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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过去半年多了， 乔伟的内心
还是抑制不住激动。

去年 12月 30日，90 后小伙乔伟
被其所在单位淮北矿业集团授予 “工
匠”称号。 而在该集团，“工匠”绝不仅
仅是精神奖励，还意味着年薪制。

该企业的 “工匠年薪制” 从 2017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评选两次。在制度
实施的第二个年度被评为“工匠”的乔
伟，是该年度新“提拔”的 30名“工匠”
之一，同时收获荣誉的还有 5名“工匠
大师”， 他们在聘期内分别收获 15万
元到 20万元不等的“年薪”。

对于工人身份的乔伟来说，15万元

年薪相当于他过去 3年工资的总和。 这
件事在淮北矿业集团激起了 “涟漪”，更
激活了企业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
一池春水，让蓝领们觉得未来更有奔头。

把优秀一线工人选出来

第一次“工匠大师”颁奖，放在淮
北矿业集团第十一次人才工作暨第十
三次科技大会上进行。

那是在 2017年年底，乔伟在那次
会议上获得了 “拔尖人才” 的荣誉称
号。乔伟说，这个荣誉为自己后来获得
“淮北矿业工匠”提供了“加分项”。

入职时间不长， 可是获得的类似
“加分项”却很多，这让乔伟脱颖而出。

2012年，从技校毕业后，乔伟来到
袁店一矿，最开始在挖掘队实习，然后
是瓦斯检查工。 为了熟练掌握各种仪
器设备的工作原理、 技术参数及操作
方法等，乔伟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每
遇到一个技术难题， 他都会把问题和
解决方法一一记录下来。 5年多时间，
他写下 20万字的工作笔记。

在他的宿舍和办公场所， 还有随

处可见的“每日一题”卡片。 很多工友
在工作间隙、上下井候罐时间，都见到
过他掏出卡片低头复习。

2014年 10月， 乔伟代表公司参
加安徽省煤炭行业瓦斯检查工综合
技术比武大赛，一举夺冠，摘得安徽
省“技术状元”头衔，还成为了该项目
最年轻的获奖者。 去年，乔伟更是成
为全国煤炭系统 10 名“大国工匠”之
一。

在淮北矿业集团工会第一副主席
刘杰看来，乔伟当选“淮北矿业工匠”
有其必然性。

在该企业，“工匠大师”“淮北矿业
工匠”的评选采取“积分制”。职工参加
全国、省级、集团公司技术比武获奖情
况，解决技术难题、师带徒、小改小革、
技术创新、创新成果等情况，参与新技
术、新工艺的技术攻关、岗位培训等情
况，都可获得不同等级的加分。

这些积分，与他们的竞聘结果、聘
期长短有关。

去年， 临选厂女职工许程程在年
度评选中获得“淮北矿业工匠”称号，
成为淮北矿区第一位女工匠。 截至目

前， 淮北矿业集团共评选出 “工匠大
师”11人，“淮北矿业工匠”39人。

新一年度的 “工匠大师” 和 “工
匠”，目前正在评选中。

让蓝领更有奔头

很多技能人才的身份是工人，这
给他们的收入水平和上升通道带来了
一定限制。

煤矿井下实行的是计件工资，与
单位效益、出勤挂钩，很多一线工人的
收入犹如坐过山车，时高时低。
淮北矿业集团领导层明白， 要想

让优秀技能人才留下来，激励更多职
工不断提升自身业务水平，光给荣誉
还不够， 还要有实实在在的物质激
励。

按照淮北矿业集团的制度设计，
企业评出的 “工匠大师”“淮北矿业工
匠”实行年薪制。 “年薪制的收入不受
企业效益的影响， 设计这个制度就是
要给技能人才更多‘安全感’。 ”集团工
会副主席刘纪明说。

淮北矿业打造“工匠”品牌，获聘者可拿15万元到20万元年薪———

工人拿年薪激活一池春水

本报讯 8月 27日，7月份“安徽
好人”榜单揭晓，市实验小学教师谢
艳花荣登榜单。

25年前，谢艳花因一位乡村中学
退休返聘教师的一句“只要你们好好
上学，做什么我都愿意”而被深深触
动， 中考后毅然选择就读师范学校，
而后成为一名教师， 承继教育本旨、
续释教育本初。

