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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煤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在中国煤
炭地质总局党委的领导下袁认真贯彻总
局野11463冶总体发展战略和野12165冶党建
工作思路袁严格落实总局野党建工作质
量年冶和中煤建工野党建工作提升年冶要
求袁始终坚持野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
济工作生命线冶原则袁充分发挥党建思
想政治工作的职能作用袁 创新工作方
法袁更新了从上到下袁从总部机关到项
目一线的工作链条袁 形成了党建引领尧
教育为本尧思想先行尧创新实践尧和谐治
企的工作格局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
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院野坚持建强国
有企业基层党组织不放松袁确保企业发
展到哪里尧 党的建设就跟进到哪里尧党
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就体现在哪里袁为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供坚强组织
保证遥冶

中煤建工党委积极尝试和实践野支
部建在项目上尧党旗飘在工地上冶党建
思想政治工作遥实践证明袁把野支部建在
项目上冶是工程建设中加强党建思想政
治工作袁消灭空白点袁扩大覆盖面袁提高

有效性的重要载体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袁
中煤建工坚持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围绕中
心做尧支部建设跟着项目走袁把支部建在
项目上袁形成项目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新
模式袁做到野哪里有项目袁哪里就有党组
织曰哪里有党组织袁哪里就有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的发挥冶遥

强化领导尧创新设置袁推进党
建标准化建设

作为施工企业袁项目部是成本管控
的中心袁同时也是人员活动和经济活动
最频繁的地方袁风险大尧容易产生腐败遥

为了适应工程项目的发展和工作需
要袁集团党委要求各分公司党总支或支
部将工作重心前移袁立足项目袁把党支部
建在项目上袁党员人数足够的成立项目
党支部袁党员人数不足的和当地机构成
立临时联合党支部袁发挥党员模范带头
作用遥成立支部后进行支部大会选举袁产
生支部委员袁由党性觉悟高尧责任心强的
党员担任支部书记袁并负责日常的组织
活动袁确保全体党员干部定期学习尧定期
参加组织生活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袁充

分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遥同
时袁以野两学一做冶为主旋律袁统一部署袁
统一要求袁形成野一个支部一个堡垒袁一
个小组一个阵地袁 一个党员一面旗帜冶
野三个一冶党建新格局袁不断提升政治思
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遥

阵地前移尧持续跟进袁充分发
挥组织优势

为确保实现 野围绕项目抓党建尧抓
好党建促项目冶的目标袁促进党建思想
政治工作与项目建设的融合袁中煤建工
充分发挥项目党支部的政治优势和组
织优势遥

要要要贯彻执行上级部门的科学决
策部署袁协调各方利益袁推动项目实施遥

要要要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袁组
织引导党员干部在项目建设一线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遥

要要要对参与项目建设的党员加强
教育尧管理和监督袁对党员干部的工作
实绩尧提拔使用尧年度考核等提出意见遥

要要要做好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尧教
育和管理工作袁培养树立优秀党员干部

典型尧标杆遥
要要要坚持野三会一课冶袁通过把党支

部建在工程项目一线袁确保全体党员干
部定期学习尧定期参加组织生活袁开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袁不断提升政治思想水
平和工作能力遥

要要要围绕生产目标袁有的放矢袁有针
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袁充分调动项
目施工人员的积极性袁使党的工作真正
落实在推进项目建设上遥围绕队伍建设尧
党员活动尧监督管理等方面建章立制抓
落实袁努力把项目党组织建设成为野班子
强尧队伍活尧工作实冶的坚强堡垒遥

要要要党支部在项目上与项目部统筹
协调袁一起抓现场施工进度尧工程质量尧
安全生产尧文明施工袁同时把后勤保障方
面的职工维权尧后勤服务尧文化生活尧创
建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遥

要要要坚持长抓不懈袁把党员的引导
作用和思想工作渗透到施工中袁坚持以
身作则袁运用多种形式陶冶情操袁坚持
以情感人袁办实事袁不断解决职工的切身
问题遥

渊下转第三版冤

野老虎冶不是真的老虎袁大名秦云虎袁是江
苏地质矿产设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尧 总工程
师袁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遥

野小猪冶是朱士飞袁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袁入
选江苏省野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冶渊中青年
学术技术带头人冤遥

