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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文化

强化督促指导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党史学习教育京能集团党委指导组工作推进会召开

引领我前行的力量
小时候，
《唱支山歌给党听》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

带领团队完成医院的首例腹腔镜下肿瘤摘除术；他平时对待患

旋律常常在懵懵懂懂的我的耳边萦绕。上学后，课本里，
《谁是

者，细致耐心,探讨手术方案，条理清晰；他笃信好学，信仰坚定，

为进一步统一思想，压实责任，推动集团党史学习教育有

最可爱的人》中志愿军的英勇和《鞠躬尽瘁》中党的好干部焦裕

他是我身边最敬佩的人，
他是一名共产党员。

力有序有效开展，9 月 9 日，集团党委召开党史学习教育指导组

禄的无私奉献精神深深打动着我。工作后，我目睹了抗洪抢

也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更加认真的思考生命的意义，我

工作推进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姜帆，党委副书记孟文涛， 险、抗击非典和新冠疫情的危急时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共产

的生命应该怎样走过？在这个过程中，我要追寻什么？逝去同

集团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及各指导组成员参加

党员冲锋在前的壮举。我想，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我们

事的敬业、奉献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感染着我。但是这个世

会议。会议由孟文涛主持。

伟大的祖国才能有今天的强盛。

界是很无奈的，有一些事情，它需要一个契机、一次点醒。2003

都说第一份工作会奠定一个人职业生涯的底色，我的第一

年非典肆虐时，医护人员纷纷请战、坚守岗位。我院医术精湛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集团各级党组织深入贯彻落实
“学党史、 份工作是一名临床护士。多年之后回首，不禁心生感念，这份

的 ICU 主任，也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积极组织危重症患者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总要求，
把握阶段性学习重点，
持续推进

工作培养了我的严谨、缜密，让我懂得了生命的宝贵，也促使我

的抢救，四十多天奋战在一线。用他的话说，自古文死于谏，武

党史学习教育往深里走、
往实里走。三个指导组依次汇报了巡回

向党组织靠拢，
在护理岗位上实现人生价值。

死于战，医死于疫，这都是本分，关键时刻展现出医者的担当和

会上，
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了集团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指导工作开展情况，
并提出了下阶段重点工作任务。
姜帆充分肯定了三个指导组的工作，并从三个方面对集团

1994 年，参加工作一年后，我进入到医院一个重要而特殊

共产党员的无畏。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奋斗和信念的力

的科室——手术室。那天值夜班，凌晨一点，手术室的电话骤

量！在他们的影响和推荐下，我认真阅读了《铁流二万五千里

前一阶段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进行了简要总结，一是示范引

然响起，号码显示是急诊室，
“ 患者男性、38 岁、左前胸外伤、 —长征》
《苦难辉煌》
《从望志路到南湖》等书籍，对党史了解得

领，同频共振，党史学习入脑入心；二是丰富载体，创新形式，党

血压 80/30mmhg、心率 46……”，电话中急诊室的同事语气急

越多、越深入，越为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砥砺奋进的精神所折

史学习教育氛围浓厚；三是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实效，
“ 我为群

促，简洁、快速报告着患者的情况。很快患者被通过绿色通道

服。风云激荡的历史大潮中，总有一种光芒，如灯塔般照亮前

众办实事”持续见效。

直接送到了手术室。接过患者的瞬间，我和麻醉师同时发现， 方；
总有一种力量，
穿云破雾，
浩荡前行！

针对下一阶段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姜帆提出四点意见，一

已陷入昏迷状态的患者，竟是我院的一名外科医生，是我们朝

正是在医院工作期间对人生意义的思考，身边优秀共产党

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各指导

夕相处的同事。跟着一起进入手术室的是外科院长、外科主

员的引领和影响，对党史的学习，让我对共产党有了更为清晰

组要重点对党史学习教育薄弱单位做好督导工作；二是要以

任 和 两 名 值 班 医 生 ，气 管 插 管 、加 压 输 氧 、输 液 、除 颤 ……。 的认识。我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经过党组织的考验，2012 年 4

“接诉即办”为抓手，持续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不断 “XX,坚持住！”平时坚毅、果敢的外科院长流露出难掩的焦

月，
我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力前行，创造了令世

取得新进展；三是要准确把握下阶段学习教育重点环节，聚焦

急。整个抢救团队倾尽了全力，但患者的血压、血氧饱和度在

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好总结大

快速下降，监护器上红灯闪烁，仪器一直在嘀嘀的报警，直至

人赞叹的伟大奇迹。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我将不忘初心、

会等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四是着力将党史学习教育

最后心电图拉成了一条直线。那么蓬勃的生命，昨天还在一

牢记使命，把“党和人民至上”持之为明镜，把“遵循规律办事”

成果转化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起说笑，转瞬间阴阳两隔。

内化为自觉，把“争创一流业绩”升华为信念，把握新时代、聚焦

姜帆最后强调，
各指导组要继续发挥好联络协调、
督促落实

那一刻，我明白，我所学的医学知识，并没有给我直面生死

作用，
以更高的政治站位、
更好的精神状态和更实的工作作风，
履

的能力。生命是如此的宝贵，但又是如此的脆弱。同事逝去的

职尽责，
严督实导，
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下一阶段工作，
确保集团党

一段时间内，他的音容笑貌不时在我面前浮现。1·28 重大交通

史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事故抢救伤员时，他曾连续工作 26 小时，一晚参与四台手术；他

（集团党委宣传部 魏汝晖）

高空抛物坠物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2020 年周
强院长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曾专门强调高空抛
物坠物对人民安全造成极大危害。事实上有近三成高空
坠物民事案件，出现直接导致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其中

