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侯敏 组版：王震 校检：陈静刘文冬

官方微博：新浪@三秦都市报
2021年11月25日 星期四 www.sanqin.comＡ4市井

“看着蓝天越来越多，我的心
情也跟着好起来。”韩锐是西安市
生态环境局港务分局的一名干部，
主要负责移动源排气污染整治工
作，同时协助完成港务区生态委办
各项重点工作任务。

主动上门
协助企业自查自改

“我们进行移动源排气监测
时，得俯身到车盘底下，采样时由
于车辆是在发动中，排气管的烟一
下子喷脸上，不光呛有时还被喷一
脸灰。”韩锐笑着说，在移动源排气
污染整治工作中，他和同事们采用

“机动车路检定期不定点，用车大
户定点不定期，非道路移动机械定
责又定位”的工作机制和工作模
式，形成多部门协作配合、多部门
共同监督的工作格局。

他说，非道路移动机械设备尾
气排放的监管刚开始特别难，“非
道路移动机械设备指叉车、压路
机、挖掘机等工程机械设备，由于
普及范围不够，刚开始我们去摸底
调查、贴标，群众不理解不配合，有
的把机子一锁就走了。”对此，他只
能反复来普及环保知识，并依托工
地建设方、物流园等开展工作。“非
道路移动机械设备尾气排放需要

不间断的去检查，往往上个月合
格，下个月可能就不合格了，因为
在使用的过程中一旦加劣质油，设
备超负荷工作保养没跟上就有可
能会出现排放超标的现象。”他说，
不达标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污染
排放特别大，他采取主动上门，深
入企业、工地开展宣传，深入浅出
地讲解不达标机械对环境的危害，
协助企业自查自改，还不间断的在
凌晨出去检查，两年来，共立案查
处非道路移动机械违规案件 115
起，确保了辖区机械规范使用。

倾心工作
女儿生病他在一线执法

港务区正处于大开发、大建设
时期，工地多，扬尘治理任务也比
较重，“去年到今年西安十四运召
开前，我们既要保证没有扬尘污染
又不能耽误工地的建设进度。”韩
锐说，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成了
考验他和同事们的一道难题，一方
面他们不间断走访工地不断地讲
政策、讲环保知识，争取工地负责
人的支持，另一方面加大检查频
次，不厌其烦的去劝导。“去年到今
年 10月份，我没有休过一天假，有
时候还要加班甚至熬通宵。”他说，
虽然累，但看到“全运蓝”觉得自己

的付出特别值得。
“因为工作忙，我对家里的付

出特别少，仔细想想挺内疚的。”韩
锐说，他有两个孩子，去年 5月份
老大检查出紫癜性肾炎，是一种慢
性病，但需要不间断的去医院治
疗，按照医生要求每次去医院都需
要带上 24小时内的留尿，“我媳妇
带着娃，提着尿桶坐地铁，作为一
个女人，一个母亲，她当时肯定特
别无助和难过，而我由于工作没法
陪伴，为此媳妇把我微信拉黑了很
多次。”谈起孩子，韩锐特别内疚，
好在目前孩子病情已经基本得到
控制。

虽然工作强度大，但韩锐从来
都奔赴在第一线，“港务区整治‘散
乱污’的时候，小作坊负责人就和
我们打游击，我们只能在夜间突击
检查，我记得有一次，看到我们来，
他们立马拉下卷闸门，我赶紧拿脚
挡，卷闸门重重的砸到我的脚背
上，挺疼的。”他笑着说。从事环保
工作多年，他已经把环保工作和自
己的生活紧紧融为一体，毫无怨言
的完成单位安排的每一项工作任
务。 本报记者 张艳芳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港务分局

