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9月17日 星期四 责编：侯晓燕 3本版邮箱：xsmdbs3@126.com

兴能公司基层党支部

西山煤电

●李倩 阎惠茹

屯兰矿

机电厂

8 月 5 日，西山煤电党委书记、
董事长郭文仓在下半年工作会议讲
话中有这么一段话：“要进一步健全
完善分级管控安全生产责任运行机
制，公司管监管，矿（厂）管系统，区
队（车间）管现场，班组管细节，员工
管岗位。”这段话被屯兰选煤厂综合
科科长袁炜抄进了学习笔记，他联
系本职工作，细细对照，用心琢磨。

每天下午5点半，该厂就会检查
管理人员的学习笔记，对于没有达
到字数要求和书写不认真的，将在
调度会通报批评……

这是屯兰选煤厂管理人员加强
学 习 、提 高 能 力 的 一 个 侧 影 。 从
2018 年以来，该厂采取多项措施创
建学习型企业。

阅览室成了“加油站”

“让管理人员加强学习，就是要
提高他们的个人修养与思想认识，
让大家共同学习、团结协作，让企业
更有凝聚力和战斗力。”该厂厂长杨
林顺说。

2018 年 6 月，厂
阅览室建成，随即在
干部中开展阅读学
习活动。阅览室图
书丰富,既有《中国
共产党党章》《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中国共产党党史》《大国崛起》
等党建知识读本和爱国主义教育书
籍，又有《选煤工程技术》《机械设备
知识》《如何提高职工工作积极性》

《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等涉及机电设
备、企业管理、计算机等专业书籍。
厂里要求管理人员每人每周阅读时
间不少于5小时，每次阅读时间不少
于1小时，并要根据自身实际选书细

读，撰写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每月
阅读量不少于1万字，每月要有不少
于1千字的读书笔记。

一时间，全厂崇尚学习蔚然成
风，中层以上管理干部将阅览室称
之为“加油站”。

“每天学习 1个小时，既能充实
头脑，增强专业知识，又能解决工作
中的实际问题。”该厂运销车间支部
书记魏建军说。

读书笔记就是成长之路

从2019年6月开始，厂里开始培
养干部职工每天写作的习惯，
开展“手抄经典”活动。抄写
范围包括习总书记讲话精神，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纲要》，省领导的政府工作
报告和重要讲话，山西焦煤、
西山煤电领导讲话，还有人民
日报评论、文学名著、个人感悟，要

求 每 人 每 天 摘 抄 500
字，抄完之后，当天下
班前放入手抄摘要档
案盒，年底评比，作为
衡量干部的一项标准
和评先争优的重要依
据。

“我要做到既学又
做 、边 学 边 做 ，知行合一、经世致
用。”“企业是我个人发展的基础，我
要丰富学识，加强实践，不断进步。”

“要珍惜学习的机会，要珍惜自己的
岗位”……该厂管理人员在摘抄本
扉页上写下这些话语，鼓励自己坚
持学习，不断进步。

每个季度，该厂综合科都会把
学习笔记装订成册，每个人都要在

扉页上提炼心得体会。2019 年至
今，已经装订成册 212本读书笔记，
这些笔记，记录着每一个人的成长
和进步。

学习之路就是发展之路

全厂中层管理人员既把学习心得
写在笔记上，也把学习体现在行动中。

2018 年以来，他们将学习与实
践紧密结合，陆续发表国家级论文
39篇，省级论文24篇。

运销车间支部书记魏建军参加
了 2018年西山煤电第二届“扛旗攻

坚、发挥作用”
基层党支部书
记技术、技能

“双比武”，在
150 名参赛的
支部书记中脱
颖而出，取得
个人成绩第五
名；

洗煤车间管理人员聂擎林参与
研究焦精煤产率研究与应用、煤浆
水流系统智能监测研究与应用、固
定筛筛板改造等项目并运用到生产
中，促进了选煤产品产率和工作效
率的提高；

生产技术科管理人员张海军、
张明明参与的课题《带式输送机无
人值守智能检测系统的研究与应
用》，获得山西省科技创新大赛三等
奖和山西焦煤科学技术二等奖，并
在现场生产中取得良好效果……

