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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兴公司

上市公司人员上山种树

4 月 11 日，官地选煤厂集中讲党课学习活动举
行开班议式。各车间支部书记、入党积极分子、政工
工作人员、部分党员 45人参会。

这次活动从 4 月开始，每月的第二周和第四周
的星期四下午三点开展党课学习，并形成常态化。
厂党总支组成了由领导班子成员、党支部书记、政工
科长、部分具有政工师职称的讲课团队，精心备课授
课。

党课内容主要为《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的基本
理论、党的历史知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主要讲话精神、中国
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
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活动要求每位授课人把授课主题和主要内容提
前报送厂党总支审定。要求联系实际，注重效果，大
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问题
导向，提高党员解决实际问题和提升本职工作的能
力，做到知行合一。及时推广总结党员教育培训工
作的成功经验，创新形式、内容、方法，增强培训学习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智俊琪

自组团队讲党课

4 月 8 日，镇城底矿开展“改革创新、奋发有
为”主题团日活动，全矿各级团干、优秀青年代
表和新入职大学生等团员青年参加，活动采取
边看、边听、边学、边讨论的形式，重点学习团省
委《关于在全省各界团员青年中深入开展“改革
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的通知》、《西山煤电团
员青年“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活动倡议
书》以及集团公司和矿有关大讨论活动安排部
署，活动观看了习近平山西视察、改革开放四十
年、团中央《青春的回答》等视频纪录片，活动还
以“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候选人优秀青年马黎
明、西山煤电“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获得者赵
若鹏的先进事迹报告为契机，进一步鼓励广大
团员青年对标一流、立足岗位奋发有为建新
功。

●姜迎新

组织主题团日 学习优秀青年

4 月 18 日 ，山 西 省
上市公司协会组织永泰
能源、太化股份、山西证
券、西山煤电等 11 家太
原地区上市公司人员来
西山煤电官地矿植树造
林，集团公司总法律顾
问王晶莹，股份公司董
事长樊大宏参加，与大
家一起将油松、海棠、碧
桃 、榆 叶 梅 共 286 棵 树
木种下，为矿山增添新
绿。

张衢 摄

（上接第 1版）很快，一个以考
评对象岗位职责和承担工作为基本
依据，全面考察政治素质、担当作
为、工作作风、创新能力、廉洁自律
等方面情况的评议系统设计完成。
如此一来，考核无纸化、评议“背靠
背”，原本两个多月才能完成的事
情，现在一周即可完成；原来需要几
十人参与的工作，现在 5 个人全部
搞定。省去车马劳顿，节省人力物
力，被考评单位不必兴师动众，真可
谓一举多得。

差者出局，见出一个“严”字

此次考评的第一个环节就是线
上信息采集，被考评人员登陆指定
网址，在规定时间填写考评信息。
信息采集限定 32 个小时，被考评干
部 拿 起 手 机 抽 出 10 分 钟 即 可 完
成。如果掉以轻心，在系统超时自
动关闭之后，将无法登陆，那时不管
主观还是客观原因，都将被剔除出
干部库，无论是正科级、副科级、主
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的官衔都将得
而复失。一个看似简单的信息采
集，也考察了干部的规矩意识和执
行力。

为了得出全面、客观、准确的综
合评定结果，参加评议的主体涉及
干部、职工，所占权重比例分别为：

本 单 位（部 门）正 职 评 议 权 重 占
40%，本单位（部门）副职评议权重
占 30%，本单位（部门）其他干部职
工评议权重占 30%。像这样设计，
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干部的工作不
仅要让领导满意，还需要得到职工
的肯定。

考核评议之后，根据结果考评
分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差”5
个等次。其中：95 分以上（含 95 分）
为“ 优 秀 ”，85～95 分（含 85 分）为

“良好”，70～85 分（含 70 分）为“一
般”，60～70 分（含 60 分）为“较差”，
60 分以下为“差”。考评后，经与单
位（部门）核实，综合评定为“较差”
的科级干部降低一级行政级别（正
科 级 降 为 副 科 级 ，副 科 级 降 为 科
员）；综合评定为“差”的科级干部调
离机关，进入集团人力资源池进行
转岗分流。