他们师徒二人袁一冷一热袁一静一动袁一个
沉默一个欢脱袁反差极大袁却和谐共处遥

野老虎冶 说他这个徒弟好袁 认真尧 聪明尧
学啥都快袁 聊了没两句就开始极力推荐 野小
猪冶遥 本来 野老虎冶 的采访袁 变成了 野小猪冶
的采访遥

野小猪冶说他这个师傅好袁严格不严厉袁对
他们年轻人极好遥

说这话的时候袁野老虎冶就在旁边静静地看
着袁眉眼间都是笑遥

关于学习

野朱啊袁你可不能放松学习遥你看这个数袁
对不上袁要不要重新测一下钥冶朱士飞的耳朵里
又传来师傅的声音遥

此刻袁 师徒二人正蹲在地上记录测试数
据遥室内温度三十多度袁虽然屋顶的风扇用力
转着袁但两人早已成了野水人冶遥不大的办公室
摊了一地的样本尧数据资料袁两人在样本里小
心地挪动身体袁不时用眼神交流遥

野在一起共事久了袁 我和师傅形成了一种
默契袁有时候一个眼神就知道哪里出了问题遥冶
朱士飞说遥

在徒弟朱士飞眼里袁师傅是全能的袁没有
什么能难得住他遥大到课题研究尧报告编制袁小
到数据分析尧标点符号曰专业的岩土工程勘察袁
外围的财务会计尧项目经费预算尧审查等袁秦云
虎样样精通遥野秦总还专门考了会计学呢浴一个

搞勘探的学财会袁想想都神奇遥他是一个真正
将学习进行到底的人遥冶

大学时袁 秦云虎学的是煤田地质勘查专
业遥工作后袁因为形势所需袁他转战到岩土工勘
领域遥面对新岗位尧新业务袁秦云虎不等尧不靠袁
在无数个深夜埋头啃书袁最终袁岩土工程方面
的规范尧规程尧手册内容等烂熟于心袁钻机操作
修理和土渊岩冤芯的描述尧地质编录信手拈来遥
用朱士飞的话说就是野从不错过每一次锻炼自
己及加速知识更新和素质提高的机会冶遥

2005年袁 秦云虎通过了国家注册岩土工
程师考试曰2008年袁通过了国家注册安全工程
师考试遥

关于荣誉

野朱袁 这个项目把你们年轻人的名字放在
前边遥冶在野中国西南地区煤及共伴生矿产资源
研究与评价冶项目申报奖项时袁秦云虎再三嘱
咐一定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遥

野可是这个项目袁您是负责人袁怎么能把我
们写在前边浴冶朱士飞坚持道遥

野你们年轻人要往前走一走袁 荣誉什么的
我都不在乎啦遥冶秦云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遥

结果出来袁 朱士飞的名字果然靠前袁 秦

云虎在后遥
2017年夏季的一天袁室外温度接近 40益袁

一组特殊煤项目外业正在进行遥秦云虎带着他
的徒弟正在进行宏观煤岩描述袁也不知道蹲了
多久袁他起身去了一个角落袁几分钟后又回来遥
野秦总袁 你又抽烟了遥冶野我没有遥冶野都闻到烟味
儿了遥冶野我就抽了一点点遥冶野一点点也不要袁抽
烟不好遥冶野我知道袁下次注意遥冶师徒俩谁都没
有抬眼袁就在这么一来一往中交流着袁手还在
飞速地记录遥

关于出差

野第一次去北京出差袁我就是跟着秦总遥当
时下了火车袁既晒又饿还累袁我还盘算着直接
打车过去呢袁秦总却直奔公交站袁还说能为单
位省点儿就不要浪费袁反正又不赶时间遥留下
我在烈日中耶凌乱爷遥冶朱士飞笑得眼睛眯成了
一道缝遥

野不过我还是最喜欢跟他出差袁 一点儿领
导架子都没有袁对我们是真宽容袁啥啥都给我
们安排好袁我们愉快地当耶甩手掌柜爷遥冶朱士飞
连忙补充道袁回头又看看野秦总冶袁两人都抑制
不住地笑遥

野呵呵冶 的笑声在秦云虎不大的办公室里

回荡遥
野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自己不行钥 这个机会

多难得浴你参加的科研项目多袁成果丰富袁获奖
也就多袁年轻人要敢于尝试遥冶朱士飞有板有眼
地学着师傅训自己的样子遥

朱士飞入选江苏省野333高层次人才培养
工程冶袁就是师傅野一手促成冶的遥野秦总拿着耶小
鞭子爷一直敦促我袁让我试试遥其实那时候没多
大的信心袁也没啥把握袁就是觉得这个很遥远袁
不太敢想也不太敢试遥冶

