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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煤政研会第十届第四次理事会召开
煤炭渊田冤化工地质行业五单位尧十二人获表彰

本报讯 渊记者 傅云青冤 日前袁 中国煤炭职
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十届第四次理事会在西
安召开遥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纪委书记张宏在会上
讲话曰中煤政研会会长李德东作工作报告袁副会长
兼秘书长何树国作会费收支情况报告遥
会上袁 表彰了 野2017要2018 年度思想政治工
作先进集体冶袁 102 个单位获奖袁 航测遥感局袁 江
苏煤炭地质局袁 第一勘探局一一九队尧 物测队袁

赵平会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
图木舒克市党委书记尧政委李震国
本报讯 渊记者 宋思哲冤 5 月 10 日袁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党委书记尧 局长赵平在
总局总部会见了到访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党委书记尧 政委李震国
一行遥 总局党委委员尧 副局长王海宁袁 党
委委员尧 副局长徐小连袁 总经济师姚志祥袁
工会主席兼规划发展部部长于运强曰 图木
舒克市副市长尧 师市招商局局长罗后盾参

尽管朝夕相处已产生视觉疲劳袁但是袁
常常笑眼弯弯的彭瑜在说到她的顶头上司
潘红保时袁又一次哭了遥
大大咧咧的她怎么也忘不了去年 9 月
做完脾脏摘除手术尧 身上插满管子的潘红
保要要
要努力抬起沉重的眼皮袁 手竭力地抬
起却落下袁指着彭瑜的方向奋力发出声音袁
却含混不清遥彭瑜凑近耳朵仔细听袁猛地醒
悟袁快速说野我知道尧我知道袁你放心冶遥她的
声音很大袁用以掩盖伴着鼻音的沙哑遥
作为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湖北地质勘查
院人力资源部主任袁 病榻上的潘红保最放
心不下的就是工作遥2017 年 11 月袁湖北院
从荆州搬至武汉袁 加入湖北省机关事业养
老保险成为当务之急遥 从人生地不熟到即
将办理完成袁潘红保倾注了太多心血遥就差
这最后一野哆嗦冶袁他袁却病倒了遥

生命与工作孰重孰轻钥
2018 年 9 月的一天清晨袁各种材料像
平 常 一样 堆 放在 办 公桌 的 左
边袁触手可及遥同部门的彭瑜与
盛薇奇怪袁 平时早到很久的潘
主任竟破天荒地迟到了钥
院党委书记尧 副院长尚成
志推门而入袁 问两个小丫头袁
野你们主任病了袁 做脾脏摘除袁
你们知道吗钥冶这时袁她们才意
识到袁 平时的玩笑话酸涩得令
人心痛遥 她们曾嬉笑着问潘红
保袁 到武汉工作生活是不是太
好了呀袁肚子跟吹气球似的袁那
么大浴原来袁不是变好了袁而是
他病了遥
6 月就被告知要立即住院
手术袁 潘红保却一拖再拖袁野社
会保险和养老保险是涉及每一
名职工切身利益的大事袁 仅拿
退休人员待遇这一项来比较袁
武汉要远高于荆州袁 等这事完
结了再做遥冶
9 月袁 武汉协和医院肝胆
脾科主任胡青钢给潘红保下了
最后通牒袁野脾脏远远大于正常
值袁血小板几乎为零袁白细胞非
常低袁你还要不要命钥冶当下安
排其手术遥
术前才被告知的湖北院院
长方邵平虽对潘红保 野一拖再
拖冶的做法颇有微辞袁但却充分
理解他的执拗遥 湖北院参加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面临的实
际情况复杂尧历史遗留问题多尧
牵涉人员广袁 且涉及退休人员
切身利益袁 在一些政策的执行
和退休人员的身份界定上袁院
实际情况与相关政策认识分歧
较大袁 院里曾多次与湖北省人

加会见遥
赵平对李震国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袁 并对
兵团戍边维稳尧 建设边疆的家国情怀和作出的
突出贡献表示赞扬遥 他指出袁 总局作为中央企
业袁 在业务开展尧 产业布局上同兵团建设南
疆尧 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有诸多合作契
机袁 希望在下一步合作中袁 能够坚持高起点尧
大规划袁 充分发挥总局的专业技术优势和兵团

