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5 月 30 日袁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机关党委召开总部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尧 官僚
主义工作推进会遥 总局党委委员尧 总会计师尧
总局机关党委书记于学平曰 总局党委委员尧
纪委书记袁 总局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尧 官僚主
义工作小组组长汤念楚出席会议遥 总局党委
组织部 渊人力资源部冤 部长尧 总局机关党委
副书记张昊主持遥

会议对总局机关党委于去年末召开的

野转变机关作风冶 专题民主生活会和今年初召
开的 2018 年度民主生活会关于整治形式主
义尧 官僚主义的工作内容进行了简要回顾袁
对所取得的工作成果及所呈现的工作成效给
予了肯定袁 并听取了总部各部门结合自身职

责关于近期进一步整治形式主义尧 官僚主义
方案的汇报遥

会议指出袁 总部各部门总体来讲工作作
风扎实尧 富有成效袁 但不同程度的形式主义尧
官僚主义现象依然存在袁 各部门根据反馈意
见袁 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所提出的进一步整
治方案袁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遥

会议强调袁 各部门要持续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尧 官僚
主义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袁 深刻认识
形式主义尧 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性袁 把整治
形式主义尧 官僚主义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袁 摆
在更加突出位置袁 扎实抓出成效曰 要全面落
实总局党委 叶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尧 官僚主义工作方
案曳袁 在前一时期精减会议尧 精减文件尧 加强
调研等成果基础上袁 做好持续排查工作袁 把
工作着眼点放在提高管理尧 服务的实效上和
工作效率上袁 举一反三袁 实现总体改进提升袁
特别注重做好制度上的 野废尧 改尧 立冶袁 特别
注重长效机制的建立曰 要特别增强齐头并进
意识袁 在全局性尧 系统性尧 协调性方面更加
勤于思考尧 善于思考袁 确保总局高质量快速
发展进程曰 要持续以作风建设为抓手袁 使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袁 做贯彻落实总局 野11463冶
总体发展战略的智慧引领者和推动者遥

总局总部各部门负责人及部门副处级以
上人员参加会议遥 方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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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袁 笔者从山东省煤田地质局
获悉袁该局在云南宁蒗地区取得页岩气重大发
现要要要施工的页岩气地质调查井渊简称云宁地
1 井冤 检测显示气量丰富袁 现场解析气可达
3.25立方米/吨遥点火成功袁火焰高 0.6耀1米袁火
焰长时间稳定且呈黄色遥这一成果引起自然资
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高度重视遥

多年来袁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

资源调查中心在全国开展新能源地质调查工
作袁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究院连续 5年
共中标 16口调查井项目袁 其中云宁地 1井是
第 16口井袁 钻探目的是系统获取中泥盆统相
关参数袁探索云南宁蒗地区页岩气尧天然气资
源潜力遥

该井于 2018年 9月 30日正式开钻袁井深
1500.68米遥 由于地层复杂袁 钻进过程困难重
重遥承担钻井任务的山东局四队研究确定了一
套全新的钻探技术工艺袁分阶段采用多种型号
绳索取芯钻杆和钻具尧金刚石钻头钻进袁取得
了绳索取芯技术的新突破袁实现了页岩气的重

大发现遥
中国地调局认为袁 这是滇黔桂地区第一

口在泥盆系取得重大发现的钻井袁 展示了康
滇古陆西缘宁蒗-盐源地区泥盆系常规天然气
和页岩气良好的勘探潜力袁 对盆外新区新层
系油气调查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袁 可引领油田
企业后续勘探投入袁 助力凉山地区脱贫攻坚
工作遥

专家表示袁下一步将做好相关测试分析和
单井评价袁 加强成果总结和资源潜力评价袁适
时部署施工参数井袁 实现滇黔桂地区页岩气尧
油气的重大突破遥 穆 宏

山东局取得页岩气重大发现

本报讯 渊记者 张 卓冤 6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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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了兴业银行副行长陈信健袁 并进行了座谈交
流遥 总局党委委员尧 总会计师于学平陪同会见遥

赵平对陈信健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袁 对兴
业银行给予总局在转型发展方面的支持表示感
谢袁 并简要介绍了总局总体情况袁 特别是 野6+
1冶 业务板块发展情况袁 表示将充分发挥央企在
品牌尧 管理尧 资金尧 人才尧 技术等方面的优势袁
与兴业银行强化战略合作袁 共同为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作出贡献遥

