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煤炭地质勘察研究总院于 8月
1日袁召开退伍军人座谈会遥院党委书记李
兆慧对退伍军人表达了敬意袁并送上节日的
问候遥副院长何景山鼓励他们在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的引领下袁发扬野三光
荣冶野四特别冶精神袁做好本职工作袁努力创造
新的业绩遥 王 琼

河北省煤田地质局新能源地质队于 8
月 1日袁组织退役军人尧优抚对象召开了庆
野八一冶座谈会遥会上袁党委书记宋拴臣带领
大家学习了习近平强军思想袁回顾了党史和
新中国史遥大家畅谈了作为退役军人的感受
和理想信念遥会后袁还进行了慰问遥 侯梅雪

第一勘探局一二九队于 7 月 31日袁召
开了庆野八一冶座谈会袁老中青三代复转军人
畅所欲言袁谈爱国情怀尧聊军人作风遥队党委
副书记王利强希望退休的复转军人继续关
心和支持该队的各项工作袁带动其他复转军
人和家属积极参与单位各项建设袁推进双拥
工作再上新台阶遥 李 敏

中煤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于 8 月 1
日袁召开复转退伍军人座谈会遥座谈会上袁大
家一起观看了视频短片袁分享了各自的部队
生涯和心得体会袁 并表示要传承军人作风袁
做好本职工作袁为单位发展贡献力量遥 邱 瑾

前不久袁 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
渊集团冤四七二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尧经
理李国利一行到所属久兴公司调研
指导工作遥

久兴公司经理黄继东对上半年
党建工作开展情况尧野不忘初心尧牢记
使命冶主题教育开展情况尧经济运行
情况进行了汇报袁并对开展工作过程
中存在的难点问题提出了建议遥

李国利对久兴公司上半年的工

作给予肯定袁并要求努力做好以下两
方面工作遥一是重点推进党的领导与
公司治理的深度融合尧企业领导人员
队伍建设和基层党建等重点任务袁以
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遥二
是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尧走绿色发展之
路袁强化主业尧盘活辅助产业袁面对人
员短缺问题袁 努力拓宽用工渠道袁实
行优胜劣汰曰把久兴公司建设成为内
蒙古煤炭板块生产战线上的 野尖兵
连冶袁全面助力一流矿山的发展建设遥

张昊祺

近日袁第一勘探局总会计师姜义
仁一行到一勘局物测队袁就提高地勘
行业财务人员业务水平袁落实项目成
本预算和财务管理制度袁开展野不忘
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调研工作遥

姜义仁就地质项目成本预算编
制工作袁 从地质项目投标预算表编
制尧地质项目成本预算总表等五个方
面进行了讲解袁 重点从强化成本管
控尧落实业财融合尧促进价值创造的
专业角度袁系统阐述了财务预算管理
的重要性遥

随后袁姜义仁一行以野加强预算

管理 推进成本管控冶为主题袁与重点
部门人员进行了交流座谈遥姜义仁在
听取了物测队的汇报后给予肯定袁并
对该队下一步工作提出几点要求院一
是目前物测队项目利润不高袁要进一
步分析原因袁 以正视问题为导向袁以
解决问题为目标袁有针对性地开展工
作曰二是要加强债权清收力度袁做好
野两金冶 压控分析袁 减少国有资产流
失曰三是要以此次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
命冶主题教育为契机袁重点加强宣传
力度袁让主题教育深入人心遥同时要
强化领导干部履职担当袁落实一岗双
责袁确保主题教育在党员干部和职工
中扎实有效地开展遥 王 玮

根据甘肃省委野不忘初心尧牢记
使命冶主题教育总体部署袁为进一步
推动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7 月 30
日袁甘肃煤田地质局党委书记尧局长
王永超作了题为 叶勇于担当守初心袁
履职尽责担使命袁坚定不移走高质量
发展之路曳的专题党课遥

王永超结合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主题教育
专题调研成果袁 从立足改革发展实
际袁深刻认识开展主题教育的时代价
值和实践意义曰总结历史成绩袁认清

面临形势袁找准存在问题袁坚定推进高
质量发展的决心和信心曰 聚焦目标任
务袁积极开拓进取袁勇于攻坚克难袁全
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三个方面进
行了讲解遥他指出袁要牢牢把握野不忘
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的总要求和
总目标袁 突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本任务袁找
准开展主题教育与推动改革发展的结
合点袁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袁持
续在强化理论武装上下功夫袁 在坚决
做到野两个维护冶上作表率袁在转变工
作作风上见实效袁在推动改革发展上
求突破袁 以高质量发展成果为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遥 张文琰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我是一名党员袁我就要勇当标杆
要要要记山东局一队野优秀共产党员冶郭洪良

阴 甘 芬

强化问题导向袁做一名敢于担当的领导干部
阴 赵铃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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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既然干了就要努力干好袁我是一名党员袁
我就要勇当标杆浴冶 这是他的一句口头禅遥野他
勤奋刻苦尧扎实工作袁是党员的一面旗帜遥冶这
是他留给领导和同事最深的印象遥

