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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地选煤厂

屯兰矿

唯有源头活水来唯有源头活水来
西山晋兴能源公司以省委

“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为
重要契机，带领广大干部职工在
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开启了公司
改革发展的深层蜕变。

解放思想，需要更远大的目标

2月 26日，在晋兴公司 2019
年党委工作会、五届一次职代会暨
2019年工作会上，该公司提出全面
建设一流企业的发展目标同时拉
开了公司从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
发展并轨升级的序幕。

该公司党政积极响应省委
“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活
动号召，迅速成立活动领导组并
制定活动方案，在专题动员会上
对照“六个破除”，重点针对“公司
虽然在整体规模、产量上在两级
集团名列前茅，但工作标杆还不
够高、很多方面离一流还有很大
差距”的问题，提出了：“以更远大
的目标促进公司上下解放思想、
凝心聚力”的工作思路，同时紧密
结合集团公司“双为”理念和对晋
兴公司“全面实现一流”的要求和
期望，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提出了

“全面建设一流企业”奋斗目标和
“安全一流、管理一流、团队一流、
发展一流”四个重点，以“四个一
流”带动公司各项事业迈向一流。

该公司党委将 2019 年定为
“党建引领年”，提出“1234”党建
工作部署，即：围绕“全面建设一
流企业”目标，贯彻“严”和“实”的

要求，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
实作用，抓好队伍建设、作风建
设、民生改善、文明创建四项任
务，重点在引领发展、融入发展、
服务发展三方面入手，以高质量
的党建引领公司整体发展向高质
量迈进。

该公司党委通过组织支部
书记全覆盖集中轮训、基层党组
织“三会一课”、在公司微信平台
开设“大讨论”专栏等方式，扩大
活动覆盖面和影响力；开展了“干
部抓落实”访谈活动，通过采访公
司班子成员及各单位（部门）负责
人针对“全面建设一流企业”的工
作思路和部署举措，营造出浓厚
的活动氛围。

解放思想，需要更开阔的胸怀

要 解 放 思 想 、实 现 全 面 一
流，首先要放平心态、广开言路。
该公司党委召开处级干部大讨论
交流研讨会，就公司各方面工作
进行全面盘点、研讨提升；组织党
组织书记就“对照‘六个破除’‘六
个着力’‘六个坚持’查找本支部
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具体表

现形式是什么？如何动员广大干
部职工，解放思想、转变作风，进
一步增强改革创新意识？结合工
作实际，围绕公司‘全面建设一流
企业’的目标，如何破解改革创新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等五个自拟
议题进行分组讨论，拓展了党组
织在服务发展方面的思路办法；
基层党支部在组织党员讨论时，
主动邀请职工代表和服务对象参
加。一时间，公司在查找短板、集
思广益、解决问题中掀起了“大讨
论”热潮。

眼界决定胸怀、胸怀决定格
局。公司党政积极走出去，组织
机关部门和斜沟煤矿人员先后赴
神东上湾煤矿、大柳塔矿等先进
矿井开展对标调研。为防止“走
马观花”，公司要求调研组人员分
专业提前准备调研提纲，调研结
束后撰写专题报告；召开交流会，
对调研所得进行深入系统地分析
研究，通过制定措施，将对方的优
势吸收转化，不断壮大自身。在
调研中，公司员工的眼界和认知
被一次又一次刷新；在对标中，公
司的标杆和格局被一次又一次提

升，一个更美好的公司蓝图逐渐
出现在众人眼前……

解放思想，需要更扎实的举措

解放思想只是出发点，取得
实效才是落脚点。如何通过大讨
论活动，将“全面建设一流企业”
的大目标落实到每一个职工的小
行为上呢？

该公司党委采取了化整为
零的策略，健全完善了领导班子
党建“三基”联系点制度，并要求
重点大讨论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督
导。班子成员针对包保党支部的
工作性质，分别提出了围绕“全面
建设一流队组”、“全面实现一流
服务”等议题进行讨论，将大目标
分解为适合基层落实的小目标，
使公司发展目标牢牢扎根在基层
一线。

从 解 放 思 想 ，到 作 用 于 实
践，需要更强的理论技术支撑。
该公司召开煤矸石开发利用技术
研讨会，努力探索新产业，挖掘新
的经济增长点；采取“请进来、走
出去”的方式重点加强员工素质
提升工作，一季度公司以技能比

武为契机，邀请专家先后组织了
安全监察管理员、防爆检查员、机
电班组长、重介子分选工等 12个
工种开展了专业培训；斜沟煤矿
开展了液压坑道钻机指导培训，
率先实行机电技术等级工资制，
将机电人员技术水平与工资等级
挂钩；斜沟煤矿选煤厂举办了特
种设备作业及管理人员安全培训
等，公司的发展底蕴得到了进一
步提升。

在学习讨论过程中，公司上
下一盘棋，干事创业、创新创效的
热情被进一步点燃：一季度，公司
大力强化产运销衔接，日均装车
12 列，加大了煤炭外运力度，实
现首季开门红；斜沟煤矿着力打
造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矿井，
实现井下4G网络全覆盖，所有井
下变电所和主水泵房实现了无人
值守，在将供用电故障处理时间
缩 短 70%以 上 的 同 时 ，减 员 80
人；预掘回撤通道液压支架支护
技术应用取得成功，节约成本
98.9万元，支护时间大大缩短，收
尾工期较以前减少 25天左右；斜
沟煤矿选煤厂智能化改造如火如
荼；中通能源公司发运煤量 31.33
万吨，创历史新高……