陈信健对兴业银行各大业务板块作了全面

介绍袁 并对总局近年来转型发展取得的成效给
予赞赏遥 他表示袁 兴业银行与总局有着多年的
合作基础袁 希望双方加强合作袁 在促进生态文
明建设和绿色金融融合方面取得更加丰硕的成
果遥

随后袁 双方签订了绿色金融合作协议遥
兴业银行绿色金融部总经理罗施毅尧 副总

经理陈炜袁 兴业银行北京分行等相关负责人曰
中煤国地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武喜
尊袁 总经理高岳峰曰 总局办公厅副主任 渊主持
工作冤 于文罡袁 资产财务部部长邓得记及相关
人员参加有关活动遥

赵平会见兴业银行副行长陈信健

成果展示

总局精准扶贫助力张家川农产品进京

视线聚焦山东省西南部鱼台县袁 举世闻名
的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曰孟夏之月袁中煤地质集
团有限公司承揽的鱼台县张黄化工园区循环升
级改造 PPP项目正抓紧建设中遥

5月 24 日袁阳光照耀下的鱼台袁摇曳的树
木袁飘香的稻田袁一幕幕赏心悦目的景色使人驻
足遥野中煤地质杯冶 鱼台县学习强国共筑中国梦
知识竞赛总决赛在县实验小学举办遥 小学生们
将好奇的目光投向从大巴车上步出的人们袁笔
挺的工装袁白蓝相映袁并排两列纵队袁低喁前行遥
鱼台迎来了远道而来的朋友要要要地质集团参赛
代表队和系列观摩学习团遥

缘起窑企地共建
闻者诧异袁一家致力于打

造新型能源矿产领域具有行
业专业优势的资源勘查与开
发企业集团袁一个素有野鱼米
之乡尧孝贤故里尧滨湖水城冶美
誉之地袁是何缘由将二者联系
在一起钥

地质集团党群工作部主任邹京解开了记者
的疑惑要要要野企地共建冶遥 张黄化工园区位于鱼
台县张黄镇袁地质集团受县人民政府委托袁通过
PPP模式投资建设运营园区基础设施升级改造

项目遥 近年来袁 地质集团党委以项目党建为载
体袁主动联手项目所在地方党组织袁合力构建企
地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袁 共同发挥基层党建
推动发展尧促进和谐的作用袁为又好又快地推进
项目建设尧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
持与保证遥

一次竞赛尧一次学习袁是活动的联办尧是学
习教育的联做袁更是社会责任的共担遥

思考窑学习之旅
参观学习活动安排紧凑院 赴集团大地公司

安徽淮南项目部参观学习支部建在项目上尧红

旗飘在工地上野党建+冶项目建设袁参加野中煤地
质杯冶鱼台知识竞赛决赛袁参观鱼台中煤环境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党建文化墙和廉洁文化走廊袁
参观鱼台公司张黄化工园区循环化升级改造项
目袁前往鱼台 PPP项目现场遥

地质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尧总经理林中湘
高度关注此次活动袁从 3月底就进行了部署袁并
多次询问活动进展情况袁 却因临时有要事驻足
北京袁 抱有遗憾地将接力棒交到集团党委副书
记尧纪委书记宋军茂手中遥

行程甫一开始袁 笑容温润的宋书记就将他
此行的几点思考分享给大家要要要党建工作如何
融入中心工作尧如何服务中心工作钥党支部如何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钥 如何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钥噎噎

带着思考袁学习团于 5月 23日开启了两天
三省市尧往返 1254公里的学习之旅遥

竞技窑交流平台

24日上午 9时袁决赛如约而至遥
台上袁 女主持人嗓音清脆袁野感谢中煤地质

集团对鱼台县学习强国共筑中国梦知识竞赛活
动的大力支持袁欢迎你们的到来浴冶

台下袁 鱼台县副县长李清霞说院野这次活动
给我们党员干部群众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尧交
流的平台袁希望大家大力弘扬践行耶稻改精神爷袁
为建设宜业宜居宜学宜游新鱼台添砖加瓦遥冶

据了解袁野稻改冶 之于鱼台袁 是一段弥足珍
贵尧不容忘却的奋斗历史曰是特殊困难时期袁鱼

台县委团结带领全县人民群众改造自然尧 生产
自救尧创造历史的一次壮举遥谈到未来发展袁鱼
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伟言简意赅袁 对与地
质集团的合作充满期待袁希望通过双方的合作袁
为历史留下宝贵财富遥

