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
市传媒中心（东区）：淮北市相山区人民中路316号
市传媒中心（西区）：淮北市相山区南湖路198号
邮编:235000

■ 电话:办公室：3022331（传真）■ 日报编辑部：3056062■ 时政新闻部：3022243 3053289■ 社会新闻部：3026808■ 外宣新闻部：3366077■ 专刊新闻部：3056039■ 政风行风热线：3884243
■ 说办就办热线：3881898■ 摄影部：3053839■ 视觉专题部：3053828■ 数字传媒事业部：3053825■ 数字传媒运营部：3366005■ 网络编辑部：3056012■ 广告经营部：3366180 ■ 报刊发行部：3895292
■ 本报法律顾问：安徽泽黎律师事务所 5238909

编辑/版式 徐筱婧 /孙利 hbrbxxj@163.com 校对 杨素侠

2019年12月3日 星期二2版 要 闻 Http://www.hbnews.net

YAOWEN

他曾是濉溪铝厂的技术
骨干，在生产车间挥洒汗水；
他曾是皖北铝业党政办主任，
带领一批批新党员在党旗下
庄严宣誓。现在，退休后的他
成为一名企业党建“保姆”，怀
揣着真诚之心、担当之心、敬
畏之心，默默地为驻企非公党
建指导探路，书写自己的党建
故事。他叫孙建民，濉溪经济
开发区党建指导员。

“孙指导员，我们企业建
立党支部，需要什么条件？”11
月18日上午，正值上班时间，
两名非公企业负责人前来咨
询关于企业建立党支部等相
关事宜。孙建民一边接受咨
询一边告诉记者，以前企业建
立党支部，都是自己走访企业
要他们建立，现在企业建立党
支部都是主动前来咨询建立
细则。

担任濉溪经济开发区铝
业顾问、濉溪县铝业协会秘书
长的孙建民，对园区内企业非
常熟悉。据他介绍，园区非公
企业党的建设工作是基层党
建的薄弱环节，大部分非公企
业都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对党
建重视不够，党组织机构不健
全、机制不完善，严重影响了
党建作用发挥。为扭转这种
局面，孙建民不断摸索，当起
了园区的企业党建“保姆”。

从成立党组织到开展党
的组织生活，从服务职工到服
务企业发展，孙建民每周坚持
走访非公企业 2 至 3 家，每月
下企业不低于 10 次，一家一
家走访，不断优化企业办事流

程，才让企业对党建工作逐渐
重视起来。

安徽华中天力铝业有限
公司是一家生产铝合金板带
箔及合金铝锭产品的铝产业
骨干企业。由于企业在迅猛
发展之中，生产经营任务很
重，公司党支部抽不出时间和
精力来抓党建，党员发展滞
后，党建工作无起色。

孙建民联系该企业后，马
上进入角色，经过细致地排摸
核查，在短时间内查出企业员
工党员数，并建立了内容详细
的登记表，使来自各地的党员
们重新回到了组织的身边。
有着丰富党务经验的孙建民
知道他们当中有的多年没听
过党课，特地请来党建专家，
上了一堂题为“共产党员如何
在非公企业发挥先进模范作
用”的党课，支部党员及入党
积极分子通过听课，不但感受
极深，对入党的目的也有了新
认识，还使公司充分认识到党
员人才工作的重要性。随后，
孙建民指导华中天力建立了
两间党员活动室，增加了红色
书籍、桌椅板凳、投影仪等，同
时制定规章制度，搭建非公企
业党员活动载体。

不仅如此，孙建民还指导
华中天力党支部制定党建工
作计划，严格党内组织生活，
落实“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
员、组织生活会等各项制度。
按照“六有”标准，加大经费投
入，提升支部标准化建设，夯
实阵地保障，丰富党建活动载
体，充分发挥党组织在企业发
展中的政治引领作用。党支
部作为组织联系员工的桥梁
和纽带，认真倾听员工“微心
愿”，做好暖心服务后勤保障
工作。组织员工进行健康体
检，给员工添置纯净水机等设
施，设身处地为员工解决生活

困难。通过设置“意见箱”，了
解员工诉求，党支部主动帮助
化解公司内部纠纷，注重解决
困难员工实际问题，构建了和
谐劳动关系，增强了企业的凝
聚力。

“公司党支部的规范运
行，离不开孙建民的精心指导
和大力推动。”华中天力办公
室主任宋晓辉说，党支部结合
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通过“党
员示范岗”“流动红旗”“红色
提案”“红色车间”品牌创建活
动，强化典型选树。同时，党
支部积极开展岗位练兵，举办
技能比武活动并及时表彰，有
效提高了员工工作积极性。

今年2月，安徽华中天力
铝业有限公司党支部顺利完
成党组织换届。目前，公司拥
有员工 230 名，其中党员由
2013 年企业成立之初的 8 名
发展到现在的18名。公司党
支部先后获评市级“双强六
好”非公企业党组织、濉溪县