韩锐：看到“全运蓝”
觉得自己的付出特别值得

最美环保人

洛南县科教体局

党建引领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洛南是有着光荣传统的革命老

区，从1927年徐权中旅进驻洛南，到
1934年红二十五军三进三出洛南，先
后有数支红军劲旅转战洛南开展革
命斗争，为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
功劳，树立了不朽的丰碑，同时也在
这片红色沃土上留下了光辉足迹和
许多革命遗迹。”11月18日，洛南县
城关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金民为
广大师生讲述洛南革命史。

今年以来，洛南县城关中学党
支部已经开展党员讲党史活动6次，
极大地凝聚了广大师生的爱党爱国
热情，营造了学先烈、学知识的良好
氛围。

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洛南
县科教体党委认真贯彻省委、市委、
县委工作要求，切实将党的领导、党
的教育方针贯穿办学治校、立德树
人全过程，把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
有机融合，为推进新时代教育改革
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强
的组织保证。

注重顶层设计
破解瓶颈难题

洛南县地处秦岭腹地，部分学校
党组织松散，党组织活动开展不规
范；农村学校校点分散，好多学校党

员人数不足3人，有的学校甚至没有
党员，这一直是洛南县科教体党委加
强党的建设一大难题。

为了彻底改变现状，洛南县科教
体党委学习、贯彻、落实省委教育工
委各项工作部署，健全中小学党组织
领导下校长负责制的领导机制、运行
机制、保障机制，及时成立由县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任组长，科教体党委
书记、局长任副组长，县委组织部及
科教体局分管领导和相关股室同志
为成员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认真分
析现状，紧盯融合短板，积极破解制
约教育高质量发展难题。县委组织
部专门召开了联席会，科教体党委多
次召开党委会、座谈会，讨论、制定、
论证试点工作实施细则。及时召开
洛南县公办中小学党组织领导下校
长负责制动员大会，印发《洛南县中
小学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
施方案》《洛南县科教体党委优化党
组织设置的通知》等文件，明确了中
小学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工
作内容、运行机制、实施步骤、保障措
施、工作要求等内容。

在不断探索中，洛南县科教体党
委确定了一个体系、两套机构、三重保
障、四项制度、五个提升的“12345”推
进思路。即探索建立一套党组织领导
下的校长负责制工作管理运行体系；
在50名以上教职工的学校设立党建
办公室、在没有党支部的学校下派党
建指导员；做到场地（活动场地和办公
场地）、人员（党建办公室人员和党建
指导员）、经费（每名党员每年 1000
元）三重保障；健全《党组织常态化政
治学习制度》《“三重一大”议事决策制

度》《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情况
报告制度》《党组织委员包抓党建工作
制度》四项制度；达到提升党组织政治
功能、组织力、学校办学品位、学校管
理水平、学校教育质量五个提升，为试
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健全完善机制
提升组织活力

为了保证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
责制工作运行顺畅，洛南县科教体党
委积极理顺管理体制，撤销了12个镇
教育党总支，将所有中学党支部和12
个中心小学党支部由科教体党委直接
管理。

“洛南中学党委将支部建立在年
级组，西街小学、城关中学、第二小学、
古城镇中心小学等学校把党小组建立
在学科组，实现了党建与教育教学深
度融合、共同促进，改变了以前‘两张
皮’现象，”洛南县科教体局党委书记、
局长严会平说。为了便于管理，局党
委优化组织设置，撤销19个联合组建
党支部，实现单独组建；在职教中心教
育总支等10个党员人数在20人以上
的学校党组织设立专职副书记，按副
校级领导落实待遇；在洛南中学等22
所教职工人数在50人以上（含50人）

的学校设立党建办公室，配齐工作人
员，确保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
的先锋示范作用充分发挥。