（未来热电 张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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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予补偿后，所有参与补偿的当事人都有权向实
际加害人进行追偿。
三、物业服务公司有安全保障义务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有人员死亡案件的占比为 18.16%，而高空坠物刑事案件有 “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
超过六成发生在住宅区。2021 年 1 月 1 日起，
《中华人民共

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

和国民法典》正式施行，将高空抛物坠物治理规则纳入到

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

民法典中，在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中明确规定了高空抛物

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该款明确了物业服务

坠物案件中各方的责任划分。

公司的责任，在高空坠物的案件中，物业服务公

卢林双

一、高空抛物坠物在法律上被明确禁止

司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措施义务

中国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市中的高层建筑越来越

的，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物业服务公司的

多，高层建筑使用人的不文明行为和危险防控意识的淡

责任介入能够降低高空抛物坠物的发生几率，同

薄，使得高空坠物案件逐年上升。因此，在 2021 年施行的

时在责任分摊方面能够进一步稀释可能加害人

《民法典》中明确禁止了高空抛物行为。
《民法典》第一千二
百五十四条规定：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无论行为
人主观上是否故意，该行为都是被禁止的；高空抛物在造

所承担的民事责任。
四、公安机关有调查取证义务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第三款规定：

成重大损害的情况下，行为人将涉嫌高空抛物罪。2021 年 “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机关应当
3 月 1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

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该款要求公安机关

二款：
“ 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

有义务对于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加害人进行调查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取证，要求公安机关的强制介入有利于尽快查出

二、
行为人难以确定时，
可能加害人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实际加害人。所有参与补偿的当事人可以向实际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 从建筑

加害人进行追偿，
从而减少自身的财产损失。

民法典在身边 高空抛物坠物治理规则

保 密 不 松 懈 绷 紧 这 根﹃ 弦 ﹄

党中央在 1997 年 8 月作出的《关于加强新形
势下保密工作的决定》中指出：
“保密工作历来是
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革命战争时代，保密
就是保生命，
保胜利；
和平建设时期，
保密就是保
安全，
保发展。
”
保密工作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
在和平建设时期，
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都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保密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
经济发展
和社会的稳定。现如今，智能手机的普及，微信
等社交软件的使用，大家办公、生活都离不开网
络，
使用微信发送一张图片，
一份文件，
交谈中的
一句话都有可能造成泄密。从去年起，
单位要求
退出微信群，
不再使用微信进行办公文件的传输
及工作任务的下发。安全保密无小事，
我们要以
身作则，
时刻紧绷保密这根弦。
毛泽东同志曾经告诫过全党全军：
“必须十分
注意保守秘密，
九分半不行，
九分九也不行，
非十
分不可。
”
我们当初在入党的时候，
也曾郑重宣誓
“严守党的纪律，
保守党的秘密”
。我党一路风雨
走来，
在历史的见证下，
涌现出不少为了严守党的
秘密而不顾自身安危，甚至牺牲生命的革命先
辈。我曾经看到过一则关于任弼时保密工作的小
故事：
1926年3月11日，
风华正茂的任弼时挑起了
团中央书记的重担，
组织将远在湖南的妻子陈琮
英接到上海与任弼时团聚。陈琮英常常自感低人
一等，
她又矮又瘦，
一副乡村妇女的打扮，
一口浓
重的湖南口音，
任弼时不但不嫌弃，
反而觉得这是
做秘密工作的有利条件。他征得组织的同意，
给
她安排了一份合适的工作：
“现在，
党中央领导人都隐蔽在上
海工作。我出去活动不方便，
正需要人帮助哩！你这身打扮
敌人不注意，
正便于工作。你就帮我送信，
担任交通员吧！
”
任弼时帮助陈琮英补习文化课，并传授她保密工作技
巧。对于一些日常的小事，
任弼时也谨言慎行，
从旁启发和
培养她的保密意识。在任弼时的帮助下，
陈琮英渐渐由外行
变成内行，
直到晚年，
仍战斗在保密工作岗位上。
现实中，
有些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漠视保密纪律，
走上违
法违纪的道路。说到底都是政治意识不强，
纪律观念淡漠。
所以，
保密这根
“弦”
时刻都不能松懈。我们要向革命家们学
习，
绷思想之弦，
把牢保密关，
才能真正做到万无一失。

新目标、开启新征程！

·

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

《民法典》对于高空抛物坠物的治理规则是

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

从受害人的角度出发，以受害人尽可能地获得的

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

赔偿和补偿作为优先项；明确了可能加害人对实

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首先，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

际加害人的追偿权，坚持“决不放过一个坏人，决

包括了建筑物所有权人、承租人、借用人，如果物业服务公

不冤枉一个好人”；明确了物业服务公司作为高

司实际占有、使用建筑

层建筑的管理服务人员有排除危险的义务，物业

物也属于建筑物使用

公司在对社区进行管理服务的过程中需要排查可能存在

人；其次，
“ 可能加害” 的风险、张贴安全警示标语、加装安全防护措施等；公安机
的认定主要是基于楼

关有义务对高空抛物坠物案件进行调查取证，公安机关的

层高度、物体重量、损

特殊身份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比受害人自行取证更容易得

害结果严重程度等相

到其他机构配合，公安机关专门的侦查手段和痕迹勘验技

关参数综合分析得出； 术，使得其所调查的报告结
最后，在可能加害的建
筑物使用人对受害人

论更具有说服力和公信力。
京西热电 侯少博

法治园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