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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嵇维林 刘波

“芙蓉出水自净，流水不腐自清”，“无贪

心，无私心，心心清白自安乐；怀国事，怀民

事，事事躬勤且抒怀……”日前山东能源梁家

煤矿 200 多名副科级以上管理人员，每人都

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廉政“贺礼”。原来这是该

矿纪委利用矿井 5G 通讯智慧系统，给每名副

科级以上管理人员发“廉政短信”，提醒各级

管理人员时刻紧绷廉政这根弦，廉洁遵纪，加

强廉洁自律、防微杜渐，确保清风廉政。

近年来，每逢节日期间，该矿纪委都超前

谋划布置，提前动手早落实，通过发“廉政短

信”、召开廉政专题会议、家属廉政座谈及开

展“廉政大讲堂”等系列活动形式，勤嘱咐、早

预防，打通全员“廉”节“关口”循环。

“原先职工总认为节前矿上抓廉洁建设

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现在有了‘八个不准’

行为规范，职工都说现在矿井抓廉政建设是

来真的、来硬的、实打实，看来马虎不得了。”

在该矿综掘队，大班长叶战军说，矿井制定的

廉政建设进班组、到岗位“八不准”制度，在基

层区队推广以来，工友们一致点赞，干起工作

劲头也更大了。

原来，该矿纪委在探讨创新廉政建设重

心下移时认为，区队、班组和岗位也是职工看

得见的廉政“风险区”。为此他们在前期开展

好矿井“九个一”廉政活动基础上，抓住区队

和班组这个根基，确立了“八个不”廉洁行为

规范，向企业的微细胞组织植入“廉洁因子”。

“以前工区班组总或多或少存在这样那

样的问题，有些问题就游走在规矩的边缘，心

里也不踏实，现在廉洁文化进区队到班组了，

我们搞管理、干实事心里也踏实多了。”综掘

队队长王世长说，抓好区队和班组的廉政建

设，就是营造煤矿职工干群一心的清风正气。

“发生在身边的廉政案例一听一看，很震

憾也很受教育！”该矿纪委不仅在重大节日期

间做实“廉”节“关口”循环，还利用电影、电视

及网络媒体等视听冲击优势，向全员敲响反

腐倡廉“警钟”。

将廉洁元素渗入到区队，融入到班组。今

年以来，该矿通过开展纸上传送、课堂讲送、

网络推送、广电播送、现场直送等“五送”的方

式，把廉政文化送到矿井的每个角落，形成立

体化、多层级、全覆盖的文化“特色餐”格局。

“由于一些重点工作岗位特殊性，决定了部分

管理人员在各岗位都拥有或大或小的权力，

用权不当，稍有不慎，随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

的问题。”该矿纪检员高洁介绍说，节日期间

也是抓廉政教育的“契机”。

节日也是滋生腐败“高发”季节。为了将

节日“廉政之花”开满整个矿区，让清廉之风

成为每名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政治品格，该

矿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矿内部网站及 QQ
廉政平台等多种形式，及时推送相关廉政动

态、思悟文章、警句共勉等信息 200 余条，提

醒“关键少数”要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

面，以不触底线、不碰红线的严正态势，守住

廉政“高防”阵地。

“廉政建设需要抓经常、经常抓，抓日常、

日常廉，而多项载体互动融合是一剂特效‘良

药’。”该矿纪委负责人介绍，他们在今年企业

廉政建设专项整治和对基层单位巡察过程

中，以列清单、抓责任方式整改相关廉政问题

80 余条，以实之又实的举措，筑牢了矿井“清

正梁煤”特色品牌。

节日慰问
到一线

国庆、中秋“两

节”期间，淮北矿业集

团临涣选煤厂工会工

作人员把象征团圆的

月饼和平安幸福的苹

果等礼包送到班前会

职工手上，嘱咐他们

提高安全意识，上安

全岗，干安全活，做安

全人。

石启元 摄影报道

打通全员“廉”节“关口”循环爱 嗦的安全主管
“王老大”

