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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本领 实习
生 马佳瑞）7月19日，徐矿集团党委
副书记、副总经理石炳华到华美建设
投资集团开展专题调研，强调要进一
步明晰路径、精准定位、细化管理、形
成合力，打造专业化建设投资集团，成
为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

7月19日一大早，石炳华实地察
看了该公司徐矿城二期项目营销中心
和煤机西村棚改项目建设施工现场，
详细询问了项目工程质量，商业配套
及区位优势等细节，对工程进度、项目
宣传等工作提出要求。

在下午召开的座谈会上，石炳华
认真听取了该公司相关工作情况汇
报，对该公司取得的发展成绩表示肯
定。他说，华美建设投资集团组建以
来，领导班子服务大局勇担当，主动作
为、真抓实干，企业运营管理稳中有
序，发展势头良好。

石炳华强调，华美建设投资集团
成立不久，面对转型发展的新挑战新
机遇，公司领导班子要勇于担当、解放
思想、善作善成，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做
长。要理清发展思路，确立战略目标，
加强项目前期论证，完善管理架构，建
立健全管理制度，平稳推进组建基础
工作；要精准定位，兼顾内外两个市
场，超前谋划接续问题，加大市场开发
力度，为公司发展储备足量土地资源；
要细化管理，高质量运营好现有物业
服务项目，以高标准的优质服务打造

“华美”品牌；要优化人才队伍，以主题
教育为契机解放思想，对标找差，结合
企业发展实际，多手段培养专业型人
才，多渠道引进实用性人才，为企业后
续发展储备人才。

徐矿集团党委委员、工会代主席
李维刚，总法律顾问李卫东，相关部室
及基层单位负责人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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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亚男）7月19日至
20日，江苏省国资委党委副书记、副主任
沈建生，徐矿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冯兴
振等领导深入徐矿集团在疆部分企业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
调研，听取广大干部职工心声，看望慰问
扎根边疆创业的干部职工。

在19日下午举行的座谈会上，调研
组一行分别听取了夏阔坦和天山矿业公
司开展主题教育及整体工作情况汇报。
沈建生用“三个非常”表达了自己的感
受，他说，一是非常感动，通过调研进一
步加深了对煤矿、对徐矿的印象，徐矿干
部职工的创业奉献精神让自己深受教
育。二是非常振奋，徐矿这两年发生了
诸多根本性变化，从人心浮动、人心思走
到人心稳定、人心凝聚，从方向迷茫到找
准“一体两翼”发展路径，从处在盈亏徘
徊阶段到位列国资委省属企业前列，这
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新一届领导班子的
坚强领导，离不开各级党组织、全体干部
职工特别包括远在新疆的各家企业的辛
勤付出。三是非常期待，相信随着产能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服务新疆发展能力
会越来越强，对徐矿早日建成国际化特
大型省属能源集团充满期待。

沈建生高度评价了徐矿集团主题教
育开展情况，认为集团党委高度重视、措
施扎实、富有特色。他希望徐矿集团按
照中央“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总要求和省委提出的“五深入五落
实”部署，在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题、整改落实等方面落实处走在前；牢固
树立安全为天的思想，克服麻痹松懈情
绪，切实防患于未然；围绕服务江苏能源
安全保障目标推动转型发展，围绕做强
做优做大主业推动转型发展，转出发展
高质量，转出经济好效益；持之以恒加强
党的建设，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加快年轻
干部培养。

冯兴振感谢沈建生一行不远万里来
到徐矿在疆两家单位开展主题教育调研
活动，认为这充分体现省国资委党委对
徐矿集团党委的关心支持和对徐矿职工
的关心厚爱。冯兴振对两家单位近年来
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他们在主动作
为、克难攻坚、将不可能变成可能中展现
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去年以来，天山俄矿通过国家一级
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创建，完成了750
万吨/年产能核增，成为新疆最大的井工
煤矿，利润三年翻三倍。今年上半年，公
司煤炭产销喜人，利润创建矿以来最好