野我好了袁真的好了浴冶
参保工作一线袁虽不见硝烟炮火袁却丝
毫不输战场袁方方面面的压力暗藏遥
不能让职工吃亏袁 不能让人家骂咱办
事不力袁一定要抓紧啊遥平时慢条斯理的潘
红保有些着急遥 当同宿舍的吴罡打开门的
刹那竟有些恍惚袁 本应半年以后再与大家
见面的野老潘冶袁怎么仅仅休息了 20 天就回
来了钥
微哈着腰袁走路慢得像在与蜗牛赛跑袁
平时 20 分钟的路程袁野老潘冶走了一个多小
时遥稍有大动作袁就野嘶冶地一声抽气袁又赶
紧咽下遥相处多年袁吴罡在埋怨他野工作要
做袁身体不要搞垮冶的同时袁默默地买了一
辆二手电动车袁当起了野专职司
机冶遥
野在一起工作久了袁一看就
知道他很疼袁声音虚弱袁脸上的
浮肿还没退去袁 一种不正常的
白遥冶吴罡是为数不多看过野老
潘冶腹部伤口的人之一遥
熟悉他的人心疼袁 摸摸他
的额头袁还在发烧袁责怪他的语
气不自觉地变得轻柔袁 红了眼
眶遥 潘红保看不得这些袁 赶紧
说袁野我好了袁真的好了浴冶又低
头做着手头的工作遥

傻人做事有点轴

看着他桌上一沓又一沓的
材料袁 盛薇记忆中的场面与此
本 重叠院2018 年盛夏袁 为了整理
报 离退休人员档案袁 她与潘主任
记 窝在荆州一间小小的密不透风
者
的库房里遥屋外袁烈日如火袁炉
王 子一样烘烤着大地曰屋内袁一个
冰 笨拙的大头电扇袁野哼哼冶 地吹
着闷热的风遥
此时袁 这些档案被妥善地
安置在武汉办公楼内遥 当上级
单位抽调档案时袁 大家才惊诧
地发现袁 送审的档案审核资料
竟被潘红保蚂蚁搬家似的用行
李箱移了过来遥 在汉的职工都
知道袁荆州到武汉袁要将火车尧
地铁尧公交车倒个遍袁合计起来
要 4 个小时袁真不知道野老潘冶
费了多大的劲遥
有些人骂他傻袁 野公车不
用袁 非要自己搬钥冶 他反倒傻
乐起来袁 野公车就一辆袁 忙不
过来遥冶
搬到武汉以来袁 大多是几个同事合租
在一起遥他们舍弃自己在荆州的温馨小家袁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组成新的大家庭袁 相互
照顾袁亲如一家遥潘红保身体慢慢恢复袁尝
试着下厨尧煲汤尧煮粥袁招呼大家一起吃遥
不经意间袁 潘红保深深地感染了身边
人袁而与他最亲近的儿子袁却觉得离爸爸越
来越远遥妈妈很忙袁爸爸更忙袁快中考的孩
子被送去住校遥午休时袁十几张床的宿舍闹
翻了天袁而晚上却只有他一人袁同学们揶揄
他是野留守儿童冶遥一次周末袁潘红保接他稍
晚些袁就看到孩子独自站在路灯下袁孤单的
身影被拉得好长遥
2019 年 1 月 22 日袁春节临近袁湖北院
职工进入湖北省社保的消息传来袁 潘红保
长舒一口气袁野终于可以和家人踏踏实实地
过年了遥冶 冬日的阳光隔着玻璃窗温暖洒
下袁他将头轻轻靠在椅背上袁眼睛眯成一条
线袁笑了遥

阴

孟雪 摄

实现互惠互利尧 携手共赢遥
王海宁介绍了总局产业布局尧 技术优势
等方面内容遥 双方还就签订全面合作协议进
行了深入交流遥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党委办公室尧 师市办
公室主任张显照袁 师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尧 主
任熊焕章曰 总局经营部部长陆斌法及相关人
员参加座谈遥

社厅野老人审核专班冶尧湖北省委编办尧湖北
省人社厅野中人审核专班冶沟通协调袁使全
院的养老保险工作稳步推进遥野初到武汉袁
我们连各厅办的门都不知道往哪儿开袁但
是大家没有气馁袁迎难而上遥冶方邵平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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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及区位优势袁 搭建起深入广泛的合作平
台袁 加强双方人才交流袁 为双方合作奠定良好
基础遥
李震国详细介绍了兵团三师的地理位置尧
区位优势尧 产业发展尧 自然资源尧 企业改革及
未来规划等方面情况遥 他表示袁 第三师图木舒
克市愿同总局深化合作交流袁 在资源开发尧 城
市建设尧 企业改制改革等方面寻找合作机会袁

