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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曲矿

“三个强化”做好纪检监察工作

（上接第1版）西山煤电有着 64 年
开采历史，由于矿井老化、历史负担重、
遗留问题多等特殊原因，加之一线职工
多来自贫困地区，产生退休职工多、工
伤病号多等问题，部分职工因本人或家
庭成员患病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

十八大以来，西山煤电响应党中央
号召，做出“绝不让一名职工看不起病，
绝不让一名职工子女上不起学，绝不让
一个职工家庭生活难以为继”的承诺，
全方位、全覆盖、多层次开展煤矿困难
职工解困脱困工作。

充满活力的“3110”

2018 年 1 月 18 日，西铭矿大病职
工、掘进二队工长党向军家庭脱困了。

10 年前，党向军突发肝腹水，不得
已转入矿再就业中心，工资收入由几千
元减为几百元，还要支付昂贵的医疗
费，全家因病致困。西铭矿在给予他们
家庭生活救助的同时，还免收租金提供
门面房，支持党向军爱人
在矿区繁华地段开了一
间内衣店。经过几年努
力 ，他 们 的 小 店 经 营 很
好 ，每 月 可 以 增 加 收 入
1000多元。

自 2003 年以来，西山
煤电持不懈开展困难职
工帮扶工作，形成独具特
色的“3110”帮扶机制。“3”是公司建立
帮扶中心—矿厂帮扶站—区队帮扶点
三级帮扶网络，“1”是常态开展“一助
一、献爱心”结对帮扶活动，“10”是十项
帮扶救助金。2005 年 8 月，西山煤电成
立由企业党政领导挂帅，工会牵头，相
关部门领导组成的困难职工帮扶领导
组，在工会增设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常设
机构，制定了《帮扶中心章程》《十项救
助金管理办法》《困难群众来信来访接
待制度》等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帮扶
机构的工作职责、救助职能、申请条件、
工作流程、救助标准全部上墙公示，做
到了日常工作有接待、有记录、有落实、
有反馈，公开公正、联网运作，促进了帮
扶工作的良性循环和科学发展。

基层单位相继建立了 31 个困难职
工帮扶站，419个困难职工帮扶点，形成
了以帮扶中心为龙头、帮扶站为支撑、
帮扶点为基点的帮扶三级网络体系，为
困难职工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营建了
一个个充满关爱的“温馨之家”。西山
煤电“3110”帮扶机制受到全总的高度
重视，并在全煤系统推广。

2017 年以来，西山煤电不断完善
“3110”帮扶机制 ，针对不同困难家庭
现有劳动力、经济收入、家庭开销、子女

受教育等情况，实施分类指导、对症下
药，一户一分析、一户一对策，扶困与扶
志相结合，扶困与感情纽带相结合，开
渠与放水相结合，有组织、有计划、有措
施、有目标地开展脱困攻坚。

从2017年至今，十项救助金惠及困
难职工家庭 63204 户，金额 3191 万元，
助学 290 人次，助医 4924 人次，解决实
际问题 100 件次，为困难职工群体解决
了大部分棘手难题。

解困脱困不落一人

从 2017 年起，为实现精准帮扶，西
山煤电帮扶干部深入困难职工家庭，一
家一户了解情况、核实数据，准确掌握
困难职工家庭的贫困户类型、致困原
因、现有资源等第一手资料，建立困难
帮扶连心卡，做到一户一档登记，一户
一策帮扶，帮助困难职工利用自身优势
增加收入，让困难职工看到实实在在的
改变，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优惠。

2020 年 5 月 ，西
山 煤 电 抽 调 基 层 帮
扶干部 6 人，连续奋
战 90 天，重审帮扶档
案 1247 份，入户走访
困难职工家庭 66户，
访 问 相 关 知 情 人 员
78 人 次 。 今 年 3 月
份，太原市总工会下

达了对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回
头看”的通知，西山煤电按照通知要求，
对全国级在档困难职工和未建档立卡
困难职工、2017 年 7 月以来脱困和注销
的建档困难职工共计 500 余户档案逐
一核查，做到了精准建档、精准帮扶、精
准脱困。西山煤电工会干部李温婷刚
刚做完妇科手术，带病和大家一起加班
加点整理、核实档案，每天工作十几个
小时，最晚一次工作到凌晨4点。