西山晋兴能源公司将通过
不断引深大讨论活动，继续打破
意识块垒、疏通思想源头，让“晋
兴号”巨轮在新思路、新技术的引
领和承载下，向着全面建设一流
企业的宏伟目标扬帆远航！

红色教育 意义深刻

●任 勃

近期，官地选煤厂基层走动式管理成为了各级管
理人员的工作常态。通过走动式管理，及时发现现场
存在的问题，准确掌握工作动态，了解民情民意。既拉
近了干群之间的距离，又有力推动了管理工作扎实有
效开展。

走动式管理，是针对每一个地点、每一个时段、每
一道工序、每一项操作，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动态写
实，深入分析存在的问题症结和薄弱环节，确保情况在
现场掌握、问题在现场解决、方案在现场落实、效果在
现场检验、能力在现场锻炼、形象在现场树立，实现现
场零死角、管理零漏洞、服务零距离。

该厂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的理念，变“坐
等靠要”为走动式管理，从原来的“坐”到现在的“走”，
一字之差带来的是管理方式和管理人员工作作风的转
变。该厂还依托党建三基工作，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走
基层、沉一线、出实招、求实效”现场写实活动，充分发
挥机关人员在政策掌握、专业知识、协调服务上的优
势，深入基层一线，一起研究办法、制定措施、解决问
题，切实把工作开展到位。同时要求机关人员根据阶
段性工作重点，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及时收集
职工群众的意见、建议，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传，为企
业转型发展建言献策，促使各级党员干部在服务生产、
服务基层、服务发展中提升素质、增长才干。

●潘雪梅 李春苗

走动管理常态化

近日，屯兰矿在全矿范围内开展“吃拿卡要”专项
整治活动，矿纪委人员深入基层对“吃拿卡要”等不正
之风进行了明察暗访。

此次专项整治活动中，检查组通过座谈会与暗访
等方式与基层干部职工深入交流，对基层真实情况进
行了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对“吃拿卡要”等不正之风
坚决进行打击，为矿井安全生产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张健

开展“吃拿卡要”专项整治活动

5 月 16-18 日，高新技术产业区团
支部组织团员青年骨干踏上红色求学
之路。

团员青年们怀着对革命家的崇敬
之情，先后参观了梁家河习近平总书
记插队旧址、枣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
纪念馆、杨家岭中共七大会场旧址、知
青纪念馆、宝塔山旧址，采取专题教
学、现场教学、体验式教学与现场参观
等多种模式亲身体验了党在陕北 13
年的光辉历程，了解了延安精神的形
成轨迹。

通过参观学习，团员青年纷纷表
示，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珍惜岗
位、坚定信心、再接再厉，为实现公司
快速发展而努力拼搏。 景亦艳 摄

每年 5 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
全国助残日。残疾人是弱势群体，
随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 平 衡 不 充 分 发 展 之 间 的 矛 盾 。
集团公司对残疾人关怀和关爱的
力度越来越大，残疾人这一特殊群
体得到了特别的关爱。

据了解，自 2018年集团公司被
山西省残联确定为残疾人康复托养
试点单位以来，西山残联本着物质
帮扶与精神帮扶、嘘寒问暖与政策
扶持相结合的原则，多层面、多渠道
开展助残活动。每逢重大节日，集
团公司领导和各级残联都要走访贫
困残疾人家庭，送去慰问金和慰问
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除此之外，西山残联还统一组
织为残疾人提供康复义诊、心理疏

导、卫生清扫等个性化、动态化的长
效志愿助残服务。仅 2018年，各类
志愿助残服务达 2033 人次。在完
善信访和法律网络体系方面，通过
多种形式向来信来访人员宣传信访
条例、解读相关政策，提供法律援
助。并通过召开残联系统表彰大
会、残疾人文艺汇演、知识培训、演
讲比赛等多种形式，努力在矿区营
造共同扶残助残的氛围。特别是在
残疾人就业安置的资金方面，集团
公司全力保障，及时全面到位。

据统计，三年来，集团公司帮
扶残疾人 6500余人次，投入慰问金
290 多万元。“金秋助学”形成了长
效机制，开展助学活动 8 年来，共为
221 名困难残疾职工子女发放助学
金 82.4 万元。用于残疾人技能和
康复培训费用 187.15 万元，残疾人

文体活动和表彰费用 72.04 万元，
福利企业补贴费用 900 万元，福利
企业设备购置费用 447 万元，福利
企业厂房改建费用 813.9 万元，全
面提升了西山残疾人事业的软、硬
件水平。

残疾人就业方面，近三年来，
累计培训 12300 余人次，知识型、
技能型残疾人成了西山福利企业
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的主力，实现
了由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手工作
业到自动化控制的转变。截止目
前，西山福利企业已累计安置 596
名残疾人集中就业，现在 8 个福利
企 业 中 有 员 工 719 名 ，残 疾 职 工
489 名，残健比例达 68%，为残疾人
通过就业实现自尊、自信、自强、自
立，搭建起了最稳固的保障平台。

●王彦婷 李倩

又是一年助残日

——晋兴能源公司“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活动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