■ 张兰君

“王老大”叫王立胜，是西北油田采油二厂

管理一区生产运行中心副主任，主管安全工作。

今年 54 岁的他戴副眼镜，个子不高，一口山东

话，说话像蹦豆子，直接干脆不留余地。

“王老大”是同事给王立胜起的绰号。叫他

“王老大”一是因为他在二厂工作 19 年了，是同

事们的老大哥。二是因为他主管安全工作严格

较劲，毫不留情，总是爱说“安全大于天”。

王立胜在工作中，一件事情要强调好几遍。

他说：“同事们都嫌我啰嗦，可是安全问题不啰

嗦不行。”日常检查中发现问题，王立胜的口头

禅是：“马上整改，不能拖，就像上车要时刻系好

安全带一样。”

6 月 16 日，7-1 计转站进行“锅炉压力容

器打磨”项目开工验收。王立胜提前来到现场，

一一仔细检查了现场开工设施和消安器材，告

诫施工人员：“我们这里最大的安全隐患是什

么，就是硫化氢，一定要在硫化氢状态安全的情

况下进行施工。”一阵检查和忙碌，直到验收合

格后才在开工验收单上签字。走之前不忘啰嗦

一句：要时刻系好“安全带”。

8 月 7 日，王立胜来到 TK664 井上进行施

工前安全检查，检查过程中发现泵车和水车的

距离只有 4.9 米，不足 5 米，达不到安全距离，

“差 0.1 米，马上把车距调整到安全位置。”王立

胜大声对站在一旁的司机说到。“就差这一点，

没事的，车挪来挪去太麻烦。”杨振卫走过来说

到。“差 0.1 米也不能开工，看来我得再给你们

上一堂安全教育课。”王立胜的语气变得严厉。

杨振卫及现场人员员被王立胜的严厉所震

慑，红着脸说：“王主任，我们马上整改。”

于是，王立胜现场将施工方人员召集到一

起，对现场负责人杨振卫进行严厉批评，然后将

安全的重要性进行再次讲解。他说：“安全工作

必须严格要求，不仅是为了保证安全生产，还有

在场每个人的人身安全。只有不放过一丝安全

隐患，才能既保证个人安全，又不给企业造成损

失。”

王立胜就是这样，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

啰嗦安全问题。

王立胜每到一处，都要用随身携带的小相

机把存在的问题和好的做法拍下来，他说：“我

年龄大了，记性不好。每天检查都先用相机拍

下，然后用本子记录好每口井的问题，回去看到

照片再整理，就很清楚了。安全时刻不能放松，

早预防、早发现、早解决。”

采油管理一区经理杜林辉开玩笑地说：

“‘王老大’说话是很啰嗦，但他的啰嗦就是我们

的‘安全带’。”

巨能川九公司举办新型冠
状病毒防控知识培训
■ 彭光淑

为提高员工在国庆中秋长假期间的防疫意识，

体现工会对职工的人文关怀，双节前，重庆高速巨

能集团川九公司于 9月 28日举办了“强化健康知

识普及 提高全民安全意识”为主题的健康知识讲

座，公司总部 60余名员工参加。

此次培训讲座特邀全民安全健康教育网重庆

站的宣教老师授课。讲座的主要内容为新型冠状

病毒防控知识，重点从传染病的定义、传染病的分

类、传染病的防控措施、口罩的佩戴方法、洗手的

正确方法及密集人群的防控措施等方面作了深入

浅出的讲解。

除防疫知识外，宣教老师还给与会人员普及

了心理健康知识及 CPR 现场紧急救护知识，同时

对肺癌、肝癌及乳腺癌等早期信号的辨认。

此次讲座，增强了员工的公共防疫意识，培养

了员工正确的健康观念，引导员工保持积极乐观

的心态，增强员工预防疫情和各种疾病的知识，有

效地维护了员工的身心健康。

“我与国企合个影，我对祖国说句话”

山东物商集团
举行爱国主题活动

■ 丁悦

金秋十月，红旗飘飞，神州大地，繁花似锦。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1 周年，表达对伟大祖国的

美好祝愿，展现物商人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在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山东物商集团组织开展了

