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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服务 为职工撑腰 与时代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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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朱鸿恩 通讯员
杨荣侠）大商集团在郑州刚落地，市党建
带工建领导小组和市总工会的同志就上
门服务，帮助他们把工会组织建立起来
了；富士康集团在航空港区刚投入运营，
就在县区工会的宣传指导下，积极要求
成立工会，并恳请市总工会能够给他
们 选派一名经验丰富的得力工会主
席……郑州市在基层工会组织建设中出
现的这一大好形势，得益于各级党委、工
会的高度重视，得益于党建带工建的强力
推进。目前，全市基层工会组织已发展到
19208家，工会会员已达1475266人。

据了解，近年来，郑州市各级党委和
工会组织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市的有关指
示精神，把切实加强基层工会组织建设，

放在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
基础、维护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去认识，
放在推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大局中
去把握，始终坚持“以党建带工建、工建
服务于党建”的工作思路不放松，以推动
实现“两个普遍”的工作目标不动摇，做
到“哪里有职工，哪里就应该建立工会组
织”“哪里有工会组织，哪里就应该发挥
工会的作用”，并着力探索“在非公有制
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实行党工共建
一体化的工作模式”和“互相衔接、各有
侧重、互为补充”的党工共建立体化工作
格局，同时把组建工会纳入各级党委的
工作目标去考核，纳入乡镇（街道）、社区
党组织履行服务基层职能中去运作，从
而有力地推动了“两新”组织建会工作的

新发展、新突破、新提升。仅去年一年，
全市就新建基层工会组织 1551家，涵盖
基 层 单 位 1873 家 ，新 发 展 工 会 会 员
109182人。

据介绍，为扎实推进基层工会组织
建设，郑州市各级党委和工会组织明确
提出“广普查、深组建、全覆盖”的具体
要求，整合各方力量，落实目标责任，坚
持源头介入，主动上门服务，着力营造
环境，激发职工愿望，做到落地生根，尤
其注重坚持“组建与规范相结合”“建会
与建家相结合”“创新与创先争优相结
合”，并通过开展“基层工会规范化建设
年活动”、“会员评家”活动和“双爱双
评”活动等，促使基层工会按照“六好”
要求，努力争创模范“职工之家”，使工

会真正成为“党组织靠得住、行政离不
开、职工信得过、社会受欢迎”的组织，
成为团结和凝聚职工力量、推动和谐发
展的坚强阵地。

郑州：

党建带工建 带出会员将近150万

本报讯 （记者 闫晓春 通讯员
冯 敬）昨日，记者从省征兵办公室获
悉，为方便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含
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毕业生
报名参军入伍，总参谋部和教育部联合
研制开通了高中毕业生网上预征系统。
想参军入伍的青年现在就可上网报名。

省征兵办公室主任姚健介绍说，此
次开通的高中毕业生网上预征系统适用
的对象范围很广，不仅适用于普通高中、
中等职业学校的男性应届毕业生，中等
职业学校翌年毕业的学生、往届毕业生
也可登录此系统参加网上报名预征。但
在时间上有所不同，应届毕业生在 7月
中旬前，翌年毕业的和往届毕业的在征
兵开始前，即9、10月份登录网上预征系
统填写报名信息，符合基本条件的在线
打印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登记表或应征
男青年网上报名登记表，作为优先应征
报名的凭证。

高中毕业生参加网上预征的年龄要
求是 18~21岁。本人自愿报名应征的，
可放宽至年满 17岁。已参加过兵役登
记的高中（含中专、职高、技校）毕业生，
可同时参加网上预征。高中毕业生网上
预征系统的网址是 zbbm.chsi.com.cn 或
zbbm.chsi.cn。

网上征兵报名系统开通
想参军入伍的青年可直接网上报名

据新华社电 河南省代表团 17 日
在台北启动系列对台经贸文化交流活
动。活动中，以河南为中心、辐射周边省
份的“中原经济区”概念，成为台湾各界
关注的新热点。

河南省当天举办的活动包括“中原
经济区合作之旅——走进台湾”启动仪
式、中原经济区建设研讨会、旅游高峰论
坛，以及花卉、医疗卫生、金融和农产品
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洽谈。