近年来，该厂在企业管理、生产
经营等方面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学
习型企业创建的助推作用。在企业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一名名
管理人员快速成长，使得该厂创建
学习型企业的脚步更加坚定。

此处学风甚好

嘱安全 送祝福

下发告知书 绷紧反腐弦

近日，东曲矿井口亲情文化
走廊传来悠扬的歌声，这是该矿
安全文化小分队成员与基层单位

文艺骨干在为矿工师傅献上安全
节目，同时为井下一、二线矿工师
傅嘱安全、送祝福，为他们送去平

安红腰带、安全靴垫、靴袜等慰问
品。

方蕊 程辉摄影报道

为拓宽发展残疾人事业的资
金渠道，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
关心和支持残疾人事业，营造“平
等、参与、共享”扶残助残的良好社
会氛围，保障残疾人在“助视、助听、
助行”等方面的基本需求。根据山
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有关文件要求，

西山煤电积极组织开展 2020 年度
“99 公益日—爱心助残”线上募捐
活动。

此次活动得到广大干部职工
的积极响应。9 月 7 日至 9 月 9 日，
共有 11162 人次参与线上募捐，共
募捐善款 135952.69元，提前完成山

西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晋心晋力
爱在脑康”项目募捐目标。

通过此次线上募捐活动，充分
展现了西山煤电大家庭中广大干部
职工对助残事业的拳拳爱心和片片
深情，让更多残疾人感受到了人性
的美好。 ●薛淼

“99公益日—爱心助残”线上募捐约 13.6万元
为加大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力度，充分利用好

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常态监督执纪问责制
度，日前，机电厂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操办
婚丧喜庆事宜》告知书，再次严肃纪律，重申具体事
宜。

告知书明确规定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大操
大办、铺张浪费、借机敛财；严禁以同一事由分批次、
多地点等方式变相大操大办；严禁收受管理服务对象
以及与本人行使职权有关或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
的单位和个人的礼金礼品；严禁办理生日、乔迁、祝
寿、升学等喜庆事宜邀请亲属以外的人员参加；严禁
用公款报销或变相报销操办婚丧喜庆等事宜应由个
人承担的费用；严禁违规使用公务车辆和占用其他公
共资源；严禁组织影响社会公共秩序、危害社会公共
安全和其他公序良俗的活动；严禁其他违反廉洁自律
规定的行为。

该厂下发执纪监督告知书，进一步推进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的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加强党员领
导干部的党性教育，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管理，以期
形成“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作用。

●宋睿杰

近日，兴能公司基层党支部围绕“纪念抗日战争
胜利 75 周年”主题，开展“铭记历史，继往开来”主题
党日活动。

主题党日上，全体党员共同学习了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座谈会
精神以及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精神。

活动强调，要坚决践行五个“必须”、五个“绝不
答 应 ”，紧 密 团 结 在 党 中 央 周 围 ，勇 于 担 当 、奋 勇 前
行。要大力宣传和弘扬“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
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锐意进
取，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创造新的历史伟业而努力奋斗。

大家表示，一定要铭记历史，弘扬抗疫精神，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以更加振奋的精神、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
的作风，为公司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任帅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屯兰矿选煤厂学习型企业创建侧影

落实光盘行动 突击检查食堂
9 月 14 日，屯兰矿检查组对井口餐厅和职工食堂

开展突击检查，就如何避免用餐浪费，现场提出要求。
检查组先后到井口餐厅、职工食堂，查看了取餐

台、餐盘回收处、就餐区等场所，详细询问“光盘行动”
开展情况，了解了饭菜供应、制止餐饮浪费措施、宣传
教育等情况。

下一步，该矿将把厉行节约和反对浪费相关工作
纳入日常监督内容，常态化开展明察暗访，扎紧节约的
篱笆，杜绝粮食浪费。 ●马艳红

9 月 5 日，通信处党支部开展“观《八佰》、铭历史”
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共 30 余人集中观
看爱国主义题材电影《八佰》。

大家被影片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鲜明生动的
人物形象所吸引，表示一定要铭记历史，弘扬伟大民族
精神，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更
加努力钻研通信专业技术，立足工作岗位，为西山煤电
通信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宋洁

观《八佰》传精神
通信处党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