“我与国旗合个影，我对祖国共说句话”主题活

动，以丰富多彩的形式为祖国献礼。

活动中广大党员、团员、无党派人士、知识

分子纷纷与国旗合影留念，将一张张笑脸和鲜

艳的五星红旗定格在照片中，用自己真挚的话

语表达对祖国母亲的无限热爱和美好祝福，营

造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递爱国、爱企新风尚

的浓厚氛围。

大家一致表示，要立足本职，履职尽责，用

奋斗绘就精彩人生，以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为祖

国的繁荣富强，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积极贡献

自己的力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祖国献礼。

■ 刘光贤

“我们经过座谈和走访调查发现，一部分

一线职工特别是‘三违’人员和安全薄弱人员

对传统的安全宣教形式不感兴趣。”山能枣矿

柴里煤矿工会主席丁春纪说。

今年以来，柴里煤矿工会女工协管会突

出用温情、亲情、感情保安全促发展的工作主

旨，创新实施“家属联保 10+”安全宣教机制，

进一步警示教育职工、纠正职工的不安全行

为和滑坡思想，以“春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的温柔亲情促进安全文化建设，用“亲情协

管”打造“柴矿温度”，促进安全宣教真正入脑

入心，为矿井发展筑起一道安全屏障。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我要时刻绷紧安全

弦，工作上认真按规程作业，做一名本质安全

的好职工、幸福家庭的好丈夫。”“我一定吹好

枕边风、当好贤内助，让丈夫全身心投入安全

生产……”具体工作中，他们创新开展“家属

联保+公约约束”活动，组织一线职工和家属

签订“家属联保安全公约”，约定夫妻双方在

安全中应做到的事项，对诚信履约、全面履约

的给予一定奖励，增强职工与家属的安全联

保责任意识。

“通过协管员的耐心帮教，我深刻认识到

了自己的错误，今后我一定提高标准意识，全

面做好安全生产。”综合工区“三违”人员老姜

说。该矿定期邀请“三违”人员的家属开展“家

属联保+亲情座谈”座谈会，引导家属讲述切

实感受，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进一步筑牢安

全生产的第二道防线。

他们还精心开展“百米井下送真情、巷道

深处嘱平安”一线慰问活动，以“家属联保+井
下体验”的形式，邀请职工家属体验井下真实

环境，了解一线职工的艰辛，当好安全“贤内

助”、吹好安全“枕边风”。

“因为有了亲情，安全宣教不再是一项工

作、一种生硬的说教，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和被牵挂的感动。”该矿工会女工委主任李美

说。

针对“三违”职工的违章类别、思想变化

以及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深入开展“家

属联保+心理疏导”帮教；组织职工家属开展

“家属联保+安全家书”活动，利用“读、写、展、

评”安全家书等形式，引导一线职工时刻牢记

安全是家庭幸福的一切；聘请部分一线职工

的子女作为“小小安全协管员”，开展“家属联

保+小手牵大手”活动，以亲情呼唤安全、守卫

安全、确保安全；组织职工家属开展“家属联

保+典范带动”活动，共同进区队、进社区、进

家庭为“安全典范人物”送贺信，发挥典范带

动作用，引导一线职工对照先进人物找差距，

进一步规范安全行为；开展“家属联保+感恩

教育”，通过感恩视频和感恩互动等游戏，让

职工体验家人对一线职工安全的牵挂，让职

工了解什么是感恩、为什么感恩、怎样去感

恩。

“通过感恩教育，让我进一步增强了家庭

责任感、工作责任感。为了家庭幸福，工作中

我一定做到上标准岗、干标准活，自觉做到不

安全不生产，让家人放心、安心。”综掘二区职

工李猛说。

他们还广泛发动职工家属自主录制安全

宣教“微视频”，开展“家属联保+亲情视频”宣

教，将一声声慈爱的叮嘱、一个个体贴的眼

神、一声声稚嫩的话语利用视频形式，融入到

每一位职工的心中，把点点滴滴的关爱化作

安全的保障。组织家庭把安全宣教延伸到社

区、区队和家庭中，开展“家属联保+亲情助

力”，利用亲情的力量教育感化职工，让职工

们牢牢记住亲人的叮嘱和期盼。

“家属联保 10+”安全宣教机制凸显了女

工家属协管抓安全、保安全、促安全的独特作

用和优势，更加贴近一线、贴近职工、贴近管

理，把父母情、夫妻情、儿女情融入到安全工

作之中，更好地促进了矿井的安全发展。

今年以来，该矿共开展“家属联保 10+”
载体活动 112 场次，组织书写安全家书 236
封，制作亲情寄语、安全手抄报等牌板 56 块，

转化帮教“三违”职工 1000 余人次。“家属联

保 10垣”作为枣矿集团“安全宣教 20 法”之一

在山东能源安全宣教现场会上进行了宣传推

广。

柴里煤矿安全“硬壳”里的温柔“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