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草长莺飞，
正是出行赏花时。3月29日，咸安区
安监局机关工会到大幕山开展徒步
赏花健康行活动，丰富职工文化生
活，营造和谐、活跃的工作氛围。

在和煦的春风中，区安监干部
职工兴致勃勃地边爬大幕山边观赏
樱花海，合影留念，……很多同志还
通过手机微博，与朋友们进行交流
互动。在美好的山景春色里，大家
放慢紧张的脚步，享受着这份亲近
自然的“悠闲”和欢愉。

中午，徒步赏花活动结束后，局

机关工会还组织大家开展了烧烤活
动，大家分工协作，有的生火，有的
准备食材，有的烧烤，完美的分工协
作，充分体现了安监干部职工的凝
聚力和团结协作能力，整个烧烤现
场笑声不断，其乐融融。

此次活动，在徒步赏花锻炼身
体、亲近自然陶冶情操的同时，让大
家享受了生活的曼妙，促进了同事之
间的沟通与交流，增强了团队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推动了局机关的文明发
展，营造了和谐的工作氛围。（吴宇）

踏青健康行

咸安安监

3月28日，咸安区召开安全生产
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成员会，通报了全
区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督
查情况，参会各单位对今年以来的安
全生产工作进行了小结发言。区政
府党组成员、区安委会副主任吴长勇
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要求：要坚定必胜信心，着
力抓好七个方面工作：一是指导督
促企业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是指导督促企业清除安全隐患；

三是指导督促企业抓好“两化”工
作；四是抓好职业卫生监管工作；五
是抓好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
六是抓好安全生产宣传工作；七是
抓好“五一”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会议号召：全区安全生产战线
上的同志们要加强业务学习，做到
明职履责；勤动脑、勤动腿、勤动手
做好工作痕迹管理；加强协作联动，
互通信息，形成长效的工作例会机
制。 （吴宇）

咸安区召开安全生产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成员会

近日，有网民反映咸宁市温泉中学旁
边有一条巷子，近百米长一段距离没有路
灯，希望相关部门能多安装几盏路灯，方
便温泉中学及实验小学两所学校学子及
附近居民夜间出行。

国网咸宁供电公司获知这一信息后，
立即开展“彩虹行动”，组织员工进行现场
查勘。发现该处原来有2盏鄂高家属区安
装的简易路灯，这2盏路灯均安装在围墙

边上，在照亮生活区的同时也给院墙外的
小巷行人送去一丝光亮。但自从鄂高校
区搬迁后，原来老校区管理跟不上，这2盏
灯多年不亮，像聋子的耳朵形同虚设。幽
深的黑巷给温泉中学下晚自习的学子和
晚归的居民带来极大的不便。

如果按背街小巷装灯申报程序需要
很长时间落实，国网咸宁供电公司领导高
度重视，决定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切实
解决民生问题的角度出发，采取特事特
办，先装2盏路灯，以后再向政府有关部门
补办手续。由于连日来雨水较多，查看天
气预报周六晴天，3月25日，供电员工放
弃周末时间，经过4个小时的连续奋战，晚
上19点，圆满完成了希望桥社区温泉中学
围墙外小巷两盏路灯的安装和架设低压
线路100多米的任务。

“以前这条路黑灯瞎火，我们下晚自
习都是爸妈轮流接送，现在路灯终于亮
了，我们也不会害怕了，再也不麻烦爸妈
了。”正好学生下晚自习看见电力叔叔装
好了路灯。

“是啊，我们出行总是担心，黑漆漆
的，生怕踩着什么，现在有路灯就好了，你
们电力公司做事就是快，说做就做，给你
们点赞。”一直在现场看着路灯装好的社
区居民不停地夸奖。

国网咸宁供电公司开展“彩虹行动”照亮学子回家路
○胡导福 鲍红艳

市住建委

组织召开《咸宁市绿色建筑实施管理办法》宣贯会
为提升绿色建筑设计建

造水平，加快推进绿色崛起，
建设中国中部绿心和国际生
态城市，2016年 12月 30日
咸宁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咸
宁市绿色建筑实施管理办
法》。《办法》规定：2017年 1
月1日起，全市城镇新建各类
民用建筑应按《湖北省绿色
建筑省级认定技术条件（试
行）》进行项目设计、审查、施
工、监理、验收、备案。市中
心城区及各县（市、区）中心
城区新建国家机关办公建
筑、政府投资的公益性建筑
以及各类大中型公共建筑应
按二星级以上标准进行设
计、建造。鼓励建设单位设
计建造绿色生态城区示范、
绿色建筑集中示范、高星级
（即二星或三星级，下同）绿
色建筑示范项目。