郭洪良袁2007年 7月来到山东省煤田地质
局一队袁成为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遥工作 12年
来袁他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骨干袁兢兢
业业尧无怨无悔袁跟随钻机扎根在最偏远尧最艰
苦的地质钻探一线袁顶烈日尧抗严寒袁取得了一
个又一个优秀的钻探技术成果遥

舍小家顾大家

2018年 9月袁 济宁某煤矿发生透水事故遥
郭洪良接到单位紧急救援的通知后袁放下刚出
生两天的孩子袁满脸歉意地告别了尚未出院的
妻子袁奔赴救援现场遥

野你不用回来了袁你就和你的工作过吧浴冶
野妈袁你听我说袁近两年单位扩大业务袁技

术人员少袁再说我是一名党员袁我的一举一动
都会影响到身边同事的工作热情噎噎冶听了郭
洪良的一番解释袁 老母亲最终很理解地说道院
野你好好工作袁家里有我呢噎噎冶

原来袁产后本就各种不舒服的妻子已经又
累又乏袁再加上孩子又得了生理性黄疸袁终于

忍不住向婆婆抱怨了几句遥婆婆一听儿媳妇这
般委屈袁 一个电话打来就劈头盖脸地数落上
了遥她们哪知道袁此时的郭洪良因为钻井液漏
失已经连续两夜没有合眼了遥 当时施工至冒
落带顶部相近位置时袁 钻井液全漏失袁 加稠
泥浆袁 加锯末尧 棉籽壳封堵袁 连水泥浆加水
玻璃封堵效果都不大袁 卡在这个位置已经两
天时间了袁 始终无法继续钻进袁 怎么突破钥
他心急如焚遥

野救援不能停袁 必须抢时间浴冶 看到钻机
工人连续封堵累得得够呛袁 郭洪良二话不说袁
扛锯末尧 背棉籽壳袁 一趟趟来回跑遥 旁边的
同事见他这么拼袁 都迅速加入进来遥 大家把成
堆的锯末尧棉籽壳打入泥浆袁加入防塌堵漏剂袁
调整泥浆性能袁快速钻进尧快速加尺袁终于穿过
了漏失层段袁为救援抢得了宝贵时间遥

以身作则勇担当

2018年 11月救援结束袁 郭洪良来不及回
家看望妻儿一眼袁又赶到突水溃砂的某煤矿救
援现场袁 负责WF2号堵水注浆孔的钻探技术
指导遥

WF2号钻孔由于地层稳固性较差袁定向钻
进容易造成卡钻事故遥每天 24小时指导钻机定

向和连续注浆袁 郭洪良丝毫不敢懈怠遥 只见
他拿着一支笔在一沓沾满泥浆的纸上写写画
画袁 时而紧皱眉头时而舒展眉梢袁 和现场人
员进行地层分析袁 反复演算造斜轨迹袁 调整
泥浆性能遥 他根据钻探进尺情况及无线仪器
定向参数袁 适时调整定向方位遥 注浆期间考
虑到井下施工安全袁 他根据井口压力及井下
反馈情况袁 合理调整泵压及注浆量遥 功夫不
负有心人袁 最终精准定向至冒落带顶部进行
注浆袁 成功解决了突水溃砂问题袁 为矿方胶
带尧 轨道暗斜井施工创造了条件袁 保障了矿
方安全生产遥

野我一个月没有换衣服了袁 得去洗个澡袁
给家里打个电话遥冶 抢险完成后袁 郭洪良因为
连续一个月不分昼夜超负荷工作袁 已经瘦了
一大圈遥 他没有任何怨言袁 说出来的话却让
人心疼不已遥

用行动书写奉献

野洪良是个热心肠袁 哪里需要他都会去帮
忙遥冶资源勘查院党支部书记孔令利说遥新来的
技术人员向郭洪良请教定向仪器的使用方法袁
他蹲在操作车间整整一个下午讲解仪器操作
方法和原理遥他细心的讲解袁使两个同事很快

就掌握了操作核心技术遥
2014年 4月袁在安徽淮南一个项目上袁6台

钻机同时运行遥郭洪良作为项目技术员袁晚上整
理技术资料到凌晨一两点袁白天帮助钻机搬运
材料尧装车卸车遥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袁一次晚上
卸车时袁他不小心将手挤破袁当时鲜血直流袁大
伙儿把他送到医院缝了 7针袁 休息 4天后他就
回到了钻机遥同事劝他回去休息袁他说院野看到大
家都这么忙袁我在床上躺不住遥冶郭洪良用自身
的言行感染着周围的同事袁 用实际行动践行
党员的奉献精神袁 让 野共产党员冶 这一光荣称
号在自己身上闪耀发光遥

