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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党旗面向党旗，，我举起右手我举起右手
———我的入党故事—我的入党故事””主题征文选登主题征文选登

7月9日，集团召开六月份“接诉即办”月度分析会，集团党

委副书记孟文涛出席会议并讲话。集团党委办公室及所属二级

企业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通报了1至6月份“接诉即办”

工作情况，京煤集团、京能电力、清洁能源、昊华能源、京能置业

依次汇报了上半年本单位“接诉即办”工作情况，分析了六月份

考核工单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整改措施。

孟文涛表示，“接诉即办”工作压力很大，但是仍然要从工

作上重视、行动上努力，做好“接诉即办”工作。集团作为首

都国企，要充分履行社会责任，本着为群众办实事的初心，解

决好群众诉求，做好“接诉即办”工作。要通过“接诉即办”月

度分析会这种形式，使各企业充分交流工作经验，互相学习借

鉴，进一步提高工作水平。针对如何做好“接诉即办”工作，

他提出四点要求，一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

好“接诉即办”工作。目前，市属国企的各家单位都非常重视

“接诉即办”工作，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提升“接诉即办”工作水

平，让群众切身感受服务上发生了变化。同时，要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主动作为，为群众办实事，把首都国企讲政治的原则

摆在首位，做到学史力行。集团内以服务业为主的企业，要通

过“接诉即办”提高服务意识、服务水平，通过“接诉即办”倒

逼企业提升管理水平。二是要精心谋划，精准施策。集团内

各企业要同北京热力学习对比，要针对自家难点、难题进行精

确分析，将服务品牌打响。同时，各企业要把历史遗留问题进

行摸排研判，提前施策，做好“未诉先办”。三是要创新体制

机制，强化考核，落实责任。要思考如何提升基层服务质量，

如何把直面群众的服务办得让群众满意，主动服务、超前服

务，各企业要想办法。四要真抓实干，取得好成绩。希望各企

业通过努力，提升“三率”成绩，为集团“接诉即办”工作水平

的提升贡献力量。 （集团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马丛）

有的人入党，是因为课本里雷锋、焦裕禄的闪光形象耳濡目

染，心向往之；有的人入党，是被革命先烈的事迹所震撼；有的人

入党，是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每个人入党的内在驱动力

各不相同。而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理由，是信念和传承。

我的爷爷是个老红军，1941年参军加入了抗日战争，第二

年便入了党，随后扛着枪一路打到解放战争、跨过鸭绿江抗美

援朝，背上的枪伤、腿里的弹片都是他的勋章，谈起过去的峥

嵘岁月，他眼里总少不了自豪的荣光，“转业到地方，党指哪儿

我们往哪儿打，我肯定第一个往前冲，军人就要从国家的‘枪

杆子’变成国家的‘刀把子’。过去国家穷嘛，落后嘛，你就得

发展，你们没经历过不知道，别说农村了，城市边上就没电，煤

油灯点的时间长了，屋子里墙上都是黑黄黑黄的，眼睛也受不

了。工厂里也经常停

电，啥也干不了，还咋建

设社会主义？那咱就得

有自己的水站 ......”爷爷

1952年转业到水利工程

局，最早是去了官厅水

电站，又到了密云水库，

紧接着刘家峡水库、石

泉大电站、安康大电站，

爷爷水电建设的步伐从

