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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党建系统化 保障党建运行

推行党建融合化 激活党建活力

推行党建实效化 检验党建成果

推行党建标准化 夯实党建基础

陕煤集团：“四化”体系构建党建新格局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对于企业而言，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

的建设，是引领企业驰骋在高质量发展快车道上的“火车头”。作为拥
有204个基层党委、93个党总支、2065个党支部、31724名党员的陕
煤集团，始终坚持将党的建设作为企业独特政治优势，助力企业高质量
发展。

近年来，陕煤集团通过坚持解放思想，迭代创新，逐步形成了新时
期陕煤党建“四化”体系，构建出党建与企业协同发展的双赢新格局。

党建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党建
引领企业发展得好不好？陕煤集团
坚持用企业发展和经营实效来验
证。通过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企业高
质量发展，将党建考核纳入经营考
核，坚持目标融合，抓紧抓实党委书
记抓党建述职评议制度，将基层单
位“一把手”登台汇报成为常态化等
措施，不断引导和鞭策基层单位切
实将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
合，互促互进。

从经营效益来看，“十三五”开局之
年到“十四五”开局之年的这五年，陕煤

集团在坚持党建引领下，实现了质的飞
跃。2016年，销售收入2120亿元，实现
利润30.01亿元；到2021年，全年营收
3952亿元，同比增长86.4%，利润372
亿元，同比翻番 11倍之多，位列世界
500强企业第220位。今年1—5月，销
售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16.5%，利润增
盈76.7亿元，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在以人为本、求真务实中，不断夯
实党建基础，并将企业发展成果更多
地惠及职工和群众，是陕煤集团近年
来不断坚持的原则，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为基层解难题810件，为职工群众办

实事2910件。特别是围绕乡村振兴，
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1.5亿元，帮扶的
11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定点帮扶
的 20 个贫困村如期出列，3802 户
12099人高标准脱贫。

如今的陕煤集团，早已将党建工作
作为企业改革发展不可或缺的“压舱
石”和“动力源”，党建品牌效能也得到
了显著增强。同时，在坚持党建引领
中，煤炭板块竞争力稳居全国第一方
阵，现已逐步成为多产业布局的“西部
能源航母”，更是形成了“沿海看国能，
中部看陕煤”的格局。梅方义 赵元捷

“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生产力；
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
聚力。”陕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照乾在今年党建工作会上再一次
对党建工作的重要性进行阐述。

陕煤集团坚持党建工作“先讲
标准，再创特色”的要求，将ISO9000
质量管理创新引入党建工作，建立
了9个党建工作程序、6个质量运行
体系、77种任务表单，形成了独具陕
煤特色的党建质量管理体系，也成
为了第一个完成党建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的陕西省属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为打通党建“最
后一公里”，陕煤集团还不断将精力
集中在推动基层党支部标准化建设
中，从成立督导专班，抓标准统一，到
制定《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手
册》《典型案例汇编》《督导组培训学
习手册》《工作问答手册》，拍摄制作
108部党支部标准化教学系列动画

视频，解决了党务工作者不会干和如
何干的问题。先后帮助和指导基层
党支部完成各类整改项目6648项。

“从最初的工作不规范，到对照
标准，规范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
日、组织生活会、‘双评’、谈心谈话等
工作，党支部和党员的凝聚力、战斗
力和创造力得到了全面提升。”作为
陕煤集团“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示
范点”的蒲白建庄矿业公司物资供应
部党支部书记尚建山深有体会。这
也是陕煤集团近年来扎实开展标准
化党建工作的预期效果和有力证明。

据悉，陕煤集团从筑基、提升、
巩固、成效、品牌入手，通过 257天
五个阶段对976个党支部的细抓严
管，并对所有支部采取查阅资料台
账、现场提问、观摩组织生活等方
式，坚持压实工作要求。截至去年
底，2065个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工作
已实现100%全面达标。

如何系统性思考当前党建工作，
着力构建“大党建”工作格局，使党建
工作时刻保持生机和活力，是陕煤集
团近年来一直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从“十三五”开始，陕煤集团便运
用“大党建、大运行”思维，逐步建立
出“党、政、工、团”相互关联、互为支
撑的党建工作机制。形成了各党务

