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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在行动

7月 18日上午，京能集团清洁能源

参股的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并网

启动仪式隆重举行。北京市副市长张家

明，北京市副秘书长韩庚，京能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姜帆，京能清洁能源党委书

记、董事、总经理张凤阳等领导出席仪

式。

此次点火启动标志着阿苏卫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全面进入带料调试阶段，

正式开始焚烧垃圾。满负荷运行后，垃

圾焚烧发电厂年发电量可达 3.6 亿度。

作为北京市北部生活垃圾处理的重要保

障，投入运营后也将有效缓解全市垃圾

处理的压力，对保障城市安全稳定运行

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是阿苏卫循环经济园项目最重要的设

施，是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布局中

北部地区重要基地，对于实现全市原生

活垃圾“零填埋”的管理目标和“增能力、调

结构、促减量”的战略目标具有里程碑式的

意义。阿苏卫循环经济园项目位于北京市

昌平区百善镇和小汤山镇交界处，园区总占

地面积约 135公顷，服务区域合作为东、西

城区北区和昌平区全区。项目建设内容包

括 3000 吨/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3000吨/日陈腐垃圾筛分厂，1200吨/日
残渣填埋场，850吨/日垃圾渗沥液处理

站，项目总投资约31.5亿元。

阿苏卫循环经济园项目由北京华源

惠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建设、运营

管理，该公司由京能清洁能源公司和北

京环卫集团按 1:1的比例出资组建。在

建设过程中，京能清洁能源公司专业人

员始终坚守现场，针对设备安装、单体试

运过程中的重点工作进行指导，对试运

行阶段各项工作提供专业意见，为系统

调试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

撑。

未来，阿苏卫循环经济园将建成一

条垃圾处理全产业链，生活垃圾通过焚

烧发电，除提供园区设施使用外还能并

入本市电网，提供绿色能源保障；垃圾焚

烧产生的飞灰和残渣也将进行资源化处

置，使其达到环保排放标准，降低环境污染，

改善环境质量。 （清洁能源 王娇）

践行国企责任 助力城市安全稳定运行
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并网启动仪式隆重举行

7 月 18 日下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姜帆率集团党员领

导班子成员、集团总部各部室中层正职一行，来到马克思主义

宣传的前沿阵地、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地——北

大红楼，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重温入党誓词，感受革命初

心，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奋进力量。

在北大红楼南广场鲜艳的党旗前，姜帆带领大家举起右拳，

宣读入党誓词，重温入党初心，表达了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勇担使

命的决心。

在红楼复原展展厅，大家驻足凝视蔡元培、陈独秀专题陈列

室、李大钊图书馆主任室、毛泽东工作过的阅览室等实景展示，感

怀新文化运动中革命先驱们的峥嵘岁月。

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陈列馆，姜帆一行参观

了马克思主义初步传入中国、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创

建的三个主题单元展示。通过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张张历史

图片，一份份文献资料，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

的艰辛历程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探寻救国之道时的不懈追

求，在聆听讲解和仔细端详的过程中，检视理想信念，坚定初

心使命。

走出北大红楼，大家感慨万千。通过回顾红色历史，回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壮大的过程，感受了革命先驱在五四

运动、新文化运动中的爱国热情，让思想再次受到深刻洗礼，

更加明确了产党人的初心。大家表示，要在工作中以实际行

动展现使命担当，将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动力，为建设国际一流的首都综合能源服务集团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集团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王亦）

红
色
基
因
激
励
前
行

红
色
基
因
激
励
前
行

集
团
主
题
党
日
活
动
走
进

北
大
红
楼
感
悟
初
心
使
命

近期，按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工作部署，集团领导班子成员深入基层，

结合实际，为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讲授党课，有

力地推动主题教育的深入开展。

7月16日上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阚兴以“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确