2017年以来，西山煤电公司层面先
后帮扶困难职工家庭 1424.5 万元，报销
大病医疗费用 927.2 万元；二级专项助
困金帮扶 225.89万元；争取上级专项助
困金 450.7 万元，参加上级助困公益活
动实现收入 21.1万元；纳入政府兜底范
围并获批的困难职工家庭 14 户，占脱
困家庭总数的5%。

能解困能脱困就是好方法

开展困难职工解困脱贫攻坚，西山
煤电上下同心，高招迭出，可谓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

针对矿区困难职工及家属大多或
身体不好行动不便，或拖家带口，在外
边找份适合的工作十分不易的现实，马
兰矿在原来爱心家政的基础上，成立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采取外培与内培相
结合的形式，对困难职工及家属进行养
老护老专业培训，邀请山西养老事业专
家对 31 名服务人员进行专业授课，使
困难职工及家属不出矿区即可找到适
合自己的工作。同时也为矿区生活自
理困难、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了优质的
居家养老服务，既缓解了矿区困难职工
及家属求职难的问题，又满足了矿区老
人居家养老的心愿，还成全了儿女们的
一份孝心，使青年人放心家里老人，安
心井下工作。

马兰矿职工苗芝荣，1994年因工伤
导致6级伤残，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变成了走路一瘸一拐的残疾人。2014
年马兰矿成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他拖
着受伤的残腿，参加到矿区居家护老工
作中，并且说服妻子在中心报名当了护
工。他说：“咱们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
别的活儿也干不了。现在，矿里给咱们
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咱一定要好好
干。”6年来，苗芝荣不怕脏不怕累，精心
服侍每一个老人，做到了善始善终，先后
体面地送走5位老人。今年5月，付西方
老人病情恶化。在老人弥留之际，苗芝
荣提前为老人理了发，并打电话通知老
人子女。老人去世后，苗芝荣一个人忙
不过来，还把老伴儿叫来，一起为老人擦
洗了身体，换上寿衣，让老人体面地告别
人生。2015年，苗芝荣以其在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良好的服
务与口碑，高票当选
西山煤电第三届道
德 模 范 。 2017 年 ，
苗芝荣实现脱困。

在有着 64 年开
采历史的西铭矿，爱
心超市成为矿区困
难职工帮扶一道靓
丽风景。7 月 4 日，西铭矿 2019 年在档
困难职工张小燕来到爱心超市，购买了
一袋大米、一袋白面、一壶油，应付价格
241 元。超市按照规定优惠后，实际付
款 120.5 元，比市场价省 120.5 元。张小
燕说：“我两个孩子，一个上大三，一个刚
考上大学，老公又身患脑梗不能上班，经
济负担很重。矿上开办爱心超市以后，
我在这里买米面油可优惠 50%，我一年
能省 3000 块钱哩。可别小看这 3000 块
钱，我们全家一年的买菜钱就有了。”

西铭矿爱心超市建在矿区繁华地
段。矿工会按照贫困户类型发放优惠
卡，困难职工家属依据困难等级，持卡
就能以低于市场价 50% 和 20% 的优惠，
购买到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10 多年
来，爱心超市为 29000 多人次提供了服
务，贴补资金 120 余万元。全总两任主

席王兆国、王东明先后来西铭矿爱心超
市调研，盛赞他们为困难职工办了一件
好事。

为帮助困难职工早日脱困，西山煤
电建立困难职工精准帮扶连心卡，将困
难职工姓名、家庭成员、致困原因、联系
人姓名、电话、帮扶日期、帮扶措施、帮
扶资金、脱困时间等写在卡上，提高了
帮扶的精准度。组织困难职工及家属
参加太原市总工会“爱心奶”“烟头革
命”等活动，西山煤电共有 821 名困难
职工及家属享受每人每天一袋“爱心
奶”，29人参加“烟头革命”活动，最多的
一名困难职工 6 个月捡烟头挣困难补
助3万元。

自立自强回报爱心

2018 年 6 月 5 日，西山福利公司残
疾职工曲贵和高高兴兴领到了单位特
别照顾他的公租房钥匙。

今年52岁的曲贵和，是个“双残”家
庭。18 岁的时候，身患血管瘤，右臂截
肢，落下肢体三级伤残。妻子是肢体四
级伤残，行走不便。婚后，一家三口一直
居住在父亲留下的只有 18 平方米的一
间平房。当他第一次走进装有电梯的新
房时，这位住了30年平房的残疾职工幸
福地哭了。