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
为让企业更快更好发展

业务、教育党员、抓好党建，
孙建民还负责了家园铝业党
支部、沪源铝业党支部、美信
铝业党支部和 5 家非公企业
联合党支部的党建指导员工
作。具体工作中，孙建民主
动向开发区党工委请示汇
报，积极争取开发区党工委、
管委会、非公企业党委对非
公企业党建工作的支持。为
加强非公企业党建制度建
设，规范非公企业党建工作
行为，他以抓基础抓规范为
重点，以制度建设为着力点，
制定工作指导计划表，结合
走访、定期检查企业党组织
党建工作情况，认真指导企
业 按 照 要 求 开 展“ 三 会 一
课”、固定党日、民主生活会、
民主评议党员、发展党员等
工作，制定党员联系员工、优
秀党员评比等非公党组织配
套工作制度，使所联系非公

企业党组织各项工作制度更
加规范、科学和完善。

安徽雷博机车部件有限
公司落户濉溪经济开发区投
产后，叶晓章、王海华两位企
业股东都是党员，他们主动找
到孙建民，要求成立党支部。
孙建民了解情况后，得知企业
新招聘员工中没有正式党员，
党员数不足三人不能成立党
支部。今年 10 月，在孙建民
建议下，企业放宽了党员新员
工招聘条件和年龄限制，顺利
吸纳了一名党员员工。

“目前，雷博机车要求组
建党支部的请示已经开发区
党工委批复同意，近期党支部
将组建成立。”孙建民说。

在平凡的岗位中，孙建民
以不为名利的高贵品质、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耐心
细致的工作作风、持之以恒的
奉献精神，倾入对党务工作的
满腔热情，促进了园区非公企
业党建工作的整体提升。

探路驻企非公党建
——记濉溪经济开发区党建指导员孙建民

根据《关于在全市“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
层层开展选树宣传优秀党员
干部先进典型的通知》，经市
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领导小组研究，现将
陆登峰等50名市级优秀党员
干部先进典型人选公示如
下：

陆登峰 濉溪县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吴振平 濉溪县统计局
工作人员

王加宣 濉溪县五沟镇
藕池村党总书记、村主任

任启亮 濉溪县数据资
源管理局党支部书记

蒋 鹏 濉溪县双堆集
镇党委书记

陈 光 濉溪县委组织
部副部长

申 奇 濉溪县临涣中
学教师

许存东 濉溪县公安局
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三
级警长

王金枝 濉溪县韩村镇党
政办公室副主任

王海峰 濉溪县刘桥镇任
圩村党总支书记、驻村扶贫工
作队队长

张 源 淮北凤凰山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副书记、副主任

徐顺利 相山区三堤口街
道党工委书记

张学礼 相山区环卫所副
所长，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挂职）

李 文 淮北市九一〇学
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徐孝峰 相山区渠沟镇
徐集村党总支副书记

王秀程 相山区西街道
安康社区党委书记

张 静 杜集区高岳街
道办事处组织部工作人员

孙 乔 杜集区石台镇梧
桐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长海 淮北市第九中
学教师

李跃文 杜集区法院民一
庭庭长

王 娟 杜集区司法局副
局长

杨维平 淮北林光钻探
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记兼制造车间副主任

李 响 烈山区政府副区
长

赵纯清 烈山区古饶镇
山西村卫生室负责人

刘先美 淮北市第七中
学教师

张家贵 烈山区烈山镇
党政办干事

王单单 烈山区宋疃镇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张中民 烈山区古饶镇
况楼社区居民、水电工志愿者

赵媛媛 市中院审委会
委员、刑庭庭长、审判员、一级
法官

朱海洋 市林业工作站
副站长

蒋玉芬 淮北市妇幼保
健院产二科主任

任 飞 淮北市供水有
限责任公司管线所所长

袁世华 淮北市委政法委
办公室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

许 娜 市妇联权益部部
长

曹 迪 淮北市检察院
宣传教育科科员

杨大庆 淮北市传媒中
心时政新闻部召集人

汪茂雷 淮北市建投集
团保安有限公司押运二中队
中队长

苏文芳 淮北市人民路
学校教师

赵雄鹰 淮北市第一中
学教科处主任

陈 杰 淮北市西园中
学教师、团委书记

张 恒 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一大队副大队长、一级警司

魏言朝 市公安局网安
支队互联网案件侦查大队警
务技术四级主管

陆焱东 市公安局情报
支队中心四级警长

吴丽颖 淮北市人民医
院内科党总支书记、消化内科

主任、主任医师
许成群 淮北市中医医

院门诊部、糖尿病科主任
伯艳松 淮北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地病科科长
王艳艳 淮北经济开发

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工会主席

王程俊 煤化工基地党
工委委员、科技服务中心主任

梁毅峰 淮北职业技术学
院组织人事处组干科负责人

叶 坦 淮北职业技术学
院机电工程系团总支书记、学
生党支部书记

公示时间：2019 年 12 月 3
日至 5 日。如对上述人选有
异议，请直接向市委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联系
电话：0561-3199790。