保主题教育在企业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为

题，为京煤集团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讲了一堂

生动的党课。阚兴结合近期学习调研情况，

从党性的角度、党的历史发展和党的宗旨等

方面，分享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丰富内涵

源于党性、成于历史、归于宗旨的体会和感

悟。在检视企业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时，

他指出，为人民谋幸福，为企业谋强大，实现

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找差距，抓落实，有成果。

问题不解决，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就完不成，企

业就不会高质量发展。回顾京煤集团 70年

与新中国共成长的发展历程，阚兴表示，要把

初心和使命贯穿到加快企业战略落实，全力

打造文旅健康平台的探索和实践中去。京煤

今年初步确定了“3+2”产业发展格局、发展

模式和发展路径，努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文

旅健康平台，要充分认识发展优势和能力，坚

定建设文旅健康平台的信心和决心，加快盘

活土地，提高关停矿山资产的变现能力；加快

推动合作项目的落地和实施，培育新产业实

现转型发展；加快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加大混

改工作力度。

7月23日下午，李迅以《激发共产党人奋

进新时代的根本动力，为开创国企党建工作

新局面不懈努力》为题，从“四个讲清”的角

度，为集团总部机关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各

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以及部分党员讲授主

题教育专题党课。李迅紧密结合集团主题教

育阶段性进展情况、自身的学习体会和党建

工作实际，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和使命，用“初心如炬、指引方向，使命如金、

铸就辉煌”高度概括了初心使命的丰富内

涵。他指出，正是因为初心不改，使命常在，

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取得一个个胜利，战胜一

个个困难和挑战；初心和使命体现了我们党

的坚定信仰信念、宣示了我们党的根本政治

立场、彰显了我们党的鲜明价值追求、展示了

我们党的强烈历史担当。李迅针对目前京能

集团党建工作向基层延伸过程中存在的几方

面问题，就更加自觉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工

作成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明确要

求。他强调，各级企业党组织要把主题教育

延伸到每一个党支部和党员，牢固树立“抓好

党建就是最大政绩”的理念，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深化制度治党，强化纪律监督，深刻把握

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新要求，切实担

负起提升企业党建工作水平的重要责任，为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7 月 23 日上午，集团党委常委、纪委书

记段梓斌来到京能租赁公司,以“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为主题，为全体党员讲了一堂极

具教育意义的专题党课。段梓斌表示，京

能租赁在过去的 7 年里，未发生风险事件，

以能力和定力守住了初心，也守住了集团

设立租赁公司的初衷。他从“党员干部追

求什么样的价值观、怎么样抵御风险和考

验；结合自身对不忘初心的思考讲述如何

防止腐败；反腐败的对象及如何衡量一个

人是否可靠”等方面，讲述了何为“不忘初

心，方得始终”。段梓斌用自己理论研究成

果结合真实案例，揭示了一些干部党员腐

败变质的内因外因，腐败变质产生的条件、

过程、规律，警示党员干部在工作生活中时

刻都存在被腐蚀的可能，告诫党员干部要

对自己、对环境、对党的使命要有深刻的认

识，要具备强大的思想基础和不忘初心的

能力，不断增强政治免疫力，引导党员干部

坚定理想信念，培养拒腐防变能力，守住共

产党员的初心。段梓斌指出，党的事业沿

着初心健康发展，对京能租赁来说是一个

尖锐的课题，京能租赁要认真研究，继续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不断推动工作向前发展，真正做到入脑入

心、知行合一，真正做到往心里去，往深里

去，往实里去，最终实现人生价值。

7月24日，在清洁能源北京分公司，集团

副总经理王永亮以“传承红色基因、实现创新

发展”为题，围绕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

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结合自身学习

感悟和近期的学习调研成果，展开党课的讲

授。他通过讲述“长征精神”的意义，回顾了

集团的发展历程，讲解了集团提出的“建设国

际一流的首都综合能源服务集团”的愿景和

目标的实质。他强调，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

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

新举措，电力能源工程建设充分体现行业特

点、京能特色，要坚持“四分”、“三早”、“三看”

原则，推进实施“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

全新战略，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保持

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

争朝夕的精神，为集团高质量发展做出贡

献。王永亮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和五大精神，总结了自身学习感悟，在反

思查找问题和差距的基础上，提出今后工作

思路和方向，一是坚守初心，肩负起首都国企

的历史使命；二是发扬和传承集团凝聚的优

良精神和京能特色；三是要发挥自身主观能

动性，干好本职工作；四是坚持走群众路线，

关心爱护每一名员工。

（集团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综合报道）

扎实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集团领导班子成员
深入基层讲党课

7月24日，集团召开上半年经济分析会，

总结上半年经营工作，部署下半年工作。上

半年，集团把主题教育与企业融合发展结合

起来，相互促进，成效显著。资产总额完成

2828.57亿元，营业总收入308.34亿元，实现

利润31.42亿元，为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奠定了坚实基础。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姜

帆，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阚兴等领导班子成

员；集团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各部室主

要负责人、专职董事；六家平台公司及京内直

属二级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执行董事）、总

经理在主会场参加会议。集团所属平台公司

及京内直属二级企业未在主会场参会的其他

领导班子成员及有关人员；集团京外直属二

级企业及集团三级一类企业主要领导、分管

领导、总会计师及有关人员在分会场以视频

会议形式参会。会议由阚兴主持。

2019年上半年，集团营业总收入完成年

度计划的 41.66%。利润总额完成年度计划

的 62.47%，完成市国资委年度考核目标的

76.42%，同比增长 17.99%。上半年，集团完

成发电量 448 亿千瓦时，完成年度计划的

44.81%。机组平均利用小时1962小时，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 128小时。电厂供热量完成