同一时间袁同场竞技遥地质集团参赛代表队
与鱼台县司法局尧统计局尧税务局等 11家单位
代表队展现着各自的风采遥12支代表队分 2组
进行比赛袁 根据各代表队最终得分排名确定一
等奖 2名尧二等奖 4名尧三等奖 6名遥比赛分个
人必答题尧小组必答题尧抢答题尧风险题 4个环
节袁地质集团代表队无一错漏袁以领先并列第一
名 110分的绝对优势夺冠袁 赢得了现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遥

筹备窑同心协力
在本次比赛中获得野最佳优秀风貌奖冶的地

质集团参赛代表队队长殷栋法对于这个结果并

无意外遥 他介绍道院野大家看到的仅仅是台上的
3个人袁 但是代表队的成员是经过集团内部知
识竞赛优中选优选拔出来的袁一共 6个人袁每个
人都为竞赛作足了准备袁而在代表队的背后袁是
更多人的默默付出遥荣誉是属于大家的遥冶

初赛时共有 200个代表队袁200进 24袁24进
12袁12进 1遥看到代表队当之无愧拿到野1冶袁邹京
笑眼盈盈袁兴奋地在学习活动群里祝贺袁并对各
支部尧 各部室对于本次竞赛和活动的大力配合
表示感谢袁正是大家的同心协力袁才有了如此骄
人的成绩遥

集团总部第一党支部的纪平全程参与组织
此次活动遥据她介绍袁此次竞
赛袁集团领导高度重视袁将竞
赛工作列为当前的重要工作袁
由党群工作部尧党委办公室和
党委组织部三部门联合筹办袁
专门为此成立了宣传组尧协调
组和后勤组遥 各小组积极配
合袁发扬野精心尧用心尧匠心冶的
精神袁精心筹备组织袁筹划每

一个流程袁协调每一个环节袁服务每一个细节袁
顺利完成竞赛工作遥地质集团大地党总支尧鱼台
党支部更是将队员们的行程安排得妥妥当当袁
免去大家的后顾之忧遥

竞赛如是袁学习活动亦如是遥两天的观摩行
程紧凑尧内容丰富尧针对性强遥淮南项目部野3个
党员 3个亿冶的志气与抱负令人动容袁鱼台公司
浓厚的党建文化氛围深深诠释着 野有激情在状
态冶这一永恒的主题遥

活动中袁 学习团成员听到了宋军茂对在高
温下仍坚持工作的施工人员带关爱的 野责备冶曰
看到了瘦弱的女孩扛起沉重的摄像设备曰 注意
到成员之间一遍又一遍的温馨提醒曰 还有大巴
车上时而响起的叶我和我的祖国曳动听的歌声遥

北京至鱼台袁一次学习尧一段探询之旅曰鱼
台至北京袁他们不说再见袁采摘下坚守尧拼搏与
希望袁不忘初心尧逐梦前行浴

企地共建院我们不说再见
要要要野中煤地质杯冶鱼台县学习强国知识竞赛总决赛及学习活动侧记

阴 本报记者 王 冰

本报讯 为更好履行央企社会责任袁聚焦江苏
省援疆工作需求袁 精准助力地方经济发展袁5月 21
日至 26日袁江苏煤炭地质局党委书记尧局长蔡卫明
一行赴江苏省对口支援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前
方指挥部袁进行座谈交流遥

江苏省援疆前方指挥部党委书记尧 总指挥袁中
共伊犁州委副书记潘道津表示袁欢迎江苏局发挥央
企技术尧人才尧品牌等专业优势袁大力支持江苏省对
口支援新疆伊犁州相关工作遥双方有着广泛的合作
空间袁希望加强沟通联系袁扩大合作范围袁实现资源
共享袁深入推进援疆工作取得更大成效遥

蔡卫明介绍了江苏局历史沿革尧 发展现状尧六
大产业布局和野14166冶改革发展总体思路袁重点介
绍了该局在资质尧设备尧技术尧人才等方面的专业优
势袁积极参与野透明地球冶野美丽地球冶野数字地球冶建
设情况遥他表示袁江苏局作为中央地勘单位袁愿意更
多地履行央企责任袁创新合作模式袁在资源勘查尧地
理信息尧工程施工尧环境地质尧民生地质尧地质灾害
治理尧技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等领域充分发挥技术技
能优势袁竭尽所能地配合指挥部开展好江苏省援疆
相关工作遥 潘锁良 平立华