近日袁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究院山水林田湖草事业部主任张兆
民就该院科技攻关课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滕吉文进行指导遥
滕吉文院士就深地探测科研攻关尧 德州富铁矿找矿尧 高层次人才建
设尧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袁并表示将充分支持该院科技
创新与高层次人才建设工作遥
万大庆 摄影报道

二勘局组织多方座谈推动建筑公司混改
本报讯 5 月 6 日袁第二勘探局召开中煤涿州
建筑工程公司混改座谈会袁 邀请北京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尧 长春昆仑建设公司和河北龙和公司进行
四方座谈遥
三家公司分别介绍了各自公司产业板块尧经
营规模尧营业收入尧资质尧运营状况尧业务范围尧新
三板上市等情况袁同时表达了希望合作的意愿遥

二勘局战略投资部根据三家公司的概况袁以
三方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袁提出混改合作框架遥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认为三方业务结构具有较强的
互补性袁有强强联合的优势袁从专业角度提出股权
置换尧相互持股等建议遥二勘局愿以平等尧开放尧共
赢的理念推进合作袁并对此充满期待遥
吴哲瑜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一队等 5 单位荣获该称号曰 授
予 244 人 野2017要2018 年度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
人冶 荣誉称号袁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企业文化部部
长张文祥袁 江苏局党委书记尧 局长蔡卫明等 10
人 获此 奖 曰 授 予 46 人 野 第 十 四 届 石 圪 节 精 神
奖冶袁 一勘局党委书记刘占库袁 中煤地质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尧 总经理林中湘等 2 人
获此荣誉遥
会议分析了当前煤炭市场形势袁 指出目前宏
观经济向好发展袁 新能源增长快袁 新增产能释放
快袁 希望大家坚定信心袁 关注新技术尧 新业态尧
新材料等袁 推动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遥 要求坚持
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袁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袁 扎实开展全年各项工作袁 全面提升煤炭
行业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水平遥

本报讯 渊记者 鲁晓华冤 为提
高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袁 充分发挥
劳动模范的示范引领和骨干带头作
用袁 加快职工科技创新步伐袁 5 月 5
日袁 物探研究院两个职工创新工作
室正式揭牌遥
物探院此次成立的两个创新工
作室袁 分别是 野研发中心创新工作
室冶 和 野罗国平创新工作室冶遥 院工
会按照中国煤炭地质总局要求袁 从
今年 2 月开始进行工作部署尧 准备
动员 尧 资 格考 察袁 经 过 基 层 推 荐 尧
工会审查等环节袁 最终批准符合条
件且有一定科技成果和创新优势的
两个工作室成立遥 同时袁 该院进行
指导和督促袁 使工作室的任务和目
的更加明确袁 从而在物探院今后的
生产经营和科技攻关中袁 发挥更大
的科技创新尧 管理创新尧 服务创新
和机制创新作用遥
在揭牌仪式上袁 副院长 渊主持
工作冤 段建华尧 党委书记高俊良为
两个创新工作室揭牌遥 高俊良要求袁
职工 创 新工 作 室不 仅 仅 要 挂 上 牌 袁
更重要的是在今后的科技创新尧 技
术革新尧 发明创造等方面发挥出示
范带动作用袁 真正达到创新出成果
的目的袁 为物探院擦亮高科技企业
品牌袁 做透明地球的扛旗者贡献出
智慧和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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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局领导
到山西局调研交流
本报讯 4 月 28 日袁 江苏煤炭地质局党委书
记尧 局长蔡卫明一行到山西省煤炭地质局调研交
流遥山西局党委副书记尧局长王学军袁党委书记卫
洪平等出席座谈会遥
王学军对蔡卫明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袁 并介
绍了山西局发展历程尧产业结构和发展现状袁重点
围绕野1558冶发展战略介绍了该局在煤炭资源勘查
主业袁煤层气尧页岩气尧地热资源开发利用袁生态地
质尧城市地质和新型材料袁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和
成果袁 分享了该局在党的建设工作中的具体思路
和做法遥
蔡卫明介绍了江苏局六大产业板块的基本情
况袁当前重点工作和下一步工作打算袁以及在加强
成本管理袁强化选人用人导向尧加强班子建设和廉
洁建设方面的有效做法遥双方还就完善考核制度尧
强化项目管理尧加强交流合作等进行了深入交流遥
郭儒
阴 编辑 傅云青 阴