部门从做实做细自身工作，到相互联
动协作，再到近期、远期协同的良好
机制。每年通过“党建工作整体安
排+组织、团委等各专业年度工作要
点+工作清单、细则”“1+N+S”一揽子
工作布局，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党建工作闭环管理模式，逐步创造
出一批“陕煤标准”“行业标杆”。

陕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照
乾强调：“把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
同谋划、同部署、同实施、同考核，在党
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的同频共振中，促
进企业生产经营任务完成。”

陕煤集团近年来的发展实践充分
证明，越是在企业困难时，越需要坚持
党的领导，越是在企业改革发展的关
键时期，就越需要党组织发挥作用。
如何将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
合、同频共振，陕煤集团坚持走在了省
属企业的前列。

坚持把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耦合
作为重点，坚决克服党建与生产经营

“两张皮”这个难题。是陕煤集团近年
来一刻都不敢松懈的重要工作。通过
实施党建与经营考核“乘数考核”机
制，三项制度改革，规范党委“三重一
大”重要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等措施，有
效提升企业治理能力水平。

为加快实现“创建世界一流能源
集团”这个远景目标，陕煤集团更是立
足基层组织工作实际，先后创建党员
责任区、先锋队、突击队等4000多个，
建立党支部工作联系点2000多个，为
有效解决企业改革难题和加快企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党建平台。

在小保当矿业公司机电运输队党

支部，为能够引导党员真正围绕中心工
作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该支部组建了党
员攻坚小组，制定了《金点子、银点子、铜
点子考核办法》，由党员攻坚队负责具体
落实，号召全员参与技术创新，定期向公
司推送创新项目并实施奖励激励。该团
队先后完成98项设备改造，180余项技
术创新，节省成本高达8000余万元。

“党员能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是
基层党建工作与企业中心工作深度融
合的充分印证，我们每个党员都应该
在企业攻坚克难、改革创新中，豁得出
去、站得出来。”小保当矿业公司机电
运输队党支部书记屈东升说。

特别是在如何解决国企党建重点
难点热点问题上，陕煤集团成立了党
建实践课题研究中心，创办《陕煤党
建》内刊，集思广益，发动基层各单位
共同思考和研究国企党建相关课题，
目前已累计课题研究37项，形成研究
成果100余篇。实施的“融创”党建工
程、党建体系先后获得全国国有企业

党建课题研究成果一等奖等荣誉。
“项目成果离不开系统化的课题

研究，我们就是要把项目成果转化为
工作成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体现
先进性，争做引领者。”陕北矿业党委
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郭佐宁介绍道。

陕北矿业作为陕煤集团“北移”的
代表性单位，在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效益

的同时，经过多年来在党建工作与中心
工作相互融合的课题研究中，呕心沥血
总结出独具特色的“一轴五驱”党建工
作体系，并在基层各单位进行了广泛推
广。有付出就有回报，2021年5月，陕
北矿业《“一轴五驱”党建体系建设》荣
获“2021年全国煤炭行业党建工作示范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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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西安市 2022年义务教育
招生入学政策，6月 22日下午，西
安市各区县、开发区在其门户网站
及其教育部门微信公众号向社会
公布《2022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
学工作实施方案》和学区划分
方案。

民转公学校有了新学区

据悉，各区县、开发区的学区
划分与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
作实施方案可登录其门户网站及
其教育部门微信公众号查看的同
时，家长和学生还可以通过秦闻
APP查看。今年较去年公办学校
学区变化除了新建学校增加学区
的同时，民转公学校也有了自己
的学区。在新城区公布的学区
中，新近民转公的西安爱知中学
学区为：北大街以东，顺城北巷以
南，顺城东巷以西，东七路至西七
路以北；西安汇知中学的学区是：
北大街以东，西七路以南，尚德路
以西，西五路以北。原西安行知中
学转公后并入西安市八十三中学，
新公布的西安市八十三中的学区
为：东二环以东，爱学路以南，复聪
路至火炬路以西，延兴路以北。西
安新知小学的学区则是：北大街以
东，顺城北巷以南，北新街以西，西
七路以北。