为使《办法》尽快得到贯
彻落实，3月 28日咸宁市住
建委组织召开了《咸宁市绿
色建筑实施管理办法》宣贯
培训会。会上，市住建委相

关人员进行了辅导学习，就
《办法》出台背景、意义作了
说明，就《办法》相关规定进
行了解读，与会人员进行了
座谈、讨论。

市住建委汪曙东副主任
强调，要通过多方式、多途径
开方位强化《咸宁市绿色建筑
实施管理办法》的宣贯，要通
过各种措施保障落实，树立普
及一星绿色建筑，推广二星、
三星级绿色建筑意识，提升绿
色建筑设计建造水平，把我市
建筑节能工作提上新台阶。

在这次宣贯会上，还进
行了“面对面、听期盼”征求
意见听心声活动。

咸宁市墙革节能办、各
县市区墙革节能办、散装办
相关负责人和来自企业和项
目的代表共计50人参加了宣
贯会。 (王涛)

咸宁市墙体材料革新与建筑节能办公室协办
地址：咸宁大道168号市住建委七楼 电话：8255137

建筑节能
圆低碳居家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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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近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委（党
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以下简称
《规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认真遵照执行。

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是
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
政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
要途径，是中国共产党一个独特的政治优
势。这次制定颁布《规则》，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心组学习的
重要体现，是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化全面从
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
的重要举措。《规则》作为关于中心组学习
的一部专门党内法规，对于推动理论武装
工作深入开展，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
和工作能力，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规则》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明确党委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以政治学习为
根本，以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为首要任务，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重点，以掌握
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目
的，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知行合
一、学以致用，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实效，坚
持依规管理、从严治学。

《规则》共5章17条，对党委（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的性质定位原则、内容形式

要求、组织管理考核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规则》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应当把中心组
学习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
制，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各级党委
（党组）对本级中心组学习负主体责任，对本
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中心组学习负领导责
任，党委（党组）书记是中心组学习第一责任
人，党委（党组）负责宣传思想工作的成员是
中心组学习直接责任人，中心组成员应当发
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和表率作用。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

做增量规避“发福利”
——国企混改员工持股试点追踪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深化国
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试点因与国
企职工利益休戚相关，成为混改中的关注
点。

据统计，除国资委提出抓好10家央企
子公司的员工持股试点外，已有北京、上
海、陕西、湖南、湖北、四川、山东等近20个
省市明确要推进地方国企员工持股试点，
北京、上海已相继出台了关于员工持股的
实施办法和方案。

做增量不做存量，规避“发福利”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
破口。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实现形
式，国企员工持股试点再度升温。

“我们旗下的东航物流正在推进混改，
计划引入民营资本。对方明确提出，希望
核心员工能在混改后的企业里持股。”东航
集团总经理马须伦告诉记者。

统计显示，截至目前，A股有约百家上
市国企推出员工持股计划。其中，上海国
际港务集团推出的员工持股计划，已有超
过1.6万名员工参与认购。

记者采访发现，这轮员工持股试点主
要呈现以下特点：

——做增量不做存量。中国社科院的
一份报告指出，不应该拿原有的国有资产
存量去和员工分享，而应鼓励将企业增量
效益，尤其是那些由员工努力创造的超额
收益用来分享。

——主要在充分竞争行业开展。北京
市国资委下发的相关实施办法提出，北京
市的员工持股试点工作将集中在新能源、
生活性服务业、文化创意业等领域。目前，

北京市已经初步圈定北汽新能源、庆丰包
子铺、正达坤顺等6家试点企业，均为竞争
类企业。

——防止管理层拿大股。中央和地方
的意见均指出，单一员工持股比例最多不
超过1％。

不引导员工“炒股”，形成利益共同体

员工持股试点并不是完全没有风险。
特别是在股市大幅波动的情况下，上市公
司股价有可能跌破员工的持股成本。

专家认为，要理性看待这一现象。首
先，员工持股计划应选择合适的窗口期。
以上港为例，其员工持股计划的发行价是
每股4.18元。经历股票市场的大幅波动，
最新价格为每股6.1元左右，员工持股有一
定的浮盈。

其次，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
神，员工持股试点的本意是“形成资本所有
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而不是引导员工
去“炒股”。

