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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士奎）根据集团
公司党委巡察工作统一部署，12月 23
日，集团公司党委巡察反馈会议分别在
华美商厦公司、苏新能源公司及机关大
楼召开，集团公司党委巡察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传达了集团公司党委巡察工作
领导小组会议和集团公司党委书记专
题会精神，对做好巡察整改工作提出明
确要求。至此，2019年徐矿集团党委
巡察反馈工作全部结束。

12月 16日，集团公司党委巡察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听取了集团公司党委
第三轮巡察各巡察组工作情况汇报。
12月19日，集团公司召开党委书记专
题会，听取巡察综合情况汇报。党委书
记、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兴振指
出，各被巡察单位要举一反三、标本兼
治，务求在根子上“除病灶”；要提高政
治站位，切实增强巡察整改的自觉性、
主动性，把整改的过程作为贯彻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和中央、省委、集团公司党
委重大决策部署的过程；要聚焦问题，
精准施策，不断推动巡察整改提质增效
更加有为。被巡察党组织要担负起整
改主体责任，统筹各方资源在整改落实
上精准发力，党组织书记作为落实整改
第一责任人，要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
下，提升整改实效。要注重日常监督，
强力推动巡察利剑作用发挥更加有
力。纪检监察、组织部门要承担日常监
督责任，自觉支持配合巡察工作，推动
本单位全面落实巡察整改任务，推进巡察覆盖更加有效。

当天的反馈会要求，要深化思想认识，增强抓好巡察整改政
治自觉；要聚焦重点突出问题，增强抓好巡察整改行动自觉；要履
行主体责任，扎实做好巡察“后半篇文章”。各被巡察党组织主要
负责人表示，坚决从“整改不落实，就是对党不忠诚”的高度认识
巡察整改工作，对巡察反馈指出的问题逐一研究落实，从思想上
政治上深刻反思，真正把病根找出来、把病源消灭掉，深化标本兼
治，巩固整改成效。

集团公司党委 2019年全年共组织 3个巡察组，实施 3轮巡
察，完成对7个基层党组织的常规巡察和对集团煤炭、电力、煤化
工等25家企业的安全环保专项巡察。“探索专项巡察与业务督查互
动增效工作机制”，被省委巡视办作为2019年重点调研项目调度推
进。在全省率先探索开展的安全环保专项巡察，进一步压紧压实
了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录制的巡察业务培训视频课
件，总结具有徐矿巡察特色的做法，得到省委巡视办认可，并在江
苏纪检监察信息网刊发。巡察工作、整改督查、巡察联动等经验
做法，被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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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本领

“安全是‘易碎品’，一失万
无，我们必须寸步不让抓好安全
生产。”徐矿集团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行动动员大会召开以来，夏
阔坦矿业公司迅速学习贯彻大
会精神，在12月6日的安全大课
上，该公司党委书记李明生发出

“决战年终，确保生产形势持续
稳定”的总动员。

“近期，全国煤炭安全生产
形势严峻，各类事故频发。这种
情况下，夏阔坦矿业公司要坚决
守牢安全底线、坚持依法合规、
坚持素质提升、坚持诚信建设、
坚持刚性约束，以更加坚决的态
度，更加有效的举措，更加有力
的执行，全力推动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稳定。”分析当前复杂的安
全生产形势，李明生鲜明地亮出
态度。

“提高站位，统一思想。”如
何确保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
落到实处？李明生认为，首先要

从 讲 政 治
的 高 度 增
强 做 好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的 紧 迫

感、使命感，把干部职工的思想
统一到集团公司的决策部署上
来。“我们充分利用早调会、班前
会、党支部书记学习会等传达学
习行动精神，并以简报、宣传板、
专题黑板报等为安全教育载体，
引导干部职工绷紧安全弦，坚决
做到讲政治，贯彻上级安全部
署，必须旗帜鲜明；讲责任，对安
全重要性的认识，必须清醒到
位；讲以人为本，绝不能以牺牲
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必须
不可逾越。”

“系统查+专项治，是我们开
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的重
要举措。”李明生说，“通过创新
安全管理方式，全面实行‘安全
管理系统工作法’，我们确立了

‘地面、井下’没有非重点的排查
思路，并展开‘拉网式’排查。针
对重复高发的安全隐患，采取

‘三反一保’‘三违治理正反激
励’和安全督察队员末位淘汰制
度等系列举措，全员参与行动，
合力推动落实。” 下转2版

本报讯（通讯员 王
玉瑶）为做好年终各项工
作、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华美热电公司结合实
际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动
员大会精神，紧抓安全管
理“人”的要素，从严、从
细、从实排查安全生产管
理盲区，整治影响制约安
全生产的基础性、源头性
矛盾问题，提升安全生产
治理能力。

吸取事故教训，树牢
安全理念。该公司从讲
政治高度认识和抓好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着
重提高人的安全意识。
在各生产现场张贴安全
文化标语、安全警句格
言、安全全家福，开展安
全知识竞答活动，通过警

示教育签名、安全生产责任承诺、安全宣誓和
班长值长安全作风大讨论活动让职工在潜移
默化中接受安全文化熏陶，不断增强安全生
产法治意识和红线意识，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细化工作方案，严格整改落实。该公司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建立长效机制，强
化考核监督，抓好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
不断拓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的深度和广
度，按照“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的要求，以
高度负责的精神压紧压实责任。加强对各级
领导干部在岗在位、带班、跟值班等安全履职
情况的监督考核；检查有关安全生产的台账、
软件资料、三级培训教育等，严防出现特殊工
种持证违规、未持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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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标固本”确保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访夏阔坦矿业公司党委书记李明生