自 1997年入职以来， 谢艳花开
始研究不同类别的教案 ， 买来
VCD，从电教室借来名师讲课光碟，
反复观看他们的录像课， 模仿他们
的语气和动作。 为了激发孩子们的
学习兴趣，她自制花朵、小动物、动
漫人物等教具。 慢慢地，在探索与思
考中，谢艳花渐渐走上教研之路，夜
深人静时，看书、学习、写心得成为

她的必修课。
2002 年 8 月， 一次关于环境保

护的习作课上，谢艳花引导孩子们，
保护环境从小事做起。 在她的指导
下，一支“要像啄木鸟一样吃掉大树
上虫子”的“啄木鸟小队”诞生了。自
此， 校园里经常出现一群忙碌的身
影，他们左手拿着塑料袋，右手拿着
长竹筷， 认真地清理着校园里的每
一个角落。 在谢艳花的引导下，大家
共同开展“一帮一”活动，解决学生
迟到现象；走进社区，看望慰问孤寡
老人；走上街头，开展“交通安全日”
宣传活动。 她还带着孩子们积极投
身文明城市创建活动， 利用课余时
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理垃圾，协
助维护交通秩序。 随着队伍规模不
断扩大，影响力不断加深，他们的事
迹传播到了全国。 2006年，谢艳花荣
获全国优秀辅导员荣誉称号。

市实验小学教师谢艳花
获评 7月份“安徽好人”

8月26日，游客在百善镇柳孜大

运河文化园内赏花游玩。

近段时间以来，濉溪县百善镇柳

孜大运河文化园2000多亩马鞭草和

薰衣草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游

玩，休闲度假。近年来，濉溪县充分利

用滩涂闲置土地进行整治，建成集科

普教育、考古研究、观光旅游、休闲度

假等于一体的旅游景区柳孜大运河

文化园，吸引周边群众前来游玩，产

生了良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

■摄影 记者 万善朝

滩涂美景
引客来

>《工人日报》8月28日1版报道

■记者 邹晨光

■工人日报记者 陈华

通讯员 谢晓侠

本报讯 8 月 27 日下午至 28 日
上午，市委书记黄晓武，市委副书记、
市长戴启远率我市党政代表团赴上海
市闵行区学习考察。闵行区委副书记、
区长倪耀明及区四大班子领导祝学
军、王观宝、沈健、吴斌、吴志宏陪同考
察或参加座谈。

闵行， 上海大工业的重要基地和
工业摇篮、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综合
经济实力位居全市前列， 既是上海连
接长三角的桥头堡， 又是上海面向世
界的门户。

考察期间， 我市党政代表团入园

区、访企业，进社区、走乡村，学习闵行
在园区建设、产业集聚、社区管理、乡
村振兴等方面的新理念新思路新经
验。

依托世界上最高水平大型交通综
合体———虹桥综合交通枢纽打造的虹
桥商务区，以“最低碳”“特智慧”“大交
通”“优贸易”“全配套”“崇人文” 的发
展理念，着力建设世界一流商务区。七
宝镇坚持党建引领， 促进社区治理能
力现代化，“红色物业” 模式深受居民
欢迎。光华路老工业片区升级改造，成
为集活力街区、创智园区、文化景区为
一体的文创产业融合集聚区。 乡村振
兴示范村革新村遵循“原真、原味、原

生态”原则，探索城乡融合机制，文创、
民宿、 养老相结合， 真正实现藏富于
民。金地威新闵行科创园、临港浦江国
际科技城着力打造科技创新承载区，
产业集聚优势明显。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黄晓武
表示，近年来，闵行以国家产城融合示
范区为引领，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连续多年工业总产值保持在 3500 亿
元左右。 尤其是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
面创新资源丰富、创新载体众多、创新
生态良好。此次学习考察不虚此行、深
受启发。 三省一市不断加快长三角一
体化高质量发展， 沪苏浙等地产业升
级换代，积极推进产业发展、科技创新

一体化，为淮北承接产业转移、两地协
同发展创造了有利时机。 希望闵行区
携手淮北这个皖北的“小上海”，共同
推进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倪耀明主持座谈会并介绍闵行区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淮北持之以
恒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崛起并取得成
功经验，《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专门对
此进行报道，值得我们学习。闵行区牢
固树立一盘棋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长
三角一体化国家发展战略， 加快推进
一体化建设步伐。 相信两地在产业转
移、 协同发展等方面合作空间会更加
广阔。今后双方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在
深入对接中寻求更多合作点。