中共淮北市委“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2019年12月3日

关于选树宣传市级优秀党员干部先进典型人选的公示

本报讯 12 月 2 日上午，我市
在相王广场举办 122“全国交通安
全日”主题活动。市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钱界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香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章银
发，市政协副主席程晋明出席活动。

活动中，机动车驾驶员代表、
交通志愿者代表及交警系统代表
分别发言。与会领导观看了文明交
通公益广告招贴画作品展，并在安
全出行签名栏上签名。

钱界殊指出，各级各相关部门
要高度重视，进一步增强对交通安
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工作的

自觉性和主动性，不断强化交通安
全隐患排查清理和交通秩序专项
整治，推进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深入开展。要强化管理，进一步增
强路面管理控制能力，紧盯重大风
险源头、重点肇事车辆、重点薄弱
环节、重点参与群体，狠抓隐患排
查整治、路面秩序管理、农村安全
防护和宣传警示曝光，充分利用各
种科技装备，提高交通安全管理质
效。要齐抓共管，进一步加快全市
交通安全管理社会化进程，各部门
密切配合、认真履职，提升全民交
通出行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
度，为中国碳谷·绿金淮北建设作
出积极贡献。

我市举办122
“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活动

本报讯 近日，市政协副主席、
民革淮北市委会主委朱先明率民
革淮北企业家联谊会到黄山市交
流学习。

朱先明一行参观了黄山民革
党员书法绘画摄影作品展，观看了
党员之家、示范支部创建的视频资

料，听取了民革黄山市委会在自身
建设、组织发展、参政议政和社情
民意等方面的经验介绍。

朱先明表示，民革黄山市委会
组织建设凝聚力强，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参与社会服务工作，充分展现
民革企业家风采，许多好的经验和
做法值得淮北借鉴。两地缔结友好
联谊会后，要加强交流、共谋发展。

民革淮北企业家联谊会
到黄山市交流学习

本报讯 近日，我市农业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在市农业农村局成
立。

根据《关于深化农业领域综合
执法改革涉及机构编制事项调整
的通知》文件精神，市农业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将市农业农村局机关、
市畜牧兽医水产局等 11 个事业单
位以及三区农业农村水利局机关
和下属事业单位承担的种子、农
药、肥料、饲料、兽药、生猪屠宰、农

机、渔政、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十多
个领域行政处罚及与行政处罚相
关的行政检查、行政强制等职能进
行整合，以市农业农村部门名义实
施统一执法。

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挂
牌成立，标志着实施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工作的开始，今后将切实解决
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突出问题，有
利于构建权责明晰、指挥顺畅、运
行高效、保障有力的农业行政执法
体系，为加快农业农村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法治保障。

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成立

本报讯 今年以来，市审计局
积极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党政主要
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
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着力提升领导干
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

组织全员参加省审计厅组织
的经济责任审计视频培训会，学习
领会新规，并组织主题研讨，学深
悟透规定内容。主动获取《规定》
的相关内容解读，加强学习。

严格按照《规定》明确的职责、

范围、权限和程序，开展审计工
作。围绕权利规范运行，用审计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审计机关双文头
发文，突出党政审计的统一领导；
审计通知书、审计结论性文书抄送
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关注领
导干部任职期间对其管辖范围内
有关经济活动，突出经济责任审计
重点。

进一步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审
计情况通报、责任追究、整改落实、
结果公告等制度，将审计结果及整
改情况作为考核、任免、奖惩领导
干部的重要参考。积极推动市委、
市政府出台《淮北市经济责任审计
结果运用办法》，明确不同主体在
结果运用中的职责，形成监督合
力，着力加大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利
用力度。

市审计局积极贯彻落实
经济责任审计新规

本报讯 日前，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结合我市实际出台了《淮北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随机抽查工作指
引》，深入推动“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有效支撑事中事后监管。

《随机抽查工作指引》结合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业务部门的监管
事项与工作实际，涵盖了价格行
为、广告行为、产品质量、食品销

售、特种设备使用、医疗器械、认证
认可、计量等多项业务条线。

坚持依法、规范化、标准化原
则，《随机抽查工作指引》明确规定
了抽查事项名称、抽查依据、抽查
对象、抽查方式、检查内容和注意
点，并对前期准备、实地核查、结果
公示等检查各阶段提出具体要求
和解释，有效指导了基层干部解决

“查什么、怎么查、为何查”，提高了
检查针对性与有效性,对“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具有重要意义。

市市场监管局出台
市级随机抽查工作指引

孙建民（中）在华中天力铝业与基层党员交流。 ■ 摄影 见习记者 黄鹤鸣

■ 记者 傅天一

■ 通讯员 吴伟伟 朱成凌

■ 记者 吴永生

■ 记者 邹晨光 通讯员 陈小慈

■ 记者 詹岩 通讯员 刘俊 张珺
实习生 牛欠欠

■ 记者 吴永生
通讯员 周娜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