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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胜利油田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减少“四风”问题存量、遏制“四风”问题增量，特别
是今年在局处两级机关开展“倡清廉、转作风”专项清理活动，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清
廉就是鲁胜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钙’，党员领导干部一旦缺失清廉，就会导致企业患上‘软骨病’。”这是该
公司纪委抓党风廉政建设常常引用的一句话。近年来，鲁胜公司纪委从建立健全监督体系、加强重点岗位环
节风险防控等方面入手，全力推进依法治企进程，为低油价下油田企业提质增效升级凝聚强大的思想动力。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陈军光 时维涛

健全监督体系
杜绝“微腐败”侵蚀

2015年，为加强纪检监察工
作力度，鲁胜公司党委决定分离
思政科的纪检、审计职能，成立公
司纪委监察(审计)科，并构建涵
盖纪委监察、内控审计等一体化
的运行机制，提升纪检工作效能。

去年，鲁胜纪委监察(审计)
科接到了一条匿名举报短信，内
容涉及某管理区主要负责人在工
作中独断专行、欺上瞒下、听不得
不同意见、对班子成员反映的问
题置之不理，并在私生活方面存
在不检点等违纪线索。

这封言辞激烈的举报短信，
引起纪委监察(审计)科的重视，
并成立工作组到该管理区了解情
况。在与60%以上的干部员工进
行面对面交谈和调阅有关材料
后，认定这起举报严重失实。

“调查结束后，纪委监察(审
计)科到该管理区召开员工大会
介绍调查情况，澄清事实，更向大
家表明公司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和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的决
心。”在纪委监察(审计)科副科长
孙海涛看来，鲁胜公司从严从实
各部门单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落实，在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常态
化、机制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鲁胜公司，记者看到今年
QHSE管理科部门党风廉洁建设
责任对照表中，按照部门管理的
业务梳理出事关采购、结算、检
验、污染治理等6项内控点，并明
确每项节点对应的负责人、存在
的薄弱环节和保障措施。

近年来，鲁胜公司党委每年
都与各单位签订党风廉洁建设责
任书，将廉洁建设的压力层层传
递，并形成业务会议同步提出党
风廉洁建设要求、业务培训同步
设置党风廉洁建设课程、业务检

查同步安排党风廉洁建设内容、
业务考核同步评价党风廉洁建设
成效的局面。

目前，鲁胜公司已修订完善
《纪检监察业务工作量化考核办
法》，从信访受理、违纪处理、效能
监察、反腐倡廉教育、监督责任落
实、廉洁风险防控和基础工作等
方面，实行月度考核、季度通报。
综合排名第一的单位，将授予季
度“纪检监察工作流动红旗”，有
效促进党风廉政建设。此外，为使
廉政建设由管理层重视转向基层
重实，他们创新推行兼职纪检监
察员制度，在每家管理区设置2至
3名兼职纪检监察员，实现“临时
监督”向“随时监督”的方式转变。

坚持预防关口前移
让效能监察再发力

在生产运行中，鲁胜公司车
辆油料属于重点成本管控项。近
日，按照既定部署，纪委监察(审
计)科王红等人开始对公司设备
燃油管理展开立项监察。期间，王
红发现少数已报废的车辆所属的
加油卡尚未注销，对此她们立即
下发两份监察建议书，要求综合
大队整顿加油卡，并要求生产运
行科完善对设备燃油管理规定。

围绕内控审计坚持监督关口
前移，强化效能监察，已经成为鲁
胜公司提升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
举措。今年，该公司已对设备燃油
管理、自采物资、维修费管理、禁
止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家属在中
石化经商等四项内容立项监察。

此外，鲁胜公司针对生产经
营管理中易滋生腐败的重点关键
环节，建立健全了专项效能监察
长效机制，不定期开展专项检查
工作，履行预防、监督、调查、督促
整改和追责问责等职责，督促相
关人员遵规守纪，降低从业风险。

“春节等节假日，也是纪检监
察工作的重要预防点。”王红说，
去年以来，鲁胜公司对节假日公
务用车、公务接待、机关作风进行

明查暗访40多次、查找廉洁风险
点608个、制定防控措施534条，下
达21份《效能监察建议书》21份、
建章立制12项。在对公司副科级
以上干部持股情况进行排查统计
后，5名副科级干部退出持有的改
制企业现金股共8 . 9万元，进一步
规范生产经营行为，确保生产经
营规范有序、依法合规。

以典型为引领
以教育为警示

2016年2月25日，鲁升管理区
王69员工韩绍春在巡井时发现两
名盗油分子后欲向前制止，被一
名盗油分子抱住并强行塞入200
元。随后，韩绍春跑入站内报警，
并主动将200元上交单位。

无独有偶。去年，鲁胜公司某
供应商在办理业务时，硬塞给业
务负责人近千元。随后，这名负责
人将其上交给纪检人员。

扬清正之风、树廉洁之气，成
为鲁胜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新风
尚，这与该公司坚持常态化开展
廉政教育密不可分。今年2月份，
廉政教育室成立之初，便制定全
年7次的重点党风廉政教育目标，
培训对象涉及科室领导、基层干
部、重点岗位工作人员、党员等。
廉政教育室还开发廉政答题平
台，以月度嘉奖的形式引导员工
积极参与，并形成“坚守纪律底
线，树立清风正气”的良好气氛。