谋篇布局乘势上 策马扬鞭正当时
荫 王天顺
今年以来袁河南省煤田地质局树立野抓项目尧稳
增长尧谋出彩冶的鲜明导向袁持续营造学的氛围尧干
的氛围和严的氛围袁经济指标平稳向好尧公益找矿
持续深入尧重点工作扎实推进尧内部管理更加规范尧
安全生产态势稳定尧干事创业氛围浓厚尧党建工作
富有特色袁顺利实现首季开门红遥
4 月 15 日袁 河南省委考核组对河南局 2018 年
工作完成情况进行了综合考核袁河南局去年的工作
获考核组的肯定遥 河南局要进一步树立大局意识尧
全局观念袁 时刻牢记省委省政府赋予的职责使命袁
紧扣全省自然资源事业战略部署开展工作袁并要深
刻认识到袁河南局具有比较优势袁转型发展前景被
社会各界看好袁全局野风清尧气正尧劲足尧势好冶袁正处
于历史发展最好时期遥劲可鼓而不可泄遥

牢固树立野发展为要尧项目为王尧效益为
先冶的创业理念
始终把发展放在首要位置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强调袁 野必须坚持以
发展为第一要务遥冶 李克强总理在作 2019 年政府
工作报告时强调袁 野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
基础和关键遥冶 必须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袁
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遥 一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和
省委决策部署上来遥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尧 省自然资源厅
系列会议精神袁 牢固树立大自然资源观尧 大国土
空间观尧 大生态保护观袁 全力支撑省自然资源厅
野一张蓝图保发展尧 一体共治建生态冶 总体思路遥
二要把力量凝聚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上来遥 中原
更加出彩的美丽画卷需要各行各业集体绘就袁 地
勘单位要从新时代加强地质工作服务的角度找好
切入点袁 紧密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尧 新型城镇化建
设尧 粮食生产尧 耕地保护尧 村庄规划等工作建言
献策袁 积极作为遥 三要把行动落实到推进两个高
质量发展上来遥 贯彻落实省自然资源厅 野推动煤
田地质工作转型发展袁 为自然资源工作改革发展
做好支撑服务冶 的要求袁 在服务河南自然资源事
业高质量发展中精准发力袁 谋在前尧 干在前尧 走
在前遥
始终把项目作为根本抓手遥 省委书记王国生尧
省长陈润儿在全省重点项目推进会议上强调袁野抓
项目就是抓发展袁谋项目就是谋未来遥 冶必须把项目
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袁作为转型发
展的重要引擎袁 作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主要载体遥
一要以百舸争流的激情抓项目承揽遥 除现在争取到
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尧 空间规划项
目尧国土野三调冶项目以外袁再争取一批能够优化产
业结构尧增强发展后劲尧带动科技创新尧实现合作共
赢的好项目遥 二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抓项目进度遥

已争取到位的项目袁各单位领导要亲自抓尧负总责袁
靠前指挥尧直接协调袁对影响项目进度的问题袁要第
一时间解决遥 机关各归口处室袁要及时掌握工作进
度袁抓好督促指导遥 三要以善作善成的作风抓项目
成果遥 聚焦影响全局转型发展的重大项目袁把精力尧
资源尧力量向重大项目集中袁把重大项目当作练兵
场袁展示领导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能力水平的大擂
台袁争取参与标准制定尧项目评审尧成果鉴定袁努力
让今天的项目成就明天的产业遥
始终把效益作为评判标准遥2019 年全省自然资
源工作会议强调袁野提升资源要素供给质量袁不断创
新资源开发利用方式袁推动形成与统筹实施新型城
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相适应的资源供给机制袁促进
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尧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冶遥
要努力在三种效益相统一上下功夫遥 一要保证经
济效益遥 要找准新时代对地质工作的新定位袁 在
拓宽服务领域的同时袁 努力做到干一种新项目袁
就要努力将其打造成为一个带动未来发展的新经
济增长点袁 例如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遥
二要放大社会效益遥 有些项目可能当前见不到经
济效益袁 但是从某种角度考虑具有公共社会效益遥
这样的项目袁 我们不应该抛弃袁 要努力实现其公
益目的袁 扩大其战略意义袁 例如基本农田巡查管
护车辆租赁业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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