残疾人是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由于
智力、心理、肢体、语言等方面的障碍，

常常陷入无助的困境。热
忱关爱残疾人，尽力改善
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
界，是西山煤电多年来一
以贯之的优良传统。

为了帮助残疾人，西
山煤电成立了残疾人联合
会，并出钱出人出政策办
起了福利厂，使矿区残疾

人有了自食其力、展示自我、回报社会
的平台，成为省市残联一面旗帜。

2017年以来，西山煤电加大福利企
业、残疾职工帮扶力度，先后投入福利
企业资金达 2569万元，使西山的福利企
业发挥了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主渠道作
用，其产品和服务主要有劳保用品、印刷
品、选煤配件、矿用辅助材料、LED 灯具
和机电加工等，三年销售收入达 10.9亿
元，返税 1787 万元，职工人均年收入
3.18万元。目前，西山煤电 1123名残疾
人实现就业，占持证残疾人51%以上。

三年来，西山煤电帮扶残疾人 5545
人次，投入慰问金 280 余万元。随时了
解残疾人疾苦，从信访、法律等方面维
护他们的权益，三年来，受理来访 560
余人次，来电 298 人次，提供法律援助
391人次，提供心理援助3600余人次。

解困脱困，绝不让一个矿工掉队

今年以来，西曲矿聚焦监
督执纪问责主业，认真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各项安排，
进一步强化廉政教育、强化监
督检查、强化执纪问责，为矿井
安全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
治和纪律保证。

强化廉政教育。该矿围绕
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两个准则”和

“四个条例”等进行重点学习，
引导党员领导干部统一思想、
提升认识、见诸行动；通过街、

廊、墙、栏、网、群“六位一体”廉
政文化宣教阵地，实现了对不
同层面党员干部廉洁教育的全
覆盖；利用“西曲党群之窗”微
信群，坚持每天推送“两学一
做、每日一题”党纪条规应知应
会，并增加每旬案例分析；利用
廉政谈话室对管钱管人管物的
重要部门、关键环节人员提要
求、敲警钟，切实发挥了“教育、
警醒、纠正、预防”的作用；突出
正反两方面典型案例教育，定
期组织学习观看正面典型案例
教育片，通过身边鲜活的微腐

败案例开展反面警示作用，真
正做到“防微杜渐”。

强化监督检查。结合矿井
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的具
体实际，对《西曲矿“三重一大”
决策制度监督管理实施办法》
进行了完善补充，在实际工作
中严格执行，确保了程序规范、
决策民主；持续强化日常监督，
盯好关键人、盯到关键处、盯住
关键事、盯在关键时，主动把监
督融入到安全生产工作中去。
今年以来对全矿干部作风督查
39次，督查1600余人次，进一步

增强了党员干部遵
规守纪意识；针对巡
视巡察反馈问题整
改、整治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和

“四风”问题、纪检监
察体制改革落地见效等方面进
行了专项督查。及时研究探
讨，细化问题，明确时间节点，
制定整改措施，确保反馈问题
按规定整改、落实，为正确履职
尽责打下了坚实基础；围绕矿
井中心工作，确立了3个效能监
察实施项目，精准实施效能监
察，强化过程管理、环节监管、
跟踪问效，完成了全年效能监
察项目目标任务。

强化执纪问责。该矿准确
运用“四种形态”, 对职工群众
有反映、有议论，在工作生活方

面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党
员干部及时进行谈话提醒、批
评教育。对不作为、慢作为、乱
作为的行为进行严肃问责，以
问责倒逼责任精准落实。同
时，始终坚持有案必查、违纪必
究、执纪必严，严肃查处违规违
纪行为。在查办案件的过程
中，分析成因、精准定性、区别
处置。并将教育延伸到党政纪
律处分之后，认真贯彻党的“惩
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对受
处分人员进行回访教育，及时
了解掌握受处分人员的思想动
态，帮助他们转变认识、改正错
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充
分发挥了案件查办的治本功
能。在全矿弘扬了正气，营造
了激浊扬清、干事创业的良好
氛围。 ●陈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