机关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
能出”的现象由来已久，如何让想干
事的人有机会、让能干事的人有平
台、让干成事的人有地位，一直是一
个难题。这次干部评议就像一颗石
子投进湖面，在科级干部之中掀起
轩然大波——综合评定为“较差”会
被降级，评定为“差”则会丢了官帽，
如此动真碰硬，触动了科级干部的
心弦。一些不干事的干部，高枕无

忧的日子就要过去了；一些不作为
的干部，怕也不能干坐着吃闲饭了。

“背靠背”评议，见出一个“实”字

从以往的“面对面”述评，到现
在的“背靠背”评议，填表打票变成
触屏提交，充分发挥了信息网络数
据平台的作用。职工不再碍于情
面，能够敞开心扉大胆表达真实想
法，表述真实意愿，凸显了一个“实”
字。

就工作而言，从现场到线上，实
现无纸化办公，不但为基层减负、也
为自身减负，不用再“蘸水点票”不
必再面对堆积如山的资料，也省去
了递条子、打招呼等人情束缚，可以
实实在在做事、干干净净工作了。

这一全新的考评模式，虽然是
干部管理的一个尝试，虽然还有不
足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但从考
评情况看，确实能全面、真实、客观
的了解评价干部，而且也释放了强
烈信号，集团公司将在国企国资改
革的新的形势下，方方面面都要改
革、都要创新，将以实实在在的行动
践行“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创
新再发力、工作再务实”。

党建插上创新的翅膀，会飞得
更高；党建工作引入互联网思维，将
走得更远。 ●刘志彪

今年一季度，晋兴能源公司党
委紧密围绕两级集团党委安排部署
和公司“全面建设一流企业”发展目
标，秉承“双为”理念，突出严、实工
作方针，在党建“三基”工作上多措
并举，为公司全年党建工作开好局、
铺好路。

进一步建强基层组织。公司党
委按照山西焦煤党委“三个坚持”、

“四个把关”要求，严格落实“三重一
大”事项党委会前置审议，制定完善
领导班子党建“三基”联系点制度，
班子成员定期参加包保党支部的组
织生活，确保“一岗双责”落实到位；
创新开展“标准化组织生活观摩”活

动，每季度抽基层党支部进行观摩，
党委进行点评，大力推进了公司示
范党支部建设。

进一步夯实基础工作。深入推
进党建工作和契约化管理相结合，
提升经营绩效考核中党的建设的分
数比重，结合西山党建“三基”考核，
重新修订公司党群工作目标绩效考
核体系，根据公司机关及各下属单
位党群工作的实际差别，分别制定
四个标准分值，增强考核的针对性
和可操作性，制作《考核手册》，进一
步规范了考核细节；积极落实《关于
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
的通知》要求，优化党费收缴环节，

减轻基层党支部的工作负担。
进一步提升基本能力。大力推

进“互联网+党建”的学习模式，对
标西山党校建设智能化分党校，加
强“学习强国”网络学习平台的推
广，在实现党员全覆盖的基础上扩
大覆盖面，将职工群众也纳入推广
范围，在微信平台上开设各类学习
专栏，及时对党中央、山西省委各项
重要部署进行宣传贯彻；深入开展

“学《条例》、强堡垒、作表率”主题党
日活动，精心筹备公司党支部书记
技能比武，重点提升各级基层党组
织负责人的整体业务水平。

●任 勃

党建“三基”往实做往深做

正是一年春光好，植树添绿正当时。官地矿生
活服务公司与矿团委联合组织干部职工和团员青年
职工在篮球场周边开展植树活动。

在植树现场，大家积极主动，默契配合，干劲十
足，挥动铁锹，挖坑、树苗、填坑、培土、浇水，一派热
火朝天的景象，现场许多人泥土沾满鞋裤，依然乐此
不疲，你一锹他一镐，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植树活动
严格按照要求进行，保证一排松树、一排桃树，行距
和株距保持直线，用实际行动践行传播保护环境，建
设生态文明的理念。

参与活动的干部职工和团员青年纷纷表示，通
过此次植树活动，不仅提高了植树造林、保护生态环
境的意识，而且磨练了意志，丰富了业余生活，增强
了活力、凝聚力和服务矿山、回报矿山的意识。

●苗变玲

为家园洒汗水 为矿山添新绿

集团公司干部评议：网络打分 差者出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