湖北省属国企中南建筑设计院，由于面
临人才流失的压力，在地方国企中较早开展
员工持股试点。根据试点方案，湖北国资委
以设计院经评估的净资产扣除改制费用后，
作为国有股全部投入新公司，持股74％；
184名中层以上经营管理者和核心技术骨
干以现金出资增持的方式持股26％。

参加员工持股试点的湖北省城建设计院
员工程涛表示，公司发展与自己的前途紧密
相关，“下班前关灯关空调，打印材料双面用
纸，出差争取当天往返……节约下来的每一
分钱，都与自己有关”。

扩大覆盖面，增强激励度

记者采访了解到，国企混改中的员工
持股试点正在加速，不过，目前的不确定因
素仍比较多。

比如在持股比例方面，相当多的国企

偏于谨慎，将员工持股的比例控制在10％
以内。以上港为例，员工持股尽管覆盖面
很大，但相比90％左右的国有股，1.8％的
持股比例还是很低。

“持股比例太低，对于激发广大员工积
极性、与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的效果不太
显著。”已经开展员工持股的沈鼓集团副总
经理李绍国说。

值得关注的是，去年8月国资委出台

的相关意见，将员工持股占企业总股本的
比例上限定为30％，这为试点国企进一步
放开手脚提供了空间。

在参与试点的员工范围上，不少国企
明确为“骨干员工”。但哪些是“骨干员工”
目前没有清晰界定。“如果只限定为企业中
层，获得激励的员工范围就会比较窄。公
有制经济强调按劳分配为主，普通劳动者
的作用不能被忽视。”李锦表示。

朝鲜谴责美“特种作战”图谋
新华社平壤3月30日电 据朝中社29日报道，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称，朝鲜的先发制人作战
是为应对美国挑衅采取的正当自卫措施，并再次强烈
谴责美韩联合军演和“特种作战”。

朝中社援引外务省发言人谈话报道说，美国国务
院发言人27日将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此前就
美韩“特种作战”发表的警告称作“挑衅性行动”“煽动
性言论”，但朝方早已明确表示，此次警告是应对重大
挑衅者的正当自卫措施。

发言人说，美国盲目的军事冒险，使朝鲜半岛被
战争威胁笼罩。如果现在半岛爆发战争，责任和谁先
发制人无关，而应由对朝鲜不断强化敌视政策并将大
量核战略武器和特种作战手段引入半岛挑起事端的
美国负责。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26日警告说，美韩
“特种作战”和“先发制人”图谋逐渐清晰，朝鲜人民军
将以自己的特种作战和先发制人作战来粉碎美韩阴
谋，朝鲜人民军可于任何时间、在事先不警告的情况
下对其予以毁灭性打击。

英国正式启动“脱欧”程序
新华社伦敦3月30日电 春寒中，英国29日正

式向欧盟递交“脱欧”信函，米字旗和欧盟旗共同飘扬
在伦敦上空的场景将成为过去。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同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表
示已经收到来自英国首相的6页信函，“今天对于欧盟
和英国来说，都不是值得高兴的一天。”

加入欧盟44年后，英国成为首个寻求退出的成员
国。

按程序，图斯克将在31日向成员国提出一份英国
“脱欧”指导方针的提案，供欧盟27国领导人在4月29
日的特别峰会上讨论通过。

接下来，英国须在两年内完成与欧盟其它成员国
的谈判。预计英国可能要为这次“分手”付出高达500
亿至600亿欧元的代价。

而“失去英国”的欧盟也在25日结束的罗马峰会
上发表《罗马宣言》，坚定“抱团取暖”共度难关的信
念：“选择单独行动，我们就会在充满活力的世界上被
边缘化。联合起来是我们影响世界、捍卫我们共同利
益和价值观的最佳选择。”

乌克兰冲突各方同意暂停火
新华社明斯克3月30日电 乌克兰问题三方联

络小组（乌克兰、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俄罗斯）29日
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结束例行会谈，乌东部冲突各
方同意因复活节将至而自4月1日起停火。

据白俄罗斯通讯社报道，欧安组织特别代表萨伊
迪克在会谈结束后向媒体通报说，乌克兰东部地区冲
突各方当天商定自4月1日凌晨起实施停火并从冲突
区域撤出重型武器。

各方在会谈中还重申了完全遵守新明斯克协议
的必要性，认为该协议没有替代方案。各方商定，下
轮会谈将于4月12日举行。

2014年4月，乌克兰东部地区爆发武装冲突。同
年9月，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与乌东部民间武装
在明斯克达成停火协议，但冲突并未完全停止。2015
年2月，新明斯克协议签署，协议各方就乌东部地区政
治安排达成一致，但协议并未得到有效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