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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现场的声泪俱下，高墙院内的认罪忏悔，案件
背后的深刻剖析，展现了党和国家全面从严治党的决
心。《正风反腐就在身边》专题片中的 16个近年来发生
的真实案例，充分体现了正风反腐肃纪给人民群众带来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
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恪尽职守、率先垂范，不断
强化自律意识，发扬“螺丝钉”精神，干好本职工作，
以良好的工作状态、务实的工作作风完成各项任务目
标。
一是端正学风，以理想信念为“灯塔”。反腐倡廉关

系党的生死存亡，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特别是在一些
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发展阶段，更是把反腐倡廉摆在非
常重要的位置，而且要求越来越高，制度越来越严，抓
得越来越紧，力度越来越大，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始终毫
不动摇反对腐败的决心和意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
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全面从严
治党新形势新任务，提出了一系列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
论述，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的重要遵循。我将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扎扎实实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好，进一步坚定
理想信念，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排非分之
念，树立良好的党员领导干部形象。
二是端正作风，以廉洁从业为“准线”。当前，集团

公司开启了“十四五”新征程，进入了一个机遇与挑战
并存、希望与困难同在的关键时期。越是在这个关键时
期，越需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过硬的作风和严明的纪
律作保障，越需要我们党员干部坚定不移地反腐倡廉，

营造风清气正的从业环境。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稍有不
慎，就会搞坏一个单位的风气，涣散干部职工的斗志，
集团公司多少年辛辛苦苦开创出来的好局面就会受到严
重影响，就会给企业和职工群众的利益带来不可挽回的
损失。为此，我将做到一手抓廉洁、一手抓发展，依法
治矿、以严治矿，围绕发展目标、重点工程建设、经营
管理等一系列目标任务，强纪律、抓执行，坚决防止和
纠正违背矿党政决策部署、损害企业和职工利益的错误
行为发生，切实把“为民、务实、清廉”、“能干事、办
成事、不出事”的要求扎根于每个党员干部心中，一以
贯之地体现到实际工作中去，为企业“十四五”开局起
步提供坚强保证。

三是端正家风，以重视家教为“操持”。古人云：“欲
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
的精神状态、价值追求，家风是作风的臂膀，家风浩然
敦厚，才有作风严实清廉，家风正才能作风正、律己
严、行得正。因此，我会以《正风反腐就在身边》专题
片为警钟，时刻提醒家人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与
家人自觉学习法律法规，学习廉洁自律有关规定，学习
近年来反腐案例，切实增强廉洁意识，筑牢思想防线。
积极参与矿纪委组织的“家庭助廉”活动，把好自己的
“家门关”，使家人当好
拒腐防变的“守门员”
和“监督员”，共同做
到慎独、慎微、慎权、
慎欲，不给别有用心的
人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用清廉守护温馨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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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正风反腐就在身边》专题片，使我清醒地认识到，只有
不断地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才能坚定自己的信
念，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提高自我约束能力，才能保持
警醒、保持冷静、保持操守，立于不败之地。在工作中，我将牢固
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不断反省自己，慎独、慎
微、慎权、慎欲，做到自警、自省、自重、自律，在实践中不断锤炼、
锻造自己的“四心”。
一、严守纪律，铁心干事。“守纪律、讲规矩”是我们党的优良

传统，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必然要求，是马克思主
义政党的内在属性。从历史与现实的层面来看，严守纪律规矩，
是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
革命胜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的重要基础。党的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仅是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为的约束，更是一
种程序性的要求和体现，是对我们党民主科学决策和自身建设
规律性的准确把握。要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坚持在纪
律规矩面前人人平等，不搞特权主义、不突破政策底限，严格按
章办事、按规矩办事。“上行方能下效”，唯有党员领导干部的率
先垂范，才能更好地引领和带动好普通干部，才能有力提升干部
队伍整体的凝聚力、战斗力和执行力。

二、强化担当，尽心做事。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依然严峻复杂，“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还没有

完善，“四风”问题禁而未绝，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尚未
根治，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仍易发多发。
因此，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
上，必须以“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执着韧劲和“越是艰险越向

前”的使命担当，恪尽职守严监督，寸步不让严执纪，动真碰硬严
执法，坚决打赢正风肃纪、惩恶反腐持久战，进一步巩固发展良
好政治生态，不断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提升本领，专心成事。专题片中最令我警醒的是响水化