黄晓武戴启远率市党政代表团赴上海闵行区学习考察

加强沟通深入对接
协同推进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本报讯 8月 28日上午， 市党政
代表团在沪考察期间， 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晓武一行走访上
海金融法院，就两地金融审判工作进
行交流。

上海金融法院是全国首家金融
法院，也是上海司法体制改革重大成
果。 成立一年来，在金融审判机制上
的探索创新对全国金融审判工作具
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黄晓武一行先后走访法院信息
中心、 诉讼服务中心和第一法庭，与
法院院长赵红、副院长林晓镍以及部
分法官座谈。 黄晓武在交流中表示，
淮北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金融发展的重要论述，创新审判
体制，在杜集区人民法院设立全省首
家金融法庭，将集约化管理与专业化

审判相结合，集中立案、集中审理、集
中执行全市金融案件，为金融发展搭
建专业化司法服务平台。 上海金融法
院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司法的一张名
片，具有高度社会关注度和国际影响
力。 恳请上海金融法院领导和法官来
淮指导金融审判工作，加强审判人员
业务培训，助力淮北提升金融审判业
务水平。

赵红对我市基层法院设立金融
法庭、对全市金融案件集中管辖的创
新做法表示赞赏。 她说，上海金融法
院将加大与淮北法院系统的交流沟
通，探索建立业务资源共享、审判平
台共建、 法官队伍共育长效机制，助
力破解金融审判工作难点，共同打造
长三角乃至全国范围优秀金融司法
品牌。

市政协副主席孙兴学，杜集区委
负责人参加上述活动。

黄晓武走访上海金融法院

就金融审判工作
进行交流

本报讯 相山区紧抓农村电商发
展机遇，依托辖区资源优势，积极为
农村电商创业者完善政策平台、搭建
服务平台、优化学习平台，电子商务
进农村取得积极成效。 今年 1-7月，
实现农村电商交易额 4.5亿元， 同比
增长 17.3%，渠沟镇张集村、鲁楼村、
郭王村获评“省级农村电商巩固提升
工作示范村”。

相山区相继出台扶持农村电子商
务全覆盖暂行办法、 农村电商全覆盖
工作实施方案以及渠沟镇促进农村电
商产业发展扶持政策， 加快推进传统
农产品产业转型升级,为电商发展“开
山指路”。 截至目前，已建成区级农村
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1个、 区级农村电
商物流配送中心 1个、 村级电子商务
服务中心 1个、 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网
点 14个。前 7个月各物流配送中心收
发快递 385.92万件，同比增长 31.6%。

为进一步提升农村电商从业人
员专业素质，相山区依托远程教育播
放点、农家书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班、职业技术学校等学习平台，先后
开展普及宣传与专业技能培训相结
合的电商培训共 7 场， 培训返乡青
年、大学生村官、村“两委”成员、种养
殖大户和合作社骨干社员 526人次，
培育区域电子商务经营主体 58 个，
为农村青年创业就业开辟新路。

依托“一村一品”优势，相山区建
成 1个综合淘宝店铺， 入驻黄里笆斗
杏、郭王村平菇、小集阳光玫瑰葡萄、
大梁楼水果萝卜等“安徽省地理标志”
“三品一标”特色农产品，并借助视频
直播、“6.18”“双十一”线上活动等，增
加店铺关注度。针对季节性强、生产周
期短的张集火龙果、刘楼张楼黄桃、油
坊村蔬菜等农产品， 实行网上预售或
委托开发区企业进行产品开发和深加
工，提高附加值。 黄里、游忆鑫获评全
省农村产品上行年网络销售额超 100
万元农村电商品牌。今年以来，渠沟镇
鲁楼村成立 “安徽鲁楼旅游文化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开办“中国抖商大学
淮北分校”， 积极推介鲁楼芳香小镇、
芳香产品，畅通农产品进城之路，吸引
城里人到农村休闲游玩。

前 7个月相山区实现
农村电商交易额 4.5亿元

■记者 韩惠 通讯员 徐佳佳

■记者 黄顺 通讯员 伋扬清

■记者 黄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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