野看这本叶中国煤岩学图鉴曳袁还有我师傅
的功劳呢浴冶说着朱士飞从书柜里拿出一本书袁
继续介绍道袁野它都作为研究生的教材了袁算是
一本工具书袁 关于煤岩学的知识都可以查得
到遥我还自费买过一本呢浴只是可惜编辑里并
没有秦总的名字遥冶 说到最后朱士飞眼里闪过
一丝黯淡遥

野但是我多幸运啊袁 参加工作就碰到了秦
总袁督促我快速成长袁啥事儿都为我们年轻人
考虑袁替我们担当遥冶朱士飞略一停顿袁话锋一
转袁狡黠一笑袁野是不是可以说秦总的缺点啊钥冶

记者一怔遥
野秦总的缺点就是噎噎我得想想袁 好像没

啥缺点袁硬要找的话就是对自己不太好袁我希
望秦总对自己好点儿遥冶随即又是一阵笑声遥

野滴要要要冶有人打卡下班了遥
在楼下袁朱士飞又野偶遇冶了秦云虎袁一脸

笑嘻嘻地冲师傅喊道院野秦总袁 坐我车回去吧浴
哎呀袁不对袁我车在这边袁您怎么去那边了钥冶秦
云虎扭头摆摆手袁朝大门走去遥

野秦总袁我这边顺路袁就捎上您了袁您别挤
公交啦浴冶朱士飞依然没有放弃袁说着朝秦云虎
的方向紧追几步袁可是师傅还是只留给他一个
背影噎噎

野老虎冶和野小猪冶
要要要江苏研究院秦云虎和朱士飞师徒工作二三事

阴 本报记者 王晓青

支部建在项目上 党旗飘在工地上
要要要中煤建工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纪实

阴 本报记者 周 炜

本报讯 渊记者 张 立冤 6月 17
日袁2018年度中国煤炭新闻奖获奖
作品名单出炉遥我报推荐的 8篇报
纸类新闻作品获得一等奖 1个袁二
等奖 2个袁三等奖 5个遥
此次入围的报纸类作品共计

183件袁包括消息尧通讯尧评论尧系列
报道等各大品种遥评委们经过严谨
细致的筛选和评审袁评出一等奖 24
个袁二等奖 34个袁三等奖 71个袁获
奖率 70%遥
中国煤炭新闻奖是全国煤炭

行业新闻作品的最高奖袁参评范围
覆盖全国煤炭行业所有传统和新
兴媒体遥本次获奖作品袁展示了过
去一年煤炭行业改革发展变化袁展
示了行业新闻工作者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强调的野四力冶使命的工作成果遥

一等奖
叶企业内耗袁一点都要不得曳

作者 张海霞 编辑 魏少萍

二等奖
叶温暖如家的爱之巢曳

作者 魏少萍 编辑 姜超
叶新疆局野十三五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取得阶段性成果曳

作者 王俊辉 秦大鹏 编辑 王冰

三等奖
叶中化局踏入经济发展野快进轨道冶曳

作者 王冰 编辑 傅云青
叶做一个安静的奉献者曳

作者 姜超 编辑 魏少萍
叶一次井冈行 一生井冈情曳

作者 薛菲 编辑 王冰 魏少萍
叶地勘单位创新需打出野组合拳冶曳

作者 王伟灿 编辑 傅云青
叶野创绿冶袁我们一直在行动浴曳

作者 叶静 蔡一欢 编辑 谢玉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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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6
日以来 袁福
建省各地普
降暴雨 袁存
在不同程度

的崩塌尧 滑坡等地质灾害隐
患袁福建省煤田地质局充分发
挥地灾防治技术支撑作用袁不
断提高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

应急反应能力袁 积极配合 14
个县市区做好地灾应急排查
和抢险治理工作遥截至 6月 13
日袁该局累计出动地灾应急救
援队伍 25 批 300 多人次袁排
查崩塌尧滑坡尧高陡边坡隐患
点 126处袁治理 205 省道滑坡
点 1处袁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
众 82人袁确保了 95 户 347 名
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遥

图为福建局工作人员现

场排查地灾隐患遥
叶冰斐 邓蓓蓓 林长青
谭贵州 王文琴 洪建彬

本报讯 6月 13日袁 甘肃煤田地
质局召开干部大会袁会上宣布了局主
要领导任命决定院王永超任甘肃局党
委书记尧局长曰李跟银尧时玉祥任党委
委员尧副局长遥

会上袁 王永超作表态发言袁 对
省委尧 省政府的信任和重托表示感
谢遥 他表示袁 将在工作生涯的新起
点上袁 与甘肃局班子成员和广大干

部群众一道袁 以新的姿态尧 新的思
想勤勉尽职尧 积极作为遥 一是对党
忠诚袁 坚定政治立场遥 增强 野四个
意识冶尧 坚定 野四个自信冶尧 做到
野两个维护冶袁 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遥 将以开展野不忘
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为契机袁扎
实推进理论学习袁确保取得实实在在
的成效遥二是勤勉务实尧履行职责遥牢