水平，体现了大矿的责任与担当，成为飘
扬在天山上的一面旗帜，飘扬在徐矿共
产党员心中的一面旗帜。夏阔坦矿业公
司小企业有大作为，在非常困难的情况
下实现榆树田煤矿合法合规生产，从生
死存亡中挺过来，从艰苦奋斗中走出来，
从强企富民中好起来，实现了安全生产、
生态修复、形象重塑、大局稳定，体现了
公司领导班子的责任担当和为民情怀。
冯兴振动情地说，正是你们完成的一个
个不可能，才将集团公司500天蝶变变
为可能。徐矿共产党员有担当、有情怀、
有能力，凭借执着坚守和不变初心，才有
了徐矿的困境突围、转型重生。他称赞
两家单位干部精气神足了，环境美了，职
工心气顺了，社会责任履行得更好。

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冯兴振对天山
矿业公司发展提出“五个最”的目标，即
建成新疆最大、环境最美、最安全、效益
最高、形象最好的企业；要求夏阔坦矿业
公司尽快创建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
矿井，在新疆片区力争人均创效第一，企
业文化、“家”文化走在前列。

冯兴振强调，实现徐矿集团第八次
党代会提出的战略目标，建设国际化特
大型省属能源集团，服务全省能源安全
保障，融入地方发展实现企地共赢，一定

要认真践行习近平能源安全新战略，深
入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突出问题导向，找准短板，坚定信心，
狠抓落实。一要站在更高起点上解放思
想，在主题教育过程中，推进解放思想更
深入，更好完成储量扩充、产能提升目标
任务。二要提高思维能力，坚持战略思
维、系统思维和底线思维，深入推进煤矿

“四化”建设。三要坚守责任担当，锤炼
坚强党性。四要坚守为民情怀，补齐民
生短板，提高产业工人地位和待遇。五
要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建设、人才建
设、青年干部培养等方面持续发力，通过
扎实深入开展主题教育，让党旗在天山
上更鲜艳。

调研期间，沈建生、冯兴振等领导深
入夏阔坦矿业公司榆树田煤矿井下，与
干部职工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安全生产
情况。来到110501掘进工作面，冯兴振
一边查看现场情况，一边向当班职工致
意问候。看到煤壁上一排排闪亮的乌
金，听取该公司负责人汇报瓦斯治理的
有力举措，冯兴振十分欣慰。在井下休
息区全家福展板前，他深有感触地说：

“亲情教育的形式很好，提醒职工家里有
年老的父母、温柔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
要时刻绷紧安全弦。”冯兴振强调，在新

疆工作的同志不仅要确保生产安全、还
要确保人身安全,更要确保各级领导干
部政治安全。要坚持底线思维，依法合
规生产，打牢现场安全基础，促进矿井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在夏阔坦矿业公司、天山矿业公
司，冯兴振还慰问了坚守岗位的干部职
工，专程看望了“徐州好人”王玉久、徐
州市劳动模范时振京等先进典型，勉励
大家要通过选树培育劳模工匠好人等
为载体，形成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
厚氛围，以此进一步推动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在参观了天山矿业公司职工标
准化公寓、文体活动中心、食堂、商业街
等处后，看到门头均以“家”为主题贯
穿，夏阔坦矿业公司“家”文化广场景色
秀美、氛围浓厚，冯兴振大为称赞，并叮
嘱两家公司负责人，一定要把职工放心
上，视职工为亲人，大力推进“家”文化
建设，让扎根边疆创业的职工工作顺
心、生活舒心。

省国资委宋一鸣、武鑫；徐矿集团领
导陈清华、钱亮星、陈宁，总工程师李剑
锋，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新疆公司党
委书记、总经理顾士亮，集团公司党委工
作部、党政办公室、生产调度指挥中心、
经济运行部相关负责人参加调研。

冯兴振在陪同省国资委一行赴新疆片区部分单位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调研时强调

让党旗在天山上更鲜艳

本报讯（通讯员 陈松
涛）徐矿一院党委以“走访转”
为总抓手，聚焦医疗主业，结
合医院发展中心任务，为患者
解难题，不断推进“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向纵深发
展。