没有停下过。后来年纪

大了，局领导想让爷爷

回后方修养，爷爷说，你

们 还 干 不 干 水 电 了 ？

干，我就在前面顶着，我

是老党员，我站在前面，

才能带着大伙往前冲，

这是我的责任。

我的姥爷和爷爷是

从官厅水电站就并肩作

战的老同事，爷爷搞建

设，姥爷做后勤。还记

得我给姥爷讲鸡毛信的

故事时，他说他也偷偷

送过鸡毛信给潜伏在村

附近的共产党员，又兴

奋又害怕。原来，村子

被日本人占领了，连学

校都要学习日文，他们

这些毛头小子越是受压

迫越是要反抗，吃了不

少苦头。打那时起，他

就立志要加入中国共产

党，要像那时偷偷帮助

他们的共产党员一样，

让他的村子不再受压

迫。姥爷正式加入党

组织那天，他迫不及待

地向全家人公布了这

个喜讯。妈妈说，你姥

爷工作再苦再累，家里

的生活再难都没流过

泪，那天是真哭了，喜

极而泣。

再说说我的爸爸，

他所在的工程局领导

看我爸工作积极，踏实

肯干，号召力强，就推

荐 他 去 参 加 党 员 培

训。工程局的工作任

务重时间紧，出差多时

间长，爸爸的学习就像

珠子断了线--七零八

落，每次考试成绩自然

总是倒数，这也急坏了

单位领导，给爸爸下了

死命令，工作不能落

下，成绩必须上去！

“我必须给自己、给单

位争这口气！”当时爸

爸的工作是从后方运

生产物资到电站建设

地，工作任务是绝不能

耽误的，他就利用装车

卸货的时间，抓紧学

习，吃饭的时候也抱着

书做笔记，同事都笑他，你可别把饭吃到鼻子里去了。就这

样，爸爸熬了两个月，通过了培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是一名 80 后。参加工作后，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

大，那就是水电站建设的重中之重——移民安置工作。上

百名党员干部带着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对移民的无比耐

心，下沉到各村各户说政策、讲道理，资料翻烂靠嘴说，嗓子

喊哑上喇叭。他们克服畏惧思想，迎难而上，勇挑重担，“舍

小家，为大家”，深入一线协调解决各种矛盾，特别是明知可

能被围攻的情况下，一次次顶住辱骂、威胁，甚至人身攻击，

忍辱负重，苦口婆心地给移民群众做解释。在党的政策支

持和反复的动员说服下，不少移民说：“听党的，我搬!”记得

有位七十多岁的移民是一名老党员，他不仅自己积极搬迁，

还给村里群众作思想工作，他说，要相信党和政府的好政

策！从这段经历中，我看到了党性的光辉，让我们明白，党

是我们工作的坚强后盾。党是灯塔，给我们前行的指引。

可能很多人在入党时仅仅觉得这是自己政治生命的开

始，是组织上对自己努力工作的认可和肯定，但是，在不断学

习党史、党章，重温誓词的过程中，才会更多的认识感受到，

这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一种力量。入党决不是某种政治

资本，决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享受名利，入党为的是不计得

失，任劳任怨，摒弃个人私利，对党忠诚，甘于奉献，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

我想成为一名党员，像父辈那样，以党的事业为重，事事

当先锋、处处作表率。我想成为一名党员，向着党指引的方

向奋勇前进。 （京能国际西南藏能党支部 魏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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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力行 主动作为 努力做好“接诉即办”工作
集团召开六月份“接诉即办”月度分析会