今年，鲁胜公司将深化廉洁
示范单位建设提上重点工作日
程，对廉洁示范单位的总体要求、
创建标准、实施步骤、工作要求、
量化考核细则进行系统规范，并
以鲁源、鲁丰管理区为重点，坚持
以点带面促创建，突出典型引领。

“示范单位的典型做法将会
系统总结后在全公司推广，目的
就是让每家管理区都成为廉洁示
范单位。”孙海涛说，在改革调整、
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唯有建立
一支清正廉洁的队伍，才能全力
推动提质增效升级上水平。

鲁胜公司健全监督体系、加强重点岗位防控力度

清廉之风为提质增效“补钙”
供水公司：

职工跳深坑勇救受困老人

近日，胜利油田孤东采油厂举办“我的班组我的家”青年班组长风采展示大赛，并分为“班组长经验介绍
及班组故事分享”、“安全、形势任务教育必答题”和“基层班组管理话题研讨”三个环节综合考评。据了解，活
动中，参赛的班组长们把班组中精细管理、安全高效和创新创效等方面的小经验、小故事，通过PPT、情景剧、
演讲等形式进行展示，现场就安全、形势任务教育进行了必答比赛。在基层班组管理话题研讨环节，各参赛班
组长结合基层班组管理话题和自身工作实际，与现场的观众进行交流分享。经过激烈角逐，采油管理五区李
文涛、井下作业大队(南区)王启亮获得第一名。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李贻晨 尹永华 摄影报道

青青年年班班组组长长风风采采展展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孟维红 吕艳红

老人摔入深坑
好心人紧急施救

“您给了我第二次生
命，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回忆起2016年11月27日晚
发生的那一幕，陈玉风至
今仍心有余悸。她说，当晚
7点左右，她独自骑着自行
车外出时，不慎落入正在
施工的一个深坑中，致使
额头磕破、全身多处骨折。
一时无法活动的老人只能
呻吟着，并期待能有人对
她施救。

这时，正在小区散步
的慈学良突然远远地听到
呻吟声，于是他借助手机
灯光向深坑照去。“当时老
人满脸是血，额头处像是
凹陷了下去，情况十分危
急。”看到老人遇险后，慈
学良招呼了两名路人一起
救助。

“好心人，请你们把我
抬上去吧。”在询问老人身
体情况后，慈学良便和另
一名居民跳入坑内，托住
老人关键部位，并在第三
个人的配合下，小心翼翼
地将老人救了出来。

在拨打120急救电话
并通知冉先生后，另外两
名好心人有事先行离开，
慈学良则选择留下照看老
人，因为他觉得“情况危
急，保证老人的安全才是
最重要的”。

没多久，冉先生就开
车赶到事发现场。“当时没
想到母亲伤势会那么严
重，一下子就慌了神。”冉
先生说，为了争取最佳救
治时机，慈学良就帮忙将
陈玉风抬上车，并和他一
起送至医院救治。

在医院急诊室内，忙
着救治母亲的冉先生来不
及答谢，就让妻子一定先
留下救命恩人的电话。慈
学良争不过一家人的再三
请求，在看着老人没有生
命危险后，就留下电话就
转身离去。

心怀感恩之情
半年后终当面道谢

据了解，在这次意外
中 ，陈 玉 风 身 体 多 处 骨
折、额头部位大量出血。
冉先生说，在河口医院简
单处理后，母亲就转至东
营治疗，“医生说母亲的
头部当时出现轻微积血，
所幸救治及时，否则后果
不堪设想。”

在陈玉风住院治疗的
一个多月时间里，除了静
养身体，她还一直念叨着
要当面感谢好心人，不能
让救助自己的人心寒。但
那时老人因伤势严重，出
院后也一直在家调养身
体，当面谢恩的心愿一直
没有完成。这期间，冉先生
曾多次拨打慈学良的电
话，但对方一直不肯说出
个人信息，道谢这件事只
能一拖再拖。

转眼间，这件事情也
过去了半年之久，慈学良
本想事情也就过去了，但
没想到冉先生经过多番打
听，最终还是找到了慈学
良的工作单位。

“这份感谢来的有点
晚了。”“老人的健康才是
最重要的，危急情况下，大
多数人都会这么做。”面对
陈玉风和冉先生的感激之
情，慈学良觉得“这算不上
什么事，每个人遇到这样
的情况都会伸手相助。”

冉先生坦言，当初不
是慈学良及时组织另外两
名好心人将母亲抬出来，
并通知家属、协助送医，或
许会发生更大的意外。如
今，全家都为能找到救命
恩人觉得兴奋，这也了却
了目前的一桩心愿，“衷心
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在供水河口分公司，
慈学良勇救遇险老人的故
事成为一段佳话。“老慈救
人这点事，我一点都不觉
得惊讶，他平时就是喜欢
助人为乐，为人处事朴实
善良。”同事王金明回忆
称，多年前，慈学良就曾捡
到过钱包和手机，并积极
找寻归还给失主。

6月2日，河口区59岁的陈玉风老人和儿子冉先生带着
一面印有“救人不留名 高贵扬千秋”的锦旗来到胜利油
田供水公司河口分公司，向职工慈学良表达感激之情。据
了解，去年初冬，陈玉风骑车外出时不慎摔入一处深坑，恰
经此处的慈学良及时发现并积极救助老人，才避免了一场
悲剧的发生。事后，陈玉风多番打听才找到慈学良的工作
单位，上演了温馨的一幕。

老人当面向慈学良表达感激之情。 本报记者 邵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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