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勘局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径
本报讯 3月 21日袁第二勘探局围绕中国

煤炭地质总局 野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建
设一流地质与生态文明集团冶视频培训会议专
题报告和总体要求袁展开了深入的研讨遥

会议指出袁要全面系统学袁及时跟进学袁联
系实际学袁把自己摆进去尧把职责摆进去尧把工
作摆进去袁做到常学常新尧真学真信尧学思践
悟尧细照笃行尧知行合一袁坚决把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和总局战略部署贯彻好尧落实好遥

会议强调袁要积极探索高质高速发展的新
方式袁积极谋划生态优先尧绿色发展的新路径袁
做深做实做好局属各产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

高效融合遥 着手进行局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
计袁引才借智袁快速搭建引航绿色发展的平台
机构和人才高地曰完善地质勘查装备科技创新
成果袁 全面服务总局生态地质尧野美丽地球冶产
业建设曰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袁加快局属相
关企业弯道超车尧转型发展遥与此同时袁加强资
质提升袁通过整合内外部资源袁拓宽服务生态
文明建设的业务范围曰加强能力建设袁通过与
内外部先进单位交流学习袁掌握服务生态文明
建设的关键技术曰加强市场开发袁通过组合资
源形成产业联盟袁抢占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市
场先机遥 王 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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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滴浴上班了袁打卡成功浴冶早上七点刚过袁一
声清脆的 野滴冶 声吵醒了原本还睡意蒙眬的楼
道袁野哒哒冶的声音响彻走廊袁一道身影忽现袁迅
速开门尧进门尧放包尧开电脑袁一气呵成遥端坐于
电脑前袁敲击键盘声尧点击鼠标声不绝于耳袁奏
出了清晨奇妙的交响曲遥

野陈主任要要要冶一声浅浅的呼唤袁将她紧锁
在电脑屏幕上的目光拽出遥已经八点半了袁楼道
里鞋底撞击地面的声音此起彼伏遥 十多平米的
办公室袁瞬间变得拥挤遥其他两名女职工早已各
就各位袁熟练打开电脑袁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遥

每天清早袁如同复制粘贴般情景再现袁周而
复始遥也正是这样的周而复始袁成就了一个别样
的群体要要要勘查研究总院科技处袁 中国煤炭地
质总局野三八红旗集体冶遥

逼仄天地依然深爱

野这个申报袁必须赶在下午四点之前袁要不
然通道就关闭了遥冶不见其人先闻其声袁来人正
是总院科技处主任陈美英遥她一手拿着手机袁一
手指着电脑屏幕说着相关事宜遥一问才知道袁原
来她们正在申报某一青年基金项目袁 陈美英为
这个事已经忙碌了一早上袁 紧随其后的是一名
学生模样的女生袁 使原本狭窄的空间变得更加
局促遥陈美英指导袁殷榕蔚操作电脑袁左卿伶辅
助袁电话声尧敲门声尧咨询声袁以及间隙不停跳跃
的野附件冶野图表冶野专利冶野矢量冶等词语袁映着窗
台上那盆绿植袁浑然天成遥

2017年 3月袁科技处成立袁编制 4人袁负责
总院项目管理尧项目对接尧资质管理尧经营规划尧
成果转化及学术交流等遥四张桌子袁四台电脑袁
一台投影仪和堆积如山的申报资料袁 是科技处
的全部家当遥

野陈主任袁这里有点儿问题噎噎冶殷榕蔚说

道袁陈美英疾步过去遥待处理完袁指针已飞快地
转了好多圈遥

野我们就是这样袁忙袁一个接一个地忙遥忙并
欢喜着袁这大概就是真的爱这份职业吧浴冶陈美
英顿了顿袁野我们经常会为了一个申报连轴转袁
累了就在办公室的沙发里窝一窝袁 起来接着
干遥冶