江苏局拜访江苏省
对口援疆指挥部 本报讯 渊记者 王伟灿冤 地热能清洁尧稳定尧

可循环利用袁 在经济民生领域具有重要地位和
作用袁如何科学尧高效开发利用地热资源钥5 月
31 日在洛阳举行的地热开发及应用高峰论坛
和座谈会上袁国务院原参事尧国家发展改革委能
源局原局长徐锭明袁中国科学院院士尧中国科学
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汪集暘袁 河南
省煤田地质局局长王天顺袁 中国地质调查局浅

层地热能研究与推广中心主任李宁波等专家学
者袁齐聚一堂袁积极建言献策袁共商洛阳地热资
源综合开发利用大计袁 推进洛阳清洁能源高质
量发展遥

论坛由洛阳国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尧 洛阳
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尧 河南局二队所属河南省豫
西煤田地质勘察有限公司等主办袁 旨在积极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袁 落实国家关于北方地

区冬季清洁供暖政策及叶地热能开发利用野十三
五冶规划曳袁有效推进洛阳地热资源综合开发利
用袁优化调整地区能源结构袁促进节能减排与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遥

据介绍袁 洛阳是中央财政支持的北方地区
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袁 也是蓝天保卫战汾渭
平原重点区域管理城市遥 洛阳市城区范围内有
伊尧洛尧瀍尧涧尧黄五条河流袁表层尧浅层及中深层

地下水资源丰富袁控热导热地质结构交错袁具有
开发地热资源的天然优势遥相关领域专家认为袁
洛阳要因地制宜袁统筹规划尧多规合一袁加大技
术研发尧 推广力度袁 科学实施一批地热开发项
目袁积极推进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遥

据悉袁上世纪 90年代袁河南局二队先后在
龙门东山宾馆尧凤翔山庄尧银杏山庄和洛阳万安
山等现场袁打出了近 20口地热井袁为当地旅游
开发发挥了重要作用遥2018年 11月袁该队豫西
公司与洛阳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约袁 联手开发
洛阳市范围内浅层地温能袁 促进洛阳市节能减
排和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遥

本报讯 5月 13日至 15日袁第一勘探局局长尧
党委副书记冀涛袁总会计师姜义仁一行赴晋煤集团
寺河煤矿尧中煤华晋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王家岭煤矿
进行走访交流遥

冀涛向矿方介绍了一勘局的产业布局尧资质建
设尧人员设备等情况袁近年来在生态文明建设尧土地
整治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及今后的发展思路曰重点介
绍了野为矿山全生命周期冶服务的发展理念曰表达了
愿与矿方进一步共谋发展尧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望遥

矿方对冀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袁对一勘局取
得的成绩给予肯定袁特别是对该局近年来在精耕细
作优化产业布局尧践行绿水青山理念等方面表示赞
赏袁表达了深化合作尧互利发展的意愿遥 马文其

一勘局赴多家公司
走访交流促合作

河南局助推洛阳地热资源开发

安徽淮南项目现场

本报讯 渊记者 薛 菲冤 5月 30日至 6月 1
日袁 由农民日报社主办的第九届优质农产品
渊北京冤 产销对接洽谈会在京举办遥 总局帮扶张
家川县特色农产品在会上精彩亮相袁 吸引了众
多客商前来品鉴尧 了解袁 洽谈业务遥

洽谈会以 野品牌农业冶 为主题袁 旨在贯彻
落实中央 野乡村振兴冶 野供给侧改革冶 指示精
神袁 搭建优质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袁 打通产销
信息通道袁 特邀百大国企采购团尧 大型超市尧
大型餐饮集团尧 新零售知名企业参会对接尧 现
场签约遥

总局领导非常重视此次洽谈会袁 把组织参
加此次活动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野产业
扶贫要在扶持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上拿出
管用措施冶 重要指示精神尧 促进张家川县特色
优质农产品销售尧 加快贫困群众脱贫增收步伐
的具体措施袁 认真开展筹备工作袁 张家川县委
常委尧 副县长王琦带领县农业农村局及伊味思
清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负责人积极参加
各项活动遥 总局还专门安排机关工会和机关服
务中心有关负责人前往洽谈会考察袁 并现场签
订了采购订单遥

总局机关党委

召开总部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尧官僚主义工作推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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