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勘研总院

获中国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工程银奖
本报讯 日前袁勘查研究总院的野煤炭煤层气资源云平台建设冶

项目荣获 2019中国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工程银奖遥
本项目深入分析研究了当前我国煤炭煤层气行业现状袁 充分挖

掘我国煤炭行业数据资源潜力袁首次运用野云技术冶手段实现煤炭地
质资源信息化建设袁 对提升我国煤炭煤层气资源信息在云架构下的
超融合与可视化程度起到示范作用遥

本项目解决了煤炭资源数据多元异构整合与采集尧 信息检索与
服务方式等方面的问题袁 丰富了我国能源战略资料数据库的行业数
据量袁 成为地质信息产品体系研发与社会化服务的重要节点遥王 铮

湖北局
湖北煤炭地质局第一批主

题教育在边学边查边改中顺利
推进袁 目前已开展了集中学习
研讨尧调查研究和检视整改遥

湖北局党委开展中心组扩
大学习袁 集中 6天时间聚焦问
题进行学习研讨袁 领导班子成
员针对 11 个专题进行研讨发
言遥 机关各党支部同步开展学
习袁50 余名党员在工作中悟初
心尧找差距尧抓落实遥

湖北局领导班子成员到基

层联系点尧 施工工地尧 项目部
等生产一线干部职工中征询和
自我查找了 28 个需要解决的
具体问题袁 经过深入分析尧 思
考研究袁 提出了 40 个解决办
法和措施袁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
调研报告遥

湖北局上半年主要经济指
标实现同比 20%以上增速袁实
现野双过半冶袁用实实在在的业
绩和职工生活水平的有效提
升袁践行初心和使命袁激发了全
局党员干部破难攻坚的劲头遥

任慧芳

江苏局
近日袁 江苏煤炭地质局领

导班子召开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
命冶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会袁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第一巡回指
导组到会指导遥

为扎实推动主题教育深入
开展尧取得实效袁该局党委认真
落实中央尧 总局党委一系列要
求袁坚持问题导向袁着眼解决实
际问题袁 制定了主题教育调查
研究工作计划袁 每个领导均确
定了调研主题尧 调研方案和主
要调研单位袁 调研范围覆盖各
领域尧各产业尧改革发展党建各

项工作遥
在调研成果交流会上袁江

苏局领导班子逐一介绍了调研
主题尧调研过程尧发现亮点袁详
细说明存在的问题袁 同时提出
了解决问题的思路措施遥

会议要求袁要梳理尧归纳调
研问题袁列出思路措施袁班子要
专门组织研讨袁 能立即整改的
马上整改袁 不能立即整改的形
成整改方案袁明确责任领导尧责
任部门和责任人遥 纪委要成立
督导组袁 对整改全过程进行督
导检查袁 解决好整改落实中可
能发生的野梗阻冶现象遥

王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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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的脚步从未停歇袁 奋斗者的声音
振聋发聩遥

2016 年至今袁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坚定
梦想袁 埋头化工地质事业袁 坚持高质量发
展袁笃定前行浴

交出厚重成绩单

中化局业绩考核指标完成情况显示袁3
年间袁 该局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完成考核
目标值的 111.55%袁 总资产周转率完成
140.91%袁 成本费用利润率完成 137.50%袁
地质勘查业收入完成 186.94%袁 均超额完
成考核指标遥回首奋力前行的岁月袁中化人
一步一个脚印袁步履铿锵遥他们在国家有关
部委的关心与支持下袁 在中国煤炭地质总
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袁 深入贯彻落实总局
野11463冶总体发展战略及局野一体两翼三转
四力冶改革发展思路袁坚持思想再解放袁深
化改革再出发袁开拓市场袁科技创新袁合规
管理袁提升党建保障力度袁加快推进企业改
革袁在保持全局和谐稳定的同时袁全力推动
经济质量提升和跨越式发展袁 走出了一条
凝心聚力的发展壮大之路遥

风雨砥砺袁岁月如歌袁中化人手中持有
一份份厚重的成绩单遥2016年袁 全局累计
完成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1.75%遥 其中袁对
外经营收入同比增长 22.45%遥实现利润总
额为年度计划的 109.68%遥 在职职工人均
年收入增长 5%遥

2017年袁累计完成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0.42%遥 其中袁 实现经营收入同比增长

20.40%遥 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34.65%遥
职工收入同比增长 3.67%遥

201愿年袁累计完成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猿愿.远%遥 其中袁 实现经营收入同比增长
源愿.缘愿%遥 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圆缘.员员%遥
职工收入同比增长 员远.缘%遥