思绪仿佛被拉到了中国煤层气资源综合评
价与勘查关键技术研究申报的那段时间遥 四个
人袁一张桌子袁一面白墙袁一台投影仪袁一大摞资
料袁逐字逐句袁一行一行袁一个图表一个图表袁一
个附件一个附件袁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遥她
们忘记了时间袁忘记了空间袁似乎被赋予了无限
精力遥投影仪倒映出她们的身影袁认真尧倔强遥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袁 最终袁 所付不负所
望遥她们申报的项目袁获得了总局科学技术一等
奖遥荣誉的获得袁让野方寸冶天地大放异彩遥

申报路上说走就走

野人家买车是为了踩着点儿上班袁我们陈主
任买车是为了早来上班遥冶殷榕蔚笑着说遥

野早来的那几十分钟袁可以干好多事儿遥冶陈
美英回应道遥

在她们办公室的一角袁 一直有个黑色旅行
包袁里边常备着日常换洗衣物和洗漱用品袁为的
就是一场说走就走的出差遥

野小殷尧小左袁快准备准备袁我们得马上去趟
南昌浴冶陈美英急速地说道遥

一人一包袁说走就走遥三人的背影迅速淹没
在茫茫人流中遥

这样的场景上演了无数次袁高效尧准确尧严
谨成了她们的标识遥有时为了一个数据袁她们要
反复穿梭于各资料室袁翻看厚厚的资料袁做好笔
记袁多次核验袁直至准确无误遥

野女性的角色袁让我们对附件图片的美观追
求到了极致遥冶陈美英说道袁野力求完美袁表达准
确袁我们看了舒服袁别人看了也赏心悦目遥冶

申报袁不是已来袁就是在来的路上要要要
2018年袁总院共获得各种奖项 14项袁其中

省部级一等奖 1项袁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优质报
告奖 4项袁总局科学技术及其它奖项 9项曰申请
受理专利 25项袁已获得授权 6项袁软件著作权
19 项曰发表学术论文 37 篇袁其中 SCI2 篇尧EI1
篇尧中文核心 13篇遥

建立院士工作站遥2017年 12月 14日得到
北京市科协批复袁12 月 20 日院士工作站正式
挂牌遥

开展了煤炭行业信用等级评价遥 组织开展
总院煤炭行业信用等级评价袁 完成了各种材料
册袁煤炭行业信用等级评价顺利通过评审袁荣获
AAA级信用企业称号遥

调研汇总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尧 国家工程中
心尧自然资源部重点实验室尧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申报文件及相关要求遥 启动自然资源部重点实
验室和工程中心的申报筹备工作遥

噎噎噎噎

柔软内心自成天地

野小殷不容易啊袁孩子还小袁可也经常被我
们薅来加班浴冶

野小左也是袁那次去济南袁我们几个忙得顾
不上吃饭遥她刚上班袁就赶上了那个项目遥冶陈美
英不无感慨地说遥

野就当锻炼了浴冶
左卿伶笑吟吟地说遥

为了及时申报袁
她们必须时刻准备
出发曰为了获得第一

手资料袁她们必须先人一步袁及早调研遥
妻子尧母亲尧女儿尧科技工作者袁她们扮演着

不同的角色遥可因为工作需要袁其他角色都要给
野科技工作者冶让道袁为野科技工作者冶开路遥

也许孩子还在嗷嗷待哺袁 也许孩子正在发
烧袁也许父母不小心摔伤急需照顾袁又或许丈夫
同样需要妻子遥可她们别无他法袁只能选择负重
前行遥

野既然选择了袁就好好干袁干出个样儿来浴冶
陈美英目光坚定遥

野对袁好好干浴冶殷榕蔚尧左卿伶跟着说遥
敲击键盘声尧点击鼠标声尧电话声袁依然没

有停止遥
此刻袁 时针已指向 野5冶袁 楼道里也开始传

来了 野哒哒冶 声袁 人们准备下班了遥 可她们依
旧端坐于电脑前袁 时而托腮思考袁 时而翻阅资
料袁 时而小声地讨论几句袁 目光像被 野焊冶 在
了电脑里遥

野即使下了班袁 我们也常常要带电脑回家遥
回家了是整段的时间袁 我们可以静下心来袁 好
好地申报遥 8小时之外格外的高效遥冶 有人轻轻
地说遥

窗台上那盆绿植已开出浅红色的花袁 映着
夕阳的余晖袁照在每个人身上袁点亮了野方寸冶天
地的那抹红遥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遥最早的野滴冶声或许还
在她们科技处袁 或许明天她们就又在说走就走
的路上遥