据介绍，河南希望在汽车制造、信息
技术、装备制造、食品、轻工、新能源、新

材料、生物科技、基础设施、现代农业、服
务业和城市建设等领域，与台湾企业开
展合作。

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在中原
经济区建设研讨会上表示，鸿海集团目
前已在郑州投资建立两家精密电子公
司，并且还将在河南省新增 19个投资项
目，包括光学部件、LED照明及数码产品
零售等。

据了解，2010年豫台两地贸易额达
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3％。目前已有
1700多家台资企业落户河南。

“中原经济区”成台湾各界关注新热点
豫台经贸合作前景看好

《新华每日电讯》17日刊发《网揭沈
阳“最牛工商局长”：家人卖问题粽子被
批竟率队大闹报社》一稿在网络及社会
上引发强烈反响。辽宁省沈阳市工商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沈阳市工商局已就此
事成立了专案组，沈河区工商局的局长
杨晓松已被停职接受调查。（6月18日《新
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16日播发的新闻，17日当地
便成立调查组，确实体现着官方对媒体监
督的重视。但不免有疑问：媒体不报道，
社会反响不强烈，上级是不是就不管了？

该事件发生于6月8日，《辽沈晚报》
报道了“粽子长白毛”一事，次日便有了
工商局长率队大闹报社的“壮举”。那
么，工商局长一伙在报社打伤了人，扰乱
了新闻单位秩序，就没人报警或向有关
部门反映吗？虽然报道中没有提及，但
是不报警、不向上反映绝不合常理。特

别是作为舆论监督机构的报社，很难想
象它会任由一个政府官员胡闹而无动于
衷。那么，合乎常理的推测，只能是这件
事被人压下、捂住了。《新华每日电讯》6
月17日的报道中也提到，几名报社员工
私下向记者透露，事情发生后，杨晓松动
用多方力量封锁消息，让报社不要针对
此事发稿，也不要接受别的媒体采访。

那么，都是什么人帮助杨晓松封锁
了消息呢？杨晓松动用的“多方力量”又
都是什么“力量”？要说封锁媒体消息，
也只能做到不让社会知道真相，并不妨
碍受害者——报社向有关部门反映情
况，然而事实上却是有关部门和上级机
关全都“不知道”，否则该不会是媒体曝
光后才有官方的“高度重视”。

说到这儿，有必要揣摸一下沈阳市
纪委驻工商局纪检组官员那句关于官方

“高度重视媒体报道”的表态；被工商局

长闹翻天的报社就是媒体，难道报社真
的没有向有关部门“报道”？不大可能，
可能的情况是，只要问题不升级到“媒体
报道”或网络热传的级别，是不是官方便
可以按“不知道”对待？

事发一周之后，网帖被热传，再被新
华社播发，当地官方才迅即高度重视，证
明“杨晓松动用多方力量封锁消息”之说
的不虚。那么，调查组要不要先查查这
个问题：究竟是哪些

“多方力量”帮助杨晓
松封锁消息？这种问
题要比“最牛局长大闹
报社”更严重、更本质，
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被
回避，只查一个闹事的
工商局长，不过是就事
论事，应对舆论的紧急
公关罢了。

谁帮“最牛工商局长”封锁了消息
□ 马涤明

▲6 月 18 日晚，“信仰的力量”——
我省各族各界青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典礼在郑大体育馆举行，图为青
年代表正在庄严宣誓，表示愿为中原经
济区建设奉献青春。

摄影报道/记者 卢 键

▲为保障市民优质安全用水，承担
全市 40%供水任务的郑州自来水公司
柿园水厂近日吹响高峰供水集结号，号
召全体党员在高峰供水任务的急、难、
险、重面前发挥主力军作用，争当供水
铁脊梁。图为柿园水厂职工党员代表
宣读誓词。

摄影报道/董 涛

本报讯（记者 闫晓春）“今年以来，
我省将煤矿安全生产作为全省安全生产
的重中之重，将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作为
首要任务，密集采取一系列果断严厉措
施，强力推进煤炭兼并重组和煤矿安全生
产，促进了煤矿安全生产的全面好转。今
年前5个月，全省共发生煤矿事故4起，死
亡 6人，同比下降 70.1%和 93.8%。”省安
监局局长张国辉在安全生产万里行采访
团记者采访时介绍了我省强化煤矿安全
生产方面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就。