清晨的岱海，碧空如

洗，阳光明媚。足球场上，

一名白衣少女手持长笛款

款走来，优美的长笛、吉他

旋律响起时，立刻引起了

人们的驻足。“唱支山歌给

党 听 ，我 把 党 来 比 母 亲

……”，一对对组合精神饱

满，歌声悠扬，深情的旋律

响彻整个操场。一时间，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足球

队员、啦啦队员、职工及家

属从操场的周围向中间汇集，随着旋律一起加入演出队伍齐

声合唱。大家挥动手中的党旗，深情地唱出了对党的祝福和

热爱，用歌声诠释了对党的挚爱和祖国的赞美。

这是岱海发电公司上

百名职工在足球场激情唱

响《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一

幕，职工们用充满激情的

歌 声 喜 迎 建 党 100 周 年 ，

充分表达了该公司广大干

部职工浓厚的爱党爱国情

怀。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以来，该公司上下迅速掀

起了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的热潮。本次

快闪活动的开展既是爱党

教育的生动实践，又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营造出了喜庆、热

烈的宣传氛围，更加坚定了广大干部职工在新时代、新征程

永远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心。 （岱海发电 王清）

7月9日上午，市总工会工业（国防）工会主席周玉忠、副主

席安丽，京能集团党委副书记孟文涛及集团工会相关负责人一

行，来到京能北京热力石景山分公司，亲切慰问检修大队一线职

工，为他们送去清凉饮料和慰问金。

在听取石景山分公司抢险大队工作情况的汇报后，周玉忠

表示，北京热力是民生重要保障单位，肩负着市民温暖过冬的重

要职责。俗话说“冬病夏医”，要做好冬季供热服务保障工作，夏

季的检修维护工作至关重要，关系到冬季供热的效果，关系千家

万户的温暖，热力职工要保质保量地完成好工作任务，为今年冬

天安全稳定供热打下坚实基础。同志们十分辛苦，要注意防暑

降温、劳逸结合。他代表市总工会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孟文涛表示，北京热力是集团重要的民生板块，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他叮嘱工会组织要监督协助企业行政做好安全生产

和防暑降温工作，确保职工平安度夏。同时希望热力职工发挥

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心系供热民生，心系市民冷暖，认认真真

完成好夏季检修工作。

以本次慰问活动为标志，京能集团 2021 年夏季“送清凉”

活动正式开始。按照《京能集团工会关于做好 2021 年职工防

暑降温工作的通知》要求，全系统各级工会组织也于近期纷纷

启动“送清凉”工作，把集团党政及工会组织的关怀送到职工群

众当中。在为一线职工送去清凉的同时，发挥群众监督职能，

确保夏季职工作业各项保障措施落实到位。（北京热力 杨忠民）

市总工会慰问京能北京热力一线职工
集团“送清凉”活动正式启动

岱海发电百人深情演唱抒发爱党爱国情怀

7 月 16 日，“京能杯”职工技能大赛第一届网络安全攻防

演练技能上机实操比赛在京煤集团举行。来自集团 15 家二

级企业，共计 79 家基层单位的 156 名选手参加了比赛。此次

赛事的举办，旨在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进一步提升集团网络安全

攻防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为首都能源安全供应提供网络保

障。集团副总经理关天罡出席大赛启动仪式，集团工会、集

团安科环部负责人，京内各二级企业工会负责人及全体参赛

选手参加了启动仪式。比赛特邀公安部三所原所长、铁路警

察学院原副院长、正局级研究员胡传平担任裁判长。

“京能杯”职工技能大赛第一届网络安全攻防演练技能上机

实操比赛由集团工会和安科环部联合主办，北京热力、京煤集团

工会承办，在开赛仪式上，承办单位京煤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

主席肖志军首先致辞，京能集团工会副主席曹文俊对比赛整体

情况进行介绍，选手代表和裁判长分别发言。

关天罡强调，当前网络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保障集团网络安

全，人才队伍建设是关键。大赛通过以赛促培的方式进一步提升

集团各级网络安全人员技术水平，为参赛选手提供一个展示个人

能力的平台。希望全体参赛选手能够学以致用，发挥优势，为集

团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提升做出新的贡献。最后她宣布比赛开始。

赛后，大赛组委会增设了分组讨论环节，选手们围绕本

单位网络安全遇到的挑战、应对措施和经验分享、参加比赛

感悟等方面进行了热烈讨论，强化了企业网安技术交流、提

质增效等方面的内生动力。

据了解，此次比赛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使所有参赛

选手完成了理论知识和上机实操培训及考试，实现了“全系

统、跨平台、线上线下同步”的竞赛格局，达到了以赛促学习、

以赛促提升的良好效果。6 月 16 日至 19 日，首先开展了理论

知识部分的培训和比赛，上机实操培训于 7 月 13 日至 7 月 15
日进行，培训使用国际国内常用的网络安全工具及脚本进行

了实战演练，通过模拟网络攻防战，有效提升了选手的网络攻

防实际操作能力。学员们纷纷表示，本次上机实操对从事信

息安全专业的职工来说，是一场专业的学习“盛宴”，是提升网

络安全专业技能的一场“及时雨”。 （京能置业 董博）

“京能杯”职工技能大赛第一届网络安全攻防演练技能上机实操比赛举行

践行网络强国战略 打造集团网络安全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