野方寸冶天地那抹红
要要要记总局野三八红旗集体冶勘研总院科技处

阴 本报记者 王晓青

日前袁第一勘探局一二九队施工
的科研环保项目野葫芦素煤矿煤矸石
投放井冶关键环节套管投放袁经过项
目组员工的日夜奋战袁全部到达预定
位置遥此项目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号召袁坚持实现野来自于地下尧再还原
地下冶绿色环保理念遥其下放套管重
量 450吨袁国内领先遥

李 敏 摄影报道

本报讯 3月 21日袁 贵州省煤田地质局党委书
记尧 行政负责人王剑一行到省自然资源厅汇报对接
工作遥省自然资源厅党委书记尧厅长周文和相关部门
负责人听取汇报并作出指导遥

2018年袁贵州局坚持政治引领袁强化制度建设袁
打牢工作基础袁促进转型发展袁推进经济工作稳中求
进尧进中谋变尧变中求新袁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袁确立
了以煤炭地质为主体袁 非常规天然气勘查和广义地
质开发为两翼的野一体两翼冶发展思路遥

2019年袁贵州局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袁树
立新发展理念袁推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袁坚持野改革+
创新+提升冶三轮驱动和野一体两翼冶转型升级战略袁

紧紧围绕全省自然资源工作部署袁攻坚克难尧善谋善
为袁奋力开创地质工程与煤勘事业新局面遥

王剑一行围绕构建工作机制尧优化资源配置尧加
大项目支持尧 协同创新尧 支持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问
题袁恳请省自然资源厅给予帮助和指导遥周文对该局
工作给予肯定袁并从四个方面给出建议院目前省内地
勘基金投放大幅下降袁地质灾害尧自然资源生态修复
相关基金较多袁并均在县级组织实施袁建议贵州局在
自然资源体系下寻找发展方向曰利用自身优势袁加大
对矿产资源投入机制的探讨曰 提升自身科技创新水
平袁做优势产业曰积极参与全省煤层气尧页岩气的勘
查开发遥 慕熙玮

稳中求进 进中谋变 变中求新

贵州局工作思路获上级部门肯定本报讯 近日袁 陕西省第三次全国
国土调查培训班在航测遥感局举行遥

开班仪式上袁航测局局长赖百炼致
欢迎辞袁简要介绍了煤航集团基本情况
及近年来在优化主业尧创新转型方面的
做法与经验遥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尧野三调冶
办主任卢勇通报了陕西省野三调冶工作
的进展情况袁介绍了省野三调冶工作的最
新安排和举办此次培训班的目的袁并就

怎么看尧怎么干尧怎么学野三调冶工作袁进
行了指导遥他指出袁要站在讲政治尧顾大
局的高度认识野三调冶工作遥野三调冶是重
要的政治任务袁是野国字号冶工程袁参与
单位要认真履职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推
进工作袁严控工作进度袁全过程进行质
量控制曰要彻底分离调查任务与核查任
务袁加强法律法规和业务培训袁坚决实
施野三调冶黑名单制度袁切实做好相关保
密工作遥 鲁 欣

航测局承办陕西国土调查业务培训班

本报讯 3月 22日袁四川省煤田地质局召开
2019年党建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遥 局党委书
记尧局长刘荣讲话遥