近日，新安煤业公司深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动
员大会精神，组织督查小分队深入井下，狠抓隐患排查治理和不规
范行为，不断夯实安全基础，确保实现安全年。图为小分队成员检
查设备运行情况。 通讯员 王润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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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清

李前进家是丰县常店镇方圆几
十里有名的困难户。

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
来：照料严重精神分裂症的大哥、抚
养五个上学的孩子、赡养三位八九
十岁的老人。十几年来，在张双楼
矿工作的李前进是 10个人大家庭
的唯一支柱，45岁的他精瘦佝偻。

李前进43岁的爱人孙三景已然
全白了头发。她特地染了发，郑重
而体面地坐在丈夫身边。

夫妻俩宛如两尊雕像，清冷而
倔强。岁月的风霜将夫妻俩雕刻得
棱角分明。黄土沟壑般的皱纹，树
皮皴裂的手，守护着背后的家。

“托孤”，那一诺便是永远
“弟，妹，我娃……”病榻上的大

嫂泪水夺眶，拼尽最
后的力气嗫嚅着，颤
巍的手拉着弟弟和
弟妹，托付着一个母
亲的绝望。

“嫂子，我懂，再
难，我们也一定把孩

子们带大。”李前进和媳妇赶忙应
承。

大嫂溘然长逝。一旁严重精神
障碍的大哥木然地望着天花板，仿
佛这悲痛与他无关。

那年冬天，李前进感到异常寒
冷：

90多岁需要照料的祖母，70多
岁一度中风偏瘫的父亲和多病而操
劳的母亲，患病的大哥，11岁的侄
女，刚满4岁的小侄儿，自己两个年
幼嗷嗷待哺的孩子,为嫂子治病欠
下的十几万元外债……

夫妻俩决定，小家并大家，孙三
景关掉镇上生意尚可的蛋糕房，照
顾全家，承担农活。

所有的经济重担一下压到李前
进身上。

一句“我懂”，带来十年艰辛。

一诺千金，他成了五个孩子的
爸。

活命，70元难住英雄汉
合并前，李前进在矿上工作，孙

三景做生意，四口之家的小日子红红
火火。

2006年，李前进靠着每月并不
丰厚的工资，养活全家9口人。拮据
的生活，逼迫着当时怀孕的孙三景为
这个孩子的去留挣扎过很久。

“每个月都不剩钱，如果小孩生
病就要借。”大侄女生病，夫妻俩从村
东头转到西头，在好几户亲戚家门前
转悠，始终张不开嘴，抬不起脚。“想
借100块，人家只有70块，不借？那
孩子咋办？！”侄女尚未痊愈，催还的
人就上门了……

这些借钱的经历，深深刺痛了夫
妻俩。李前进反复念叨：“不能说，丢
人。”孙三景说:“到现在都知道借钱
难。”这些日子，看尽人情冷暖。

李前进干活更加拼命，不仅当上
了班长，带领全班创出了多次单产进
尺第一名，还在全集团技能比赛中屡
获第一，培养了一批综掘机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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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孔文）徐矿集团深入
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的重大部署，把推进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来抓，于近
日出台《徐矿集团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十条》，创新激励奖励机制，增强产业
工人的获得感，让他们在政治上有地位、
经济上有待遇、社会上受尊重。

让产业工人更有政治地位，保证工
人有效参与企业治理。提高一线产业工
人党员比例，创建党员先锋示范岗，国家
级党员劳模参加集团公司党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企业重大决策听取产业工
人意见，涉及产业工人切身利益的重大
问题必须经职代会审议通过；以满眼都
是人才的理念选人用人育人，打破学历、
职称、身份等限制，把优秀产业工人选拔
到管理岗位，技能人才、领军人才优先列
为后备干部推荐人选，“人人是人才，人
人可成才，人人能成才”在徐矿成为现
实。

让产业工人更有经济地位，为技能
人才提供“真金白银”奖励。工资分配向
一线产业工人倾斜，建立技能水平与薪

酬等级挂钩制度，国家、省（部）、市级劳
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及集团
公司劳动模范，在岗期间月度岗位工资
标准分别不低于所在单位正处级、副处
级、正科级、副科级干部；按时足额为产
业工人缴纳“五险一金”，提高劳动模范、
高技能人才（在聘任期内）年金企业缴费
比例；产业工人在国家、省（部）级专业技
术大赛中获得优胜名次的分别给予5至
20万元、2至10万元奖励，新取得技师、
高级技师职业资格分别给予 5000元、
10000元奖励。

让产业工人更有社会地位，成为更
有力量的时代“红人”。对获得集团公司
级以上荣誉称号的产业工人，印制个人
先进事迹宣传画（册）；对获得国家、省
（部）级荣誉的产业工人，发送喜报并制
作展播个人先进事迹宣传片，安排家庭
疗休养；加强劳动保护，实现职业健康体
检全覆盖，维护产业工人安全生命健康
权益；优先录用优秀产业工人子女，每年
选送100名骨干产业工人到国内外知名
院校、大型企业、培训机构进行学历、技
能提升培训。

政治上有地位 经济上有待遇 社会上受尊重

徐矿出台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十条

排查整治促规范

新安煤业公司
聚焦任务抓落实
创新举措上台阶

徐矿二院
大医精诚显仁心
妙手济世暖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