野将者袁士之心也冶
圆园豫的增速底线袁 中化局在发展的正

轨上不断向前遥一个顽强的野火车头冶功不
可没遥毫无例外袁中化局领导班子不懈努
力袁历尽艰辛袁埋头于化工地质事业袁夯实
各项能力袁保障事业可持续发展遥

在职工眼中袁这是一个狠抓学习的领
导班子遥制定印发局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
计划袁每年集中学习在 6次以上遥一本本
学习心得被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袁 局长尧
党委书记尚红林说院野我们要用理论中心
组学习袁示范引领创建学习型班子袁狠抓
学习袁筑牢意识遥冶

在职工眼中袁这是一个落实民主集中
制决策机制的领导班子遥不断完善健全局
党委会议事规则尧野三重一大冶 决策规则尧
干部选拔任用等制度曰建立党务公开和厂
务公开制度袁接受干部群众监督曰每年召
开党委会议 30次左右袁 全面落实局党委
参与决定企业重大问题决策前置程序袁把
方向尧管大局尧保落实遥

在职工眼中袁 这是一个不断将学习
研讨转化为实际应用的领导班子遥 一张
张一线传来的照片中袁 职工看到的是深

入项目生产一线尧 深入干部职工群众尧 深
入车间班组袁 切实掌握问题并积极整改落
实的 野当家人冶遥

快速增长定位定标

人们相信袁 一个好班子能够打造出一
方干净土尧一片清朗天遥

3年来袁中化人以发展为己任袁不断引
领化工地质事业高质量发展遥从 2017年的
野深化管理年冶袁 到 2018 年的 野改革创新
年冶袁再到 2019年的野科技创新年冶袁中化局
在发展的正轨上奋力前行遥

2017年袁不断深化管理袁提升管控遥
2018 年袁全面深化改革袁突出科技创

新平台体系建设遥
2019年袁持续践行野地质+冶理念袁紧紧

围绕野透明地球冶野美丽地球冶野数字地球冶建
设袁发挥自身优势袁聚焦主业袁拓展服务领
域袁优化产业布局袁加速推进绿色发展遥

致力于打造行业领先资源开发与生态
建设集团的中化局袁 秉承 野客户为先尧 人
才为本尧 科技引领尧 工匠精神冶 的核心价
值观袁 主动担责尧 全力尽责袁 三年迈出三
大步袁 实现了全局资产规模和国有资本的
快速增长遥

实力铸就业界口碑

成绩来自担当与奉献遥 中化地质人以
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袁 无怨无悔地奋战
在野外地质找矿一线袁 以不俗的成绩奠定
了业界口碑遥

要要要找矿业务形势喜人
实现了野两个发现冶要要要在库车盆地发

现含钾异常尧 在哈密地区发现火山岩型硼
矿遥取得了野四项找矿突破冶要要要在贵州开
阳磷矿老矿区深部找矿中一次性探获新中
国成立以来最大富磷矿袁 被中国矿业联合
会列入 2017年度中国矿业十大新闻曰在山
东齐河地区发现厚大富磁铁矿曰 在福建建
瓯寻找到目前国内最大的叶腊石矿床曰在
内蒙古东升庙铅锌矿区深部找矿中探获铅
锌资源量达大型遥

全局总计实施各类基础地质与矿产勘
查项目 804项袁 提交矿产地质报告 88份袁
新增磷矿石 29.46亿吨尧 铁矿 1.167 亿吨尧
叶腊石矿 4624.92万吨尧 金矿金属资源量
78.16吨尧 铅锌矿金属资源量 37.3万吨尧铜
矿金属资源量 4.1万吨尧石墨矿石 652.9万
吨尧 萤石矿物 75.8万吨尧 熔剂用灰岩矿石
2.3 亿吨遥

要要要地下工程稳步拓展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袁 赢得市场先机袁3

年来共承担工程勘察类项目 5670项袁完成
工程钻探 521.5 万米袁 提交报告 2000 多
份袁完成桩基施工类项目 293项袁施工土石
方 240.89万立方米袁 桩基施工 201.1万立
方米袁边坡支护 43 万平方米遥

远在四川, 明达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承
揽了天府国际机场建设项目航站区基坑工
程遥工程的顺利完工为这个被称作野四川省
一号工程冶的机场建设提供了保证遥