同时，洛南县科教体党委完善管
理体系，制定了《洛南县中小学党组织
常态化政治学习制度》《洛南县中小学
校“三重一大”议事决策制度》《洛南县
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情况报告制度》《洛南县科教体党委委
员包抓党建工作制度》等四项制度，下
发《学校党组织会议、校长办公会议事
规则》《学校财务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及
工作职责》等规范性要求，明确了党组
织会、校长办公会的议事范围和议事
规则，明确了议事程序，厘清了责权边
界。印发《洛南县“双向培养”实施办
法》，将其作为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深
度融合的一条主要路径，探索实施党
员名师“双向培养”工程，通过把名师
培养成党员，把党员教师培养成名师，
推动学校党员队伍和教师队伍双促
进、双提升。2020年将党员培养成省
级教学能手5人，市级教学能手13人，
县级教学能手20人；优秀教师培养成
发展对象45人，预备党员22人，预备
党员转正21人。

积极探索创新
确保有序运行

“局党委给我们下派了党建指导
员，帮助我们进一步端正办学方向，规范
学校管理行为，提升了学校党支部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提高了教育质量。”西街
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余燕高兴地说。

为了实现党的工作全覆盖，有效
落实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工作，
洛南县在 45所没有党支部的小学

（幼儿园），由教育党总支或中心小学
党支部下派党建指导员。党建指导
员实行“125”工作法，即每月到指导
学校开展一次工作，每次2天以上，完
成落实组织决议、常规管理、党政联
席、财务审核、发展党员等五项工作。

在书记、校长分设和下派党建指
导员的学校，成立财务工作领导小组，
书记（党建指导员）任第一组长，校长任
组长，大额财务支出实行第一组长和组
长双签制，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确保
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为有效推进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
负责制工作，科教体党委建立党委委
员联系包抓制，对所辖学校分三批实
行支部结对共建，先后召开现场观摩
推进会两次，打造示范性党组织 12
个。分别针对“一肩挑”、校长书记分
设和四个教育总支等不同类型提出不
同要求，不搞一刀切，一切以是否有利
于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为标准。

在洛南县科教体局党委指导下，
各学校积极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
志愿队”，开展党员教师“戴党徽、亮身
份、树形象”活动，推进“转作风、换脑
子、促管理”教育整顿，将党的建设和校
园疫情防控、环境卫生整治、安全管理、
文化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营造了风清
气正的教育环境。 闫鹏飞马椿荣

本报讯（记者 谢斌）价值 60万元
左右，才买回来 3个月，仅行驶 1800公
里的保时捷轿车便出现了发动机故
障。而维修方案让车主高女士很难接
受，出售车辆的西安灞桥保时捷中心
称愿意给予客户关怀补偿。

今年 8月 19日，高女士在西安灞
桥保时捷中心购买了一辆全新的保时
捷“macan”轿车。11月12日上午，车辆
在行驶 1800公里时出现严重车辆抖
动，发动机报警。“我将车送到了西安
灞桥保时捷中心寻求解决方案，但问
题未解决。”高女士说。

11月 15日，4S店服务顾问联系到
了高女士，称车辆故障有可能是凸轮轴
偏移、要打开发动机盖子做进一步确
认。对于打开发动机的维修方案高女士
始终不能接受。高女士说，“凸轮轴偏移
的问题明显是属于出厂质量问题。更何
况，对于一辆新车来说，打开发动机维
修，车辆折损方面非常大。”

11月 24日下午，记者来到西安灞
桥保时捷中心。售后人员介绍，目前的
车辆维修方案，需要打开发动机盖子才
能准确找出故障原因，但高女士并不接
受。工作人员称，因为车辆故障给客户
带来的不便，店方愿意对客户关怀补
偿。补偿方案中，车辆维修期间，可以
给高女士每天补偿300元交通费，以售
后代金券的形式补偿。同时，也愿意给
高女士提供1万元的售后代金券。

“对于高女士担心车辆因发动机
维修带来的折损，通过第三方机构评
估后，我们也愿意承担车主这部分损
失。”工作人员说。目前，高女士和店
方还在协商中，并未达成统一意见。

保时捷开了1800公里出故障
车主难接受维修补偿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