为切实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我省
始终保持了煤矿管控和打击高压态势，每
个煤矿派驻 5~10名干部全天 24小时驻
矿监控，从严管控466处停产整顿矿井的
主提升系统、通风排水供电负荷、每班入
井人数、火工品供给和矿灯发放，坚决消
除小煤矿非法违法生产条件。组织开展
了煤矿“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不间断对停
产整顿矿井进行突击夜查，从严查处了郑
煤集团三元东煤矿违法复工生产、济源市
和渑池县已关闭煤矿死灰复燃等非法生
产行为，从严追究了煤矿负责人、县乡党
政领导和包矿干部失职渎职责任，有效压
制了煤矿非法违法生产苗头。

为从根本上解决兼并煤矿安全生产
问题，我省还从严强化主体企业控股和人
员派驻管理，切实管住资产、管住人、管住
事、保住安全。截至目前，省骨干煤炭企
业已经选调招聘“五职”矿长、技术管理人
员和特种作业人员 1.5万多名，将全部派
驻到兼并重组煤矿。

同时，我省还严肃问责追究，加大煤
矿事故成本。创新刑事责任追究规定，
用以危险方法危害社会安全罪，判处平
顶山新华四矿矿长李新军、副矿长韩二
军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处副矿长侯民
无期徒刑，在煤炭行业引起强烈震动。
创新煤矿事故先行问责机制，事故发生
后第一时间对煤矿、集团公司、市县党委
42名相关负责人先行免职，并要求召开
职工大会公开结果。对去年发生煤矿事
故的，今年 4 月份重新予以免职处理。
在今年全省煤炭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
工作会议上，公布了 3 起特别重大煤矿
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全省法院系统也
利用两个月时间，组织对 2007年以来煤
矿安全责任事故犯罪及相关国家工作人
员腐败犯罪案件进行质量评查，共评查
事故案件184起、313人。

重典治乱 重典打非

我省采取密集措施强化煤矿安全生产

本报讯 （记者 闫晓春）煤矿是高
危行业，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目标和任
务，从中外采矿实践中看，安全是可控
的。安全从哪里来？安全在于管理，在
于装备，在于人的安全操作和装备的安
全运行，这些都需要矿井一线有效的安
全管控。河南煤化焦煤公司赵固一矿安
全管理“一线工作法”就是为此应运而
生，并在实践中取得良好效果。用赵固
一矿矿长白云来的话说就是，“一线工作
法”抓住了破解安全难题的牛鼻子。这
里的“一线工作法”也得到了前来采访的
众多中央媒体记者的交口称赞。

赵固一矿是河南煤化集团重组之后
竣工投产的第一座现代化矿井。2009年
年初，赵固一矿竣工投产之后即把安全
放在首位，牢固树立“用心做事”“从零开
始，向零奋斗”的安全理念，推行煤矿安

全管理“一线工作法”，还制定了一系列
一线安全工作流程和规范制度，明确了
矿领导下井带班的次数，要求领导把办
公桌“搬”到第一线，每个月要用一半以
上的时间沉到基层深入一线解决问题，
特别是要求在关键工程施工和设备安装
期间，矿领导、区队干部、基层班组长必
须坚守一线，现场办公，快速决断。每到
月初，赵固一矿都要将上月领导带班下
井计划的完成情况在全矿范围进行公
示，接受员工监督，将偷懒耍滑的干部处
罚印发通报“张榜公布”，在办公楼大厅、
副井口大屏幕上滚动播报。

赵固一矿自竣工投产以来两年多，
通过安全管理“一线工作法”，实现了矿
井安全零目标。

赵固一矿“一线工作法”受称赞
抓住了破解安全难题的牛鼻子

6月17日，新蔡县凯旋双语实验学校留守儿童李昶飞，通过网络视频给远在北京
务工的父亲送去节日的祝福。父亲节前夕，学校引导在校的900多名留守儿童通过
写信、发信息、打电话、网络视频聊天等方式，把一份份浓浓的祝福送给在外地打工的
父亲们。 摄影报道/赵学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