渊下转第二版冤

倾听奋力前行的野脉动冶
要要要中化局三年发展纪实之成果篇

阴 本报记者 王 冰

本报讯 渊记者 郝智宸冤 8月 3日袁中
煤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经济运行分
析会暨品牌建设经验交流会在上海保华
国际广场项目部召开袁传达中国煤炭地质
总局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会议精神袁总结
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袁部署下半年重点
工作任务遥中煤建工董事长尧党委书记穆
勇作总结讲话袁总经理尧党委副书记张文
卷作经济运行分析报告袁 外部董事韩风
险尧张学森尧王守清尧肖章大出席会议并提
出工作建议遥公司其他领导李继飞尧龚财
君尧卢红钢尧赵国富尧石边升尧张国锋尧王新
芳尧王义福在主会场参加会议遥

会前袁与会人员深入保华国际广场项
目现场进行参观袁 实地观摩了工法样板
区尧VR建筑安全体验平台和安全体验区遥

会议报告了中煤建工全面预算管理
情况袁 通报了 2018年度各直属单位经营
业绩考核结果袁与各直属单位签订了 2019
年度野两金冶压控目标责任书袁进行了品牌
建设专题讲座袁 上海保华国际广场项目尧
沣滨水镇项目尧长沙化勘院项目作了品牌
建设经验交流遥

会议指出袁本次会议是在全面深入开
展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的大好
舆论氛围中召开的遥今年以来袁中煤建工
认真贯彻落实总局 野11463冶 总体发展战
略袁围绕打造野地质垣冶产业体系袁致力于建
设野透明地球冶野美丽地球冶野数字地球冶袁坚
持野稳增长尧控风险尧调结构尧严管理冶总基
调袁大力实施野12845冶战略袁着力开展野管
理窑效益提升年冶活动袁全力打好生产经营

攻坚战袁聚焦主业袁努力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遥

会议认为袁今年以来中煤建工战略引
领工作显著加强袁市场开拓取得了明显成
绩袁项目管理有了切实进步袁科技创新不
断深入袁财务尧投融资管理有新进展袁国际
化经营取得重要进展袁风险管控基础工作
有了一定进展袁历史遗留问题尧重点工作尧
专项工作推进取得重大进展袁 队伍建设尧
党建工作不断加强遥总体来看袁各项工作
稳中有进尧进中有为袁但不利于市场竞争
的瓶颈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遥

会议要求袁下半年要继续集中精力关
注重点工作袁突出重点抓市场袁坚决落实
并强化全面预算管理袁切实全面提高项目
管理水平袁继续夯实工作基础袁严控各类

资产债务风险袁 持续推进法治
央企建设袁 持续加强专业人才
引进培育工作袁 持续推进标杆
引路工程袁 着力加强舆论宣传

引导工作袁进一步提升党建和党风廉洁建
设工作质量遥

穆勇强调袁各直属单位和广大干部职
工要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袁解放思想抓
落实袁以此次品牌建设标杆项目创建参观
学习为新起点袁持续推动理念革新尧思路
革新尧方法创新袁创造性地解决改革中的
突出问题曰领导带头抓落实袁在坚定不移
落实公司党委决策部署方面作出表率曰压
实责任抓落实袁确保责任到人尧要求具体尧
节点明确曰改进作风抓落实袁立足实际袁掌
握实情袁持之以恒袁久久为功遥

会议期间还组织召开了党组织书记
会议和生产经营市场开拓座谈会遥

中煤建工以品牌建设推动理念思路方法创新浙江局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袁 浙

江煤炭地质局党委高度重视袁
迅速成立领导小组袁 详细制定
实施方案袁 精心组织袁 有序推
进袁 不折不扣实施袁 确保取得
实效遥

局党委以读书班和集中研
讨的形式进行理论学习中心组

集体学习袁 原原本本地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建
设尧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袁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等遥
同时制定了详细的主题教育学
习研讨计划袁 有效利用业余时

间袁严格落实计划遥
局党委班子成员理论联系

实际袁深入基层调研袁结合各自
分工尧基层联系点单位等袁结合
巡回指导袁围绕改革发展尧生产
经营尧科技创新尧党的建设等课
题袁采取集中座谈尧个别走访尧
实地考察尧 现场交谈尧 听取汇
报尧重点咨询等方法进行调研遥

局党委结合实际袁 创新方
式方法袁 在围绕主题教育总要
求的基础上开展了丰富的活
动遥 全局自上而下对主题教育
学习形成了浓厚的氛围袁 进行
了有力的宣传遥

蔡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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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各级党委渊党组冤要把主体责任扛起来袁主要领导同志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遥
绎党委渊党组冤成员要认真履行野一岗双责冶袁对分管领域加强指导督促遥
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先学一步尧学深一点袁先改起来尧改实一点袁同时要担负好
领导指导责任袁抓好所属单位党组织的主题教育遥