该院班子成员坚持问题导
向，深入一线开展调研，在深
走、深访、深转上出实招求实
效。在了解到精神科基础设施
建设陈旧、患者日常生活环境
亟需改善时，迅速制定整改措
施，改造精神科整体基础设
施。目前工程建设已进入收尾
阶段。针对职工群众反映本市
异地患者不能在院直接刷卡就

医的问题，该院领导班子加强
政策研究，千方百计争取地方
政府支持。通过努力，医院近
期先后与铜山医保局及睢宁医
保局签订定点医院协议，成为
此两地医疗保险定点单位，既
解决了异地患者看病难问题，
又拓展了服务范围，实现了有
质量有效益的市场开发。同
时，该院以主题教育为指引，在
全院范围内开展了以“用心服
务、美好回忆”为主题的优质服
务培训工作，并通过“用心服
务、暖心助康”爱心公益、夏季
送清凉等活动，不断提升医疗
服务质量，打造徐矿一院“家”
文化。

本报讯（通讯员 王宏胜）
近日，百贯沟煤业公司党委中
心组一行14人奔赴六盘山红
军长征纪念馆，现场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
动。

该公司党委中心组成员
在党旗的引领下，佩戴党徽，
顺着84年前革命先辈走过的

“红军小道”，一路缅怀先辈们
的丰功伟绩。在三大红军会

师纪念碑前，大家庄严地举起
右手，面向党旗，重温了入党
誓词；在红军长征纪念馆里，
深刻感受了革命成功的来之
不易，纷纷表示在新时代走好
新的长征路，坚守“为企业谋
发展、为职工谋福祉”的初心，
践行“让全体职工都能过上好
日子”的使命担当，发挥共产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企业
的高质量发展多作贡献。

徐矿一院党委
主题教育“走”深“做”实

◎通讯员 刘玲

去年以来，长青能化公司党委团
结带领广大干部职工以高质量发展
为中心任务，着力构筑和谐、高效、绿
色、幸福长青建设，以高质量的党建
工作引领公司全面高质量发展，实现
了精甲醇产量突破77万吨、营业收
入22亿元、经营利润3.26亿元，三大
主要指标均创历史最好水平。今年
1-4月份，生产精甲醇27.6万吨，再
创历史新高，始终保持全国甲醇行业
最高水平。

6月28日，在徐矿集团党委举行

的庆祝建党98周年暨“创先争优”表
彰大会上，长青能化公司党委被授予

“先进党委”光荣称号。消息传来，干
部职工纷纷在内部群里分享获奖的喜
悦，留言点赞，十分振奋。

凝心聚力 打造和谐长青
该公司党委通过深入开展“走访

转”“解放思想大讨论”等活动，将“争
创全国同类装置高产高效典范”的发
展理念宣贯到每一名干部职工，凝聚
了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有效运用“主题党日”“党员示范
岗”等载体，严抓“三会一课”制度落
实，创新党课讲授方式，推行“轮班制”

“微党课”等，促进党支部党建与安全、
生产、经营工作有机融合。以“三讲”
教育为契机，强化干部作风建设，实施
了以“治庸提能力、治懒振精神、治散
正风气、治浮求务实、治拖增效率”为

目标的执行力提升工程，开展了基层
评议机关活动，干部队伍服讲大局、讲
责任、讲规矩的良好风气正在形成，为
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
障。

精益求精 练就品牌长青
该公司党委始终把安全环保视为

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以“两学一做”
“三讲”学习教育为载体，实施本安长
青建设工程，夯实HSE管理基础，严
格落实支部、部门、班组、个人“四级”
安全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保一
级、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安全管
理模式。以“力行低碳”为企业使命，
提出了“安、稳、长、满、优、环”的生产
理念，不断夯实责任体系、强化制度建
设、推进创新驱动，以“过得硬”的高标
准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下转2版

党建引领高质量 凝心聚力树标杆
——记长青能源化工公司党委

沈建生（右二）、冯兴振（右三）等领导深入夏阔坦矿业公司榆树田矿井下现场调研。本报记者 王亚男 摄

百贯沟煤业公司党委
主题党日“重走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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