭工业

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优秀企业。坚持
以人为本， 力所能及地抓好住房、
道路交通、供水供电、文化生活、医
疗服务等惠及最广大员工的公共
设施建设。 投资 160 多亿元建成了
全国最大的棚户区改造和采煤沉
陷区综合治理工程——
—恒安新区；
投资 1340 万元改造了供水、 排水
系统；改善道路交通环境，新建改
造道路 16 条， 方便了广大员工家
属出行。
在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继
续深化三级帮扶 网 络 ，2012-2014
年，发放慰问金 2817 万元帮助困难

员工 7.5378 万人次，为 738 户重特
大病员工家庭及子女考入大学的困
难家庭发放救助金 562.59 万元；开
展
“入户走访解民情”活动，听民意，
聚民智、解民生；改造了老年活动中
心，新建了老年活动中心公园、敬老
院； 投入专项资金实施全天候供水
以及“五网四化一监控”改造工程，
让员工家属切实地感受到企业发展
带来的成果。
在恒安新区、平旺、平泉住宅区
进行绿地改造，绿化总面积达 1073
万平方米，覆盖率达到 30.7％，平旺
公园被命名为山西省三星级公园。
“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成为我国首
批 28 个国家矿山公园之一，被评为
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成为展现
中国煤炭行业发展、 了解煤文化的
重要窗口。

道德讲堂——
—弟子规情景剧

同时，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号
召，主动承担天镇、阳高等 6 县的产
业扶贫工作，采取“一县一模式”投
资建项目， 促进农村发展、 农民致
富，2014 年被评为“全国社会扶贫
先进集体”。
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
生为本，以安而不扰民为本。同煤一
项项惠民举措的出台， 一笔笔真金
白银的投入， 让员工感受到了沉甸
甸的民生分量。
同心掬得满庭芳， 文明花开满
园春。在同煤大地，践行文明正成为
广大员工的自觉行动，“道德同煤”

精神文明工作会

道德建设宣传牌板

作为企业的闪亮名片， 汇聚着崇德
向善的正能量， 正成为建设新同煤
GG
的强大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