绎各级党委渊党组冤要加强督促指导遥中央指导组要进行巡回指导袁加强对各地区各
部门各单位开展主题教育的督促指导遥

绎省区市党委和行业系统主管部门党组渊党委冤要派出巡回指导组遥

主题教育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

日前袁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一队地勘公司 107机组正在施工丁集煤矿
F151-4逆断层补充勘探工程 E4孔遥在机长的带领下袁机组人员冒着酷暑
奋战 40个小时袁顺利把套管下到设计位置袁下管深度达到 1203米遥

刘蒙蒙 许 蕾 朱 璐 摄影报道

本报讯 8 月 1 日袁 由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
渊集团冤 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 2019年中西部煤田
渊炭冤地质经济转型升级绿色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
呼伦贝尔召开遥来自 6省 8局的 55名代表参加会
议遥会议秉承开放包容尧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袁积
极开展全方位尧多层次沟通交流袁开展更大范围尧
更多领域的务实合作遥

本届研讨会紧扣当前行业形势发展需要袁以
野转型升级尧绿色尧高质量发展冶为主题袁旨在为与
会单位搭建一个务实开放的交流合作平台袁 便于
充分交流新形势下地勘单位在深入贯彻新发展理
念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袁实现转型升级尧
绿色尧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新思路尧新举措尧新经验尧
新成果曰 旨在深入分析研判地勘单位面临的形势
任务和机遇挑战袁共同展望行业未来发展前景袁有
效形成共商尧共建尧共享的合作交流新模式遥

与会单位围绕落实绿色高质量发展理念袁 加
强国有企业党建袁 为转型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
障袁 转型升级的新思路尧 新举措袁 清洁能源尧 绿
色勘查方面取得的进展袁 野透明地球冶 野美丽地
球冶 野数字地球冶 建设袁 传承和发扬地质工作者
野三光荣冶 野四特别冶 精神等方面进行了交流遥
野绿色冶 野高质量冶 野转型冶 野升级冶 野清洁能
源冶 等成为大家共同探讨的话题遥

中陕核工业集团公司立足核地质产业袁 积极
向核与辐射应急救援尧核技术应用尧核医学产业等
领域转型发展曰 山西省煤炭地质局深入拓展清洁
能源勘查开发领域袁聚焦大地质领域全面发力曰陕
西省煤田地质集团有限公司向非煤尧 非常规及稀
缺矿种勘查等领域延伸袁野一带一路冶 走出去发展
走在了前列曰新疆煤田地质局按照野稳煤尧强气尧拓
新冶的工作思路袁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袁推进民
生工程袁走以党建促进发展之路曰航测遥感局拓展
野测绘地理信息+工程冶野遥感+工程冶袁推进野三个地
球冶建设及野双百行动冶曰甘肃煤田地质局推进野一
队一特色冶野一队一主业冶的差异化发展道路袁积极
把握野一带一路冶发展机遇袁构建开放型发展格局曰
宁夏煤炭地质局调整地质工作重心袁 服务国家重
大需求袁打造野大地质冶工作格局的野三性冶体制机制曰内蒙古煤勘集团
立足企业自身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和技术资源突出比较优势袁在
野12345冶发展战略基础上袁提出了野将内蒙古煤勘集团逐步打造成为
以清洁能源勘查开发产业为主尧 以传统资源勘查开发产业为辅的现
代化能源开发集团冶的发展目标遥

通过交流研讨尧分享经验袁与会代表对煤勘经济转型升级尧绿色尧
高质量发展的认识更加深刻袁思路更加清晰袁收获颇多袁受益很大遥

自 2009年中西部煤田 渊炭冤 地质经济研讨会首次举办以来的
十年间袁 各兄弟地勘单位借助这一良好平台袁 不断加强合作交流袁
互学互鉴袁 一起见证了地质矿产行业的深度变革袁 亲历了矿业黄金
十年的快速扩张袁 经历了经济新常态后由宏观经济下行和行业需求
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所带来的严峻考验遥 在全党正在开展 野不忘初
心尧 牢记使命冶 主题教育活动之际袁 中西部煤田 渊炭冤 地质经济转
型升级绿色高质量发展研讨会的举办袁 更加激励广大地质人不畏艰
辛尧 砥砺前行袁 坚定信念尧 践行使命遥 与会单位一致认为袁 地勘单
位只有顺势而为尧 应势而动袁 不断更新思维理念尧 持续深化改革创
新尧 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尧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袁 才能实现基业长青尧
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袁 以转型发展尧 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业绩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献礼遥 潘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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