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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曲矿

晋兴能源公司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进一步调动青年职工
为公司“全面建设一流企业”发展目标做贡献的积极
性，近日，西山晋兴能源公司团委举办“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团情团史知识竞赛。

本次知识竞赛分为个人必答题、小组必答题、抢
答题、风险题、“我来比划你来猜”五个环节。比赛
中，各代表队斗智斗勇、激烈角逐，整体氛围紧张活
泼，会场经常响起阵阵掌声和笑声。最终，物资供应
公司代表队摘得桂冠。 ●任勃 王俊

6 月 18 日，东曲矿纪委书记带领矿纪检干部组
成点对点廉政谈话组，深入机电科及其下属队组，盯
紧职工群众身边潜在的微腐败问题，抓住时机及时
开展廉政警示及廉政谈话提醒工作。

首先，谈话组认真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了西山煤
电《关于开展职工群众身边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方案》以及东曲煤矿《关于开展职工群众身边腐败问
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文件精神；随后，针对机电
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党员干部及工作人员职权范
围内的工作作风情况进行提醒和警示，严肃提醒各
级党员干部及工作人员遵规守纪、尽职守则，时刻严
守红线和底线意识，切实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尤其涉
及职权的部门要坚决杜绝“吃拿卡要”的问题，真正
维护好职工的根本利益，确保矿区和谐稳定。

据悉，东曲矿持续加大职工群众身边的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的整治和查处力度，牢固夯实监督基
石，坚持抓早抓小、将事前监督、点对点谈话提醒、警
示教育工作机制常态化，紧跟反腐局势，深入基层单
位及所属队组提醒教育，注重从根源上遏制腐败的
发生。 ●阎令秀

6 月 20 日，白家庄矿业公司
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第一次集中学习交流研讨
会。 ●郑芳 晋双双

6月 19日至 20日，西铭矿党
委组织开展为期两天的“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次集
中学习，全体党委中心组成员参
加学习交流。 ●赵洁 李戊生

6 月 19 日开始，官地矿党委
利用两天时间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次集中学
习交流研讨。 ●苗变玲 张豪

6 月 19 日，西曲矿党委中心
组成员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第一次集体学习。
矿（厂）领导班子成员分别领学了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重要论述选编》部分篇目；矿
党委委员分别结合自身分管工作
进行了交流研讨。 ●董建军

连日来，镇城底矿各单位以
各种形式部署和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自觉把
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上来，全面对照党中央部
署要求，紧密结合各单位实际，以
高站位高标准高要求 推动主题教
育走深走心走实，把主题教育开

展得有特色、有成效，加快推进宣
传建设工作。 ●刘文芯

6月 19日，东曲矿召开“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次
集中学习交流研讨会。

会上对《习近平关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进
行了集中学习。 ●王鹏

6 月 13 日，屯兰矿召开党委
中心组学习会，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省委书记骆惠宁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概要，党建网微平台评
论——深刻领会“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的总要求，省国资
委党委书记、主任郭保民在国资
委党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会上的讲话以及山西
焦煤党委书记、董事长王茂盛在
山西焦煤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精神等内容，并观看了相关

视频。 ●张丹 闫志强
6 月 21 日，晋兴公司党委开

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第一次集中学习研讨。公司
班子成员、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轮流诵读了《习近平关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内
容，并结合自身体会进行了交流
研讨。 ●任勃

6月 19日至 20日，斜沟煤矿
党委集中两天时间，进行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次
集体学习。

学习中，处级领导干部轮流
诵读了《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内容，
并结合自身体会进行了交流研
讨。 ●信高峰 刘科

6月 19日至 20日，西山建筑
党委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集中学习交流研讨会，
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分章通读了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重要论述选编》。

通过学习交流研讨，进一步
增强了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坚定了改革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激发了干事创业的动力和激情。

●白金柱
6 月 19 日，金城公司召开党

委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进一步深
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精神。

学习会上，9名党委中心组成
员分章节逐一诵读《习近平关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
选编》。 ●赵俊平 任一哲

6月19日、20日公用事业分公
司组织全体处级领导干部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
次集中学习交流研讨会。19日全
体处级领导干部通读《习近平关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
编》，20日处级干部结合学习内容，
联系个人工作思想实际，进行研讨
交流发言。 ●韩怡君

新产业有限公司党委于 6月

19—20日进行了为期2天的“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次
集体学习交流研讨。

此次学习通读了《习近平关
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
述选编》，进行了集体交流研讨。

●史瑞宁 张敏
铁路公司党委于 6月 19—20

日进行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第一次集体学习交流研
讨。通读学习了《习近平关于“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
编》，并进行了集体交流研讨。

●郭熙 李曼
6 月 19—20 日，西山总医院

党委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第一次集体学习，全体
院领导通读了《习近平关于“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6
月 20 日下午召开中心组学习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集中交流研讨，全体中心组成员
参加学习研讨。 ●佟艳琪 沈飞

6月 19日-20日古交矿区总
医院党委集中 2天时间举行第一
次集体学习，通读《习近平关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
选编》，并进行了交流研讨。

●郭树 冯霞 于双

初心不改初心不改 使命不忘使命不忘

强监督重提醒 止歪风防腐败

举办团情团史知识竞赛

6 月 10-14 日，屯兰矿社
保退管科邀请中国银行工作
人员来矿，为退休职工及在
职职工免费开通社保卡金融
功能。

由于是否开通社保卡金
融功能关系到退休职工的退
休金发放，而退休职工因为
年龄大、行动不便、住宿分散
等种种问题，亲自到银行开
通社保卡金融功能有诸多不
便，鉴于此，屯兰矿社保退管
科多次与银行进行沟通，邀
请中国银行工作人员到矿办
理，为广大退休及在职职工
提供方便。

雷晶 摄

银行服务到“家”

近期，两级集团各单位通过多
种形式积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
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
伟 大 梦 想 做 出 的 重 大 部
署。各单位党员干部要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央、省委和集团党委的决
策部署上来，真正让主题
教育入脑入心，落到实处。

从思想上说，“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
对共产党人思想的再洗礼，初心的
再觉醒。当前，两级集团公司走在
改革创新奋发有为的新征程中，党
员干部更需要不忘初心，保持定

力,统一思想。主题教育学习要祛
除“虚浮气”，往深里学，往实里走，
往心里悟，坚定政治立场，党性立
场，为职工群众解难题。广大党员
干部要切实以主题教育为契机，以

“ 永 远 在 路
上”的韧性，
把主题教育
学习引向深
入，学实，学
精 ，使 广 大
党员干部永
葆 政 治 本
色 ，成 为 企

业职工思想的引领者和先导者。
从行动上说，“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是对共产党人使命
担当的再升华，忠诚的再淬炼。在

新时代下，我们企业迈入新征程，
企业共产党人肩负着新使命和新
担当，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利用主
题教育活动，以刮骨疗毒的狠劲和
抓铁有痕的决心，敢于担当大任，
结合本职工作实际，切实扛起第一
责任人的职责，不推、不等、不靠，
以身作则，积极作为谋改革促发
展，服务集团公司大局，始终保持
党员干部的斗争精神，成为企业职
工行动上的先行者和先锋队。

随着主题教育的全面推进和
深入开展，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要切
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过硬的
共产党员作风将主题教育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在工作实际中迸发
出磅礴力量，不断推动企业改革创
新和实现高质量发展。

不忘初心再出发 牢记使命勇担当
●杨玉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