2018年袁四川局坚持围绕中心尧服务大局袁
切实加强全局党的政治建设尧思想建设尧组织建
设尧作风建设尧纪律建设袁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袁
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质量进一步提升袁职
能作用进一步彰显遥

会议指出袁2019年是全局深化改革创新袁加
快升级转型袁 奋力推动地勘单位高质量发展再
上新台阶的关键之年遥 面临新形势尧 处于新时
代尧肩负新使命尧承载新期盼袁党的建设和党风
廉政建设必须有新作为尧新举措尧新作风尧新气
象遥要统一思想袁提高政治站位袁努力增强推进
党的工作思想行动自觉曰认清形势袁服务大局袁
明确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曰 提高认
识袁落实责任袁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把党的建设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曰坚持问题导向袁突出重点袁积
极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落到实处遥

会上袁 刘荣代表局党委与局属单位党委签
订了 2019 年党建工作责任书和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书遥 赵红梅

本报讯 近日袁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总工程
师袁 规划勘察研究院党委书记尧 理事长王怀
洪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彭苏萍进行了座谈交流遥

王怀洪介绍了山东局 野22522冶 工作思路
及研究院 2019年工作计划曰 彭苏萍对山东局
及研究院的转型发展表示赞扬遥 双方还就深

地探测重大科研专项开展了深入交流袁 彭苏
萍表示袁 将在智力尧 人才等方面给予支持袁
做精做优相关产业袁 助力山东局尧 研究院高
质量发展遥 万大庆

阴 编辑 王 冰 阴

山东局与彭苏萍院士开展交流

本报讯 3月 31日袁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党委
书记尧局长赵平在总局总部会见了宿州市市长杨
军遥总局党委委员尧副局长王海宁袁工会主席尧规
划发展部部长于运强参加会见遥

赵平对杨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遥他简要介
绍了总局的历史沿革尧产业布局尧社会责任等袁重
点介绍了总局六大主业建设情况袁以及作为央企
发挥专业优势在野京津冀蓝天保卫战冶中所作出
的贡献遥他表示袁总局将践行野地质+冶理念袁积极
投身于野透明地球冶野美丽地球冶野数字地球冶建设袁

发挥央企优势袁加强企地合作袁为宿州市的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贡献遥

杨军对总局近年来的发展表示赞赏遥 他表
示袁宿州市发展需要总局的参与袁宿州市各项规
划与总局产业高度契合袁希望总局深度参与宿州
市的城镇化建设袁加快推进双方务实合作袁助力
地方发展遥

总局办公厅副主任渊主持工作冤于文罡袁经营
部等相关人员参加会见遥

贺 强

赵平会见宿州市市长杨军

本报讯 3月 22日袁江苏煤炭地质局党委召
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渊扩大冤学习会袁学习贯彻
新发布的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
见曳叶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曳和叶党
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曳等文件精神遥

会议指出袁全体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贯彻中
央精神袁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袁坚定政治信
念袁坚持政治领导袁着力增强政治本领袁净化政治
生态曰坚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袁严格执行重大
事项请示报告制度袁 把请示报告与对党忠诚尧履
职尽责尧敢于担当尧改进作风统一起来曰坚持党管
干部原则袁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袁坚持严管
和厚爱尧精准发现干部和科学选人用人相结合遥

会议就贯彻文件精神提出六项措施院把加强
党的政治建设各项要求内嵌到企业改革发展稳
定工作中去曰在确定工作思路尧工作部署尧政策措
施时袁自觉同党的政治路线对标对表尧及时校准
偏差曰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本领袁加强
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政治能力的培训和提升曰进
一步净化政治生态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袁坚持把
政治标准放在首位袁 抓好一把手这个 野关键少
数冶曰 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和后备干部队伍建
设袁把干部选好用好落实好曰认真落实请示报告
制度袁 严格对照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要求袁凡
是涉及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事项袁要及时向上级
党组织请示报告遥 程 保

江苏局党委贯彻中央
精神提出六项举措

四川局部署党建和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