工园区爆炸事故，从事故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事故企业从中层管
理人员到岗位操作人员缺乏化工安全生产基本常识，对本岗位
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风险不掌握，安全意识淡薄，各级检查流
于形式。虽是个案，但却给我再次敲响了警钟，必须从中认真汲
取教训。峰煤焦化公司生产系统高温高压、易燃易爆，对待安全
生产，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紧严细实全”大安全观和“13589”安全
管控体系，采取多种形式，加大教育引导力度，使广大干部职工
充分认识到安全第一的重要性，认识到违反安全红线与底线的
严重后果，从而真正把安全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切实强化
提升领导干部和广大职工的安全意识，筑牢安全生产思想防线，
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四、深化作风，用心谋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贯彻集团公司“固本、开
源、创新、做强”战略方针，深化改革创新，奋力攻坚克难，加快转
型升级的重要一年。峰煤焦化公司作为集团公司“123”产业发
展新格局中两个支柱产业之一，被赋予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
为此，我将严格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党政工作部署，继续对标深化
“八个反思”，切实提高“七种能力”，通过持之以恒加强思想淬
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不断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实实在在的成绩回馈组织的信任、职工的重托。特别是在当
前疫情和市场双重压力下，要进一步加强生产组织，稳固经营成
果，大力推进新项目研发、新技术利用，落实清洁生产和节能减
排责任，为完成全年生产经营目标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做出
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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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田晓旭） 3月23日下午，集团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刘存玉到旺峰嘉苑小区调研检查。集团
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郭志武，副总经理王殿录参
加调研。
在已经交付入住的旺峰嘉苑林逸和铜雀小区，刘存

玉详细了解了两个小区的水、电、气、暖供应情况，实
地查看了小区的绿化美化情况和公共服务设施。
刘存玉指出，旺峰嘉苑小区是集团公司的重要民生

工程之一，有关部门和单位一定要厚植为民情怀，把旺
峰嘉苑小区建设当成头等大事来抓，把好事办好、办
实，让群众满意。在下一步的工作中，要合理规划，让
小区环境优美、配套设施齐全，不断提升入住职工家属
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随后，刘存玉来到正在施工的旺峰 S1地块，详细了

解了该地块主体工程、配套工程等目前的建设情况、工
期安排等。
刘存玉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加快旺峰

嘉苑小区建设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的重要内
容，作为向建党 100周年献礼的重要项目，在保证安
全、质量和环保达标的前提下，协调各方力量，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加快施工进度，将受疫情和环保影响的
工期抢回来，确保如期交房，努力把旺峰嘉苑小区打造
成职工家属满意的幸福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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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连洁雨） 3月 24日上午，集团公司
在峰峰煤矿展览馆，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标志着集团公司庆祝建党100周年
系列活动全面启动。
集团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副总师、机关部门主要

负责同志，基层单位党政正职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
参加活动。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存玉在启动仪式上

讲话。他指出，各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提高政治站
位，把开展建党10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作为贯穿全年的
重要政治任务，切实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实施，全力
抓好落实，以此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继
承艰苦奋斗、勇争一流的光荣传统，大力弘扬勤勉敬
业、忠诚担当的优良作风，不断开拓进取、攻坚克
难、创新发展，朝着全面建设高质量发展百年强企目
标奋勇前进，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刘存玉强调，开展系列庆祝活动，要学史明理讲
理想，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要把庆祝活动融入党史学
习教育，把学党史同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相贯通，同学习峰峰集团改革发展史相结
合，努力在党史学习教育和庆祝活动中，汲取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奋进力量。

开展系列庆祝活动，要联系实际悟思想，高举旗
帜向前进。要坚定对峰峰集团做强做优做大、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决心，围绕“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
题，讲好峰煤故事，大力营造浓厚的庆祝氛围。
开展系列庆祝活动，要为民服务办实事，深入践

行初心使命。要把开展系列庆祝活动同解决职工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相结合，按照“快严实、好新暖”的
要求，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确立
为民办实事的项目，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结合实际抓
落实。