固树立真抓实干尧勤奋敬业尧脚踏实
地的工作作风袁在历届班子良好工作
的基础上袁按照省委尧省政府赋予的
职责袁以及各类规划尧方案及目标任
务袁做实做强传统的地质勘查袁做好
做细围绕自然资源系统管理服务的
各项工作遥同时袁以更大的决心尧更精
准的举措袁 全力助推脱贫攻坚工作遥
三是遵纪守法袁廉洁自律遥始终把提

高自身的修养作为立身之本袁以野三
严三实冶为标准袁坚持班子团结尧取长
补短尧共同进步遥认真贯彻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和叶中国共产党廉洁自
律准则曳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曳
等党纪党规袁带好班子袁管好自己袁坚
决扛起主体责任袁全力维护风清气正
的良好政治生态袁与甘肃局班子成员
及全体干部职工一道续写煤田地质
工作的新篇章遥 张文琰

甘肃局召开干部大会
王永超任局党委书记 局长

本报讯 日前袁笔者从河南省煤
田地质局了解到袁 该局将做好风险
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作为重点工
作袁整合全局资源袁压实工作职责袁
取得了明显成效遥

为科学有序高质量完成双重预
防体系建设工作袁 河南局广泛开展
了调查研究遥一是挖潜力袁召开座谈
会尧动员会袁开展调查研究袁消除一
线人员畏难情绪遥二是走出去袁组织
调研组到省内外开展调查研究袁了
解省内外地勘单位双重预防体系建
设情况袁 厘清创建工作思路袁 制定
叶深化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
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曳袁 明确创建目
标尧步骤和途径遥

据悉袁 河南局双重预防体系建
设试点工作分两个层面展开遥 一是
安排安全生产基础较好的四队作为
局试点先行单位袁 建立全局双重预

防体系建设标杆单位曰 二是局属生
产经营单位自主安排 1 家试点单
位袁建立二级标杆单位遥通过两级试
点袁该局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袁为
全面推进体系建设打下了坚实基
础遥

河南局通过实施野五大保障冶措
施袁稳步推进体系建设遥组织保障袁
建立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领导小
组曰效率保障袁将信息化建设与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同步实施袁 与专业技
术机构达成合作意向袁 共同开发建
设河南局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平台曰
制度保障袁 将体系建设纳入全局目
标考核袁 解决体系建设工作摆位问
题曰技术保障袁组建专家队伍袁聘请
专业技术机构曰督查保障袁实施野1+
N冶监督检查模式遥 陈永泽

阴 编辑 王 冰 阴

河南局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稳扎稳打
本报讯 6月 1日袁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

中心专家组对陕西煤田地质油气钻采有限公司承担施
工的汉中南郑区陕南页 1参数井工程袁进行检查指导遥

专家组指出袁 陕南页 1参数井井场建设和钻井施
工难度大尧任务重袁油气公司中标实施此项工程袁充分
证明该公司是一支能战斗尧讲政治的队伍遥地调局将全
力支持油气公司完成此项重点工程任务遥

专家组肯定了陕西省煤田地质集团有限公司及油
气公司为保障工程安全尧质量所做的准备工作袁并针对
不足提出了改进意见遥

此次检查指导有力促进了陕南页 1井尧 鄂秭页 1
井的高质量实施袁 将更好地为陕煤地质集团公司开发
镇巴页岩气区块提供经验尧奠定基础遥 程 征

中国地调局专家组到陕煤地质
油气钻采公司项目现场指导

本报讯 日前袁安徽省煤田地质局物测队又
一项发明专利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遥 此项
专利名称为 野一种三维地震勘探特观群组设计
系统冶袁专利号 ZL201710340412.3遥该专利在地
震勘探技术创新方面取得较大成果遥

近年来袁 安徽局物测队不断加大对科研的
投入力度袁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工作袁激发技术人
员科研创新积极性遥截至目前袁该队拥有国家知

识产权局授权的发明专利 3项袁 这些专利成果
提高了该队的核心竞争力袁 为开拓市场提供了
科技支撑遥

刘兆国 曹克华

安徽局物测队又获国家发明专利
地震勘探技术创新取得较大成果

成果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