3916万吉焦，完成年度计划的57.58%。供热

面 积 3.64 亿 平 方 米 ，完 成 年 度 计 划 的

98.38%。煤炭产量完成 638万吨，完成年度

计划的47.98%。主要工作稳步推进，实现了

融合改革持续深化，完成了集团所属企业分

级分类以及六大产业平台公司和部分直管企

业人员三定、调整工作；“双百行动”继续深

化，鑫华源智能停车已获批开展股权激励。

重点项目稳步推进，锡林发电、十堰热电已实

现双机投产。吕临发电、京秦热电、京欣发

电、滑州热电及宜春热电相关工作也按计划

完成；钰海燃气项目已进行主要建筑的土建

施工工作和锅炉吊装工作，大同浑源等6个

光伏电站实现并网发电；中南海及周边地区

北池子大街段、阜成门内大街至西安门大街

段、南长街至北长街段热力管线已完工，通州

河东 5号调峰热源工程进度完成 45%；新疆

油气柯探1井完成五开验收；一批房地产项

目也按照预期推进工作进度，京煤养老产业

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

阚兴结合下半年的工作目标任务，就思

想方法、工作方法、精神作风和目标任务提出

具体要求。一是学习总结京能精神，激励我

们拼搏奋斗。包括勇于奋战，抢抓机遇，实现

强烈扩张发展的清洁能源精神。新官理旧

账，坚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勇于攻坚克难的

巴彦淖尔和棚改项目团队精神。眼睛向内、

克服困难、降本降造、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的精神。强力推动战略发展的精神。京煤鑫

华源智能停车的科技创新、勇于转型的精神，

全国劳动模范印伟民同志的敬业钻研精神。

二是继续攻坚克难，打好高质量发展的攻坚

战，确保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提质增效，

精干高效，打造科技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

展，优化制度环境，对我们来说已经刻不容

缓，我们要未雨绸缪，洞察未来趋势，提前防

患于未然，强身健体，苦练内功，集中精力办

好自己的事。三是夯实管理基础，全面推进

“五精”管理、“三基九力”团队建设。要遵照

集团公司《关于推行“五精”管理创建“三基九

力”团队的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提高

认识，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抓深、抓细、抓

实。四是转变作风，培养雷厉风行、执行到位

的工作作风。做到日事日毕，日清日高。要

以历史责任感，增强担当使命，要坚决果断，

从速从快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五是狠抓制

度落实，实现全面安全发展。要预防为主，实

施综合手段进行综合治理，落实制度，压实责

任，通过队伍打造、作风改良，“五精”管理，装

备进步，科技创新等手段实现安全发展。

姜帆强调，要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做

好安全生产和维稳工作。必须全力以赴抓好

安全生产，必须确保职工队伍和谐稳定。要

深入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要在精细化管理方面下功夫，抓好降本

降造和提质增效工作。继续加强对标对表，

找差距，实现全面优化提升，继续实施“五精”

管理，加强“三基九力”团队建设，加强经营调

度督导和经济运行分析，确保年初目标如期

完成。要坚定信心，持续推动破解历史遗留

问题。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一定要坚定

信心，发扬钉钉子的精神，制定科学有效的解

决方案，针对关键环节逐个击破。要推动新

建和并购“双轮驱动”。既要加快基建项目投

资建设进度，确保年度计划投产的项目如期

投产运营；又要围绕“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

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加大并购项目推

进力度，与优质企业积极寻求合作，进一步扩

大市场。要继续深化产业协同。以集团利益

最大化为目标，继续推动电热协同发展，不断

寻找新的产业协同的切入点，最大限度实现

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集团经济效益的持续

增长。要强化科技引领作用。进一步制定好

集团科技发展规划，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培育

自己科技研发队伍，形成自己的科技实力和

核心竞争力。（集团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马丛）

集团上半年实现利润31.42亿元,同比增长17.99%

入伏以来，高温闷热天气持续不

断。工作在高温环境中的职工们的

安全牵动着集团领导的心。近日，集

团所属各级企业工会组织迅速行动，

陆续将清凉解暑的饮料和瓜果送到

正在酷暑中奋战在各条岗位战线上

的一线职工，一年一度的工会“送清

凉”活动全面展开。

7月23日，在涿州热电集控室里，

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李迅叮嘱

职工们要充分利用好职工之家的特色

服务功能，解决暑期职工的实际困难，

确保职工安全舒畅地度过炎炎夏日。

按照北京市总工会《关于认真做

好2019年职工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

要求，集团工会全系统下发了开展

“送清凉”活动通知，要求各基层工会

的职工之家、暖心驿站要发挥好服务

职工的功能，让高温作业的职工避

暑、避雨、休息饮水的需求“随手可

得”，脚踏实地的服务、关爱好奋战在

一线的基层职工。目前，集团工会已

拨付“送情凉”专款补充到各基层工

会。全系统各级工会组织已全面开

展了职工夏季防暑降温和劳动保护

工作，进一步改善职工的生产生活条

件。下一阶段，集团领导还将深入到

高温、高湿、高热、高原作业场所、重

点工程建设项目、露天作业施工现场

进行“送清凉”慰问。切实把“清凉”

用品送到一线，把企业的关怀送到职

工心中。

据悉，在今年的“送清凉”活动

中，部分单位加大暑期安全知识宣传

力度，开展“防暑解暑”小妙招征集、

安全健康文化消夏晚会等创意活动，

收到良好效果。各二级企业及所属

的 96 家企业工会已发放解暑饮品和

清凉包等防暑物品，惠及一线职工

19326余人。 （集团工会 秦岭）

集团工会2019年“送清凉”活动全面展开
心系一线职工 助力安全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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