开展系列庆祝活动，要干事创业开新局，奋力夺
取百年强企建设新胜利。要把庆祝活动中焕发出的爱
党之情、报国之志、奋斗之勇、创新之力，转化为干
事创业、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和强大合力，坚定不移
实施“固本、开源、创新、做强”战略方针，全面推
动七大专项攻坚行动，加快推进“八大中心”建设，
统筹抓好安全生产、经营管理、改革创新、疫情防
控、党建思想政治等工作，奋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启动仪式由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

经理孟宪营主持。
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郭志武宣读了集

团公司党委《关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活
动安排》。按照集团公司党委统一部署，集团公司将在
今年陆续开展23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

参加启动仪式的全体党员共同重温了入党誓词，
并分组参观了峰峰煤矿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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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赵敏 王静 张琳）
近日，马头洗选厂、煤炭运销分公司、峰
煤焦化公司圆满完成一季度各项生产
经营目标，顺利实现首季开门红。
马头洗选厂围绕集团公司“大精

煤”战略部署，及时调整精煤配煤入
洗方案，科学组织精煤生产。严格执
行“商品煤制”管理办法，加强煤质
采制化管理，源头把控煤质，积极开
展配煤试验寻找最佳配比方案，每日
比对精煤回收率与入洗原煤灰分，实
现精煤回收率最大化。狠抓生产过程
管控，针对入洗原煤煤质变差、矸石
量大、导致精煤指标不稳定等问题，
组织生产骨干认真分析，结合质检中
心、机电科重新标定悬浮液密度、煤
泥含量，加大分流量，调整每台磁选
机处理量，降低系统煤泥含量。加大
磁选机、脱介筛上物料带介、煤泥含
量检查力度，及时掌握单机灰分、浮
选尾矿、中煤损失等各项指标。在精
煤压滤机上加装反吹逆止门，加强脱
水设备的日常维护，保证设备工况；
坚持每班对精煤脱水设备进行水分检
测，确保精煤产品水分保持在 13%以
下。截至 3月 23日，生产精煤 736701
吨、超计划 6701吨，精煤回收率完成
56.67%、超计划 4.57%，提前 8天实现
首季开门红。
煤炭运销分公司面对疫情影响及

春节期间原煤调入洗计划受阻等困
难，从强化内部调运入手，与相关部
门和单位加强沟通协调，同时抓好辛
安矿原煤降库存工作，突击调运辛安

矿库存原煤，增加肥煤入洗量。成立
路运协调小组，加强与铁路部门联
系，每日与邯郸货运中心、车务站段
对接日请批车计划，与国铁车站、货
运网点沟通空车配给、装车质量等，
日均装车数保持在 500车左右，确保
了原煤调运有序进行。面对气温骤降
导致装卸困难的实际，督促各原煤矿
井及洗选厂做好防冻粉喷洒工作，加
快装车进度，缩短车辆停留时间，提
高原煤运输效率。抓好精煤运输集港
工作，及时制定了辛安矿肥煤调入马
选厂运输方案，保证了矿厂正常生产
和煤炭产品结构调整。截至 3月 24
日，完成原煤调运 149万吨，提前完
成首季目标。
峰煤焦化公司实施竞赛激励机

制，围绕产量、单耗、操作开展班组
竞赛，促进了岗位规范化操作、精细
化生产。破解疫情造成的运输难题，
提高服务水平，实施专人盯货装车，
加快装车速度，节约装车时间，确保
及时发货。强化每批货的到厂信息反
馈，以优质的售后服务赢得客户的满
意。加强本地用户开发，增加邯武地区
钢厂用量，适时增加汽运循环量，稳住
了当地销售市场。充分发挥公司铁路
专运线优势，提前争取铁路计划，以稳
定的火车发送量稳定了湖北、辽宁等客
户。及时调整销售策略，安排人员分赴
上海、唐山、天津等地实地考察情况，依
据钢企库存、焦炭使用和需求量等情
况，及时反馈信息，争取加量出货，提前
实现一季度各项生产经营目标。

部分单位提前完成首季任务部分单位提前完成首季任务 解
难
题

抓
安
全

稳
生
产
王保森
画

梧桐庄矿管技人员在生产头面现场解决生产难题。 九龙矿管技人员在生产源头查看原煤煤质。

羊东矿职工在井下精心维护电气设备。 万年矿职工在运料巷安装坡道罐挡。

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是一条不可逾越

的红线。

——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