在碑林区，民转公后西安西北

中学并入西安市第六中学，西安民
兴中学并入西安市第八中学，西安
尊德中学并入西安市第三中学，西
安兴庆中学并入西安交通大学附属
中学。新公布的学区中，西安市第
六中学的学区是：含光路北段、四府
街、琉璃街以东；南大街、朱雀大街
北段以西；西大街以南；友谊西路以
北。西安市第八中学的学区是：和
平路以西；南大街以东；环城南路以
北；东大街以南。西安市第三中学
的学区是：东二环以西；咸宁西路
（兴庆路至东二环段）、柿园路以北；
兴庆路（动物研究所至咸宁西路
段）、长乐巷（全段）、东新巷以东；永
乐路、长乐西路（兴庆路至东二环
段）以南。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的学区是：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
和家属院（区域）。

在莲湖区民转公后，益新中学
的学区是：大庆路小学：潘家村路以
东、大庆路以南、环城西路北段以
西、一中北路以北区域内莲湖户籍
常住居民户。大庆路小学教育集团
环城西路小学的学区是：潘家村路
以东、大庆路以南、环城西路北段以
西、一中北路以北区域内莲湖户籍
常住居民户。

碑林区：采用积分排队
的办法安排学位

与此同时，各区县及开发区依

照西安市今年义务招生政策，结合
本区域实际制定了本区域今年的招
生实施办法。碑林区公布的方案明
确，依照“提前摸底、公布学位、公开
规则、参考意愿、相对就近、统筹兜
底”原则，结合实际，碑林区采用分
类审核（8种类型）、积分排队的办
法安排学位，优先安排碑林区内户
籍与实际居住地一致的适龄儿童少
年入学，再根据登记入学人数和学
校分布、学位供给等情况，按照积分
排队顺序，参考家长意愿，相对就近
统筹安排辖区其他适龄儿童少年入
学。积分排队办法各学校结合学区
特点制定，6月 28日前报区教育局
审核备案。

碑林区同时明确，碑林区民办
义务教育学校招生与公办学校同
步报名、同步招生。对报名人数超
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实行电脑
随机录取；报名人数小于或等于招
生计划的民办学校，直接全部录
取。 2022年碑林区辖区内有 2所
民办义务教育初中学校具有招生
资格，分别是：西安翱翔中学、西
安辅轮中学。民办初中纳入审批
地统一管理，优先满足学校所在
区学生入学需求，按照教育行政
部门核定的招生计划和招生范围
招生，不得跨市域招生。7月 8日，
西安市教育局在门户网站及其微
信公众号公布各民办初中招生计

划和招生范围。

新城区：同一类型学生
参照积分统筹安排

在新城区，入学办法明确，按照
公办、民办中小学同步招生的录取
流程，公办学校采用分类审核、积分
排队的办法安排学生入学。先安排
辖区内户籍与实际居住地一致的适
龄儿童少年入学；再根据登记入学
人数、学校分布、学位供给等情况，
按照“提前摸底、公布学位、公开规
则、参考意愿、相对就近、统筹兜底”
的原则，统筹安排辖区其他适龄儿
童少年入学。如入学人数超出提供
学位供给情况，同一类型学生参照
积分统筹安排。新城区 3所民办小
学原则上在新城区范围内招生。7
月 8日，新城区教育局在区政府门
户网站公布 3所民办小学的招生计
划和招生范围。

高新区：招生按“尊重历史
逐步过渡”原则实施

在西安高新区，招生办法明确，
建立常住人口学龄儿童摸底调查制
度，加强生源分布情况分析，按照

“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的

目标要求，根据适龄学生人数、学校
分布和规模、行政区划、交通状况等
因素，为每所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科
学合理划定学区范围，确保义务教
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全覆盖。“民转
公”学校招生按照“尊重历史，逐步
过渡”的原则实施；行政区移交高新
区的公办学校按照《移交协议》保持
学区划分稳定，确保学区划分无
盲区。

先安排辖区内户籍与实际居
住地一致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学，
再根据登记入学人数和学校分
布、学位供给等情况，按照“提前
摸底、公布学位、公开规则、参考
意愿、相对就近、统筹兜底”的原
则安排辖区其他适龄儿童、少年
入学。高新区民办小学在高新区
范围内招生；民办初中纳入审批
地统一管理，优先满足高新区学
生入学需求，按照教育行政部门
核定的招生计划和招生范围招
生，不得跨市域招生。

在此提醒学生家长，应仔细研
读所在区域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实施
方案，做好相关的准备，确保学生能
顺利入学。

本报记者 张彦刚

西安2022年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学区划分方案公布

优先安排户籍与居住地一致学生入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