2019 年袁 郭洪良被山东局一队评为 野优
秀共产党员冶 袁他说院野工作中无论我取得多大
成绩和进步袁都不会忘乎所以尧感到飘飘然曰无
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袁都不会退缩萎靡尧感到
惶惶然曰面对腐蚀和诱惑袁我都不会丢掉戒尺尧
感到昏昏然遥 因为我是党员袁 我就要勇当标
杆浴冶 郭洪良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着身边更
年轻的党员袁用一颗赤诚的心塑造着一名优秀
共产党员的形象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袁 是否具有担当精神袁 是
否能够忠诚履责尧尽心尽责尧敢于担责袁是检验每一
个领导干部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先进性
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遥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袁必须在
工作中强化问题导向袁忠诚履责尧敢于担当遥

强化问题导向袁 树立 野问题冶 意识
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袁 只要科学

地认识尧 准确地把握尧 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袁 就
能够把社会不断推向前进遥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袁
一个单位尧 一个部门在建设发展过程中袁 总是存
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袁 领导干部只有牢固
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袁 才能从群众的言行举止中
找到自己的不足袁 才能从工作落实中看到差距袁
才能真正及时发现问题和有效解决问题遥 领导干
部必须强化问题导向袁 树立 野问题冶 意识袁 这样
才能有所作为遥

领导干部发现不了问题就是不称职遥 发现问
题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前提遥 领导干部如果不
能敏锐地发现问题袁 不论愿意工作的主观愿望多
么强烈袁 不论工作的出发点多么美好袁 其最终结
果还是会干不好事尧 干不成事袁 甚至可能会误事
或者坏事遥 对存在的问题发现不了袁 小问题就变
成大难题袁 解决成本就会更高袁 事业更是难有进
步遥 领导干部要树立 野提不出问题就是工作不实尧
提不准问题就是深入不够尧 发现不了问题就是不
称职冶 的工作理念袁 强化问题导向袁 用一双洞察
问题的眼睛袁 瞄着问题去尧 追着问题走袁 想方设
法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袁 解决在职责范围之内袁
决不能敷衍了事遥

对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就是渎职遥 从实际工
作情况看袁 有的领导干部发现不了问题袁 有的领
导干部是看到了问题却视而不见尧 熟视无睹袁 选
择逃避问题袁 不愿意正视或者不敢面对问题遥 虽
然回避了一时的问题袁 但是为更大的危害埋下了
种子袁 把原本容易解决的小问题变成难以解决的
大难题遥 领导干部要树立对问题视而不见就是渎
职的工作理念袁 必须敢于正视问题袁 对存在的问
题不掩盖尧 不回避袁 从实际情况出发袁 对标先进
单位袁 学习借鉴经验袁 集思广益尧 补齐短板袁 积
极解决现存问题袁 为单位发展积蓄能量袁 为职工
谋取更多福利遥

发现问题不积极解决就是失职遥 善于发现问
题是战略家袁 善于解决问题是战术家遥 善于发现
问题表明工作态度积极进取袁 善于解决问题体现
工作能力强遥 合格的领导干部既是善于发现问题
的战略家又是解决问题的战术家遥 领导干部要树
立对发现问题不及时处理尧 不积极解决就是失职

的工作理念遥 要真正解决问题袁 不能纸上谈兵尧
夸夸其谈袁 不能只是做做样子尧 擦擦脸蛋袁 不能
只是作了部署尧 不抓落实遥

强化责任担当袁 落实 野三个责任冶
领导干部就是要在不断发现问题尧 积极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履行自己的职责遥 履行好职责就必
须落实 野三个责任冶遥

要要要明责知责遥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袁 只有明
责知责袁才会履责担责尧尽责完责遥明责知责就是要
解决为什么落实责任的问题和解决责任是什么的

问题遥 每名领导干部都有自己的职责袁要明确我是
谁尧为了谁袁我能干什么尧该干什么遥 职位寄寓着使
命袁权力意味着责任袁领导干部要时刻想到自己所
处的岗位袁时刻想到群众一直在盯着自己袁时刻想
到肩上担负的责任袁珍惜岗位袁在其位尧谋其政尧履
其职尧尽其责遥不能当不思进取的野庸官冶尧推诿扯皮
的 野躲官冶尧 作风漂浮的 野看官冶尧 办事拖沓的
野懒官冶尧 装聋作哑的 野木官冶遥

要要要履责担责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院 不能只
想当官不想干事袁 只想揽权不想担责袁 只想出彩
不想出力遥 有的领导干部履职担责思想不端正袁
在岗不在状态尧 在位不履职尧 履职不担责遥 没有
担当的勇气袁 不敢闯尧 不敢试袁 怕担风险袁 遇到
矛盾就上交袁 碰到困难就回避和退缩袁 自己职责
内的事不敢拍板袁 总想让上级领导拿意见作表态遥
野得罪人冶 的事不干尧 野讨人嫌冶 的话不说袁 只要
不出事袁 宁愿不做事袁 认为只要不贪不占就好袁
干多干少尧 干好干坏无所谓遥 甚至为了不出事袁
宁愿少干事遥 如今袁 第一勘探局正处于大改革大
发展的关键时期袁 需要领导干部有敢干事的创新
胆魄尧 想干事的创业激情尧 干成事的创业智慧遥
领导干部要在勇于担当中履好职尧 在务实进取中
尽好责袁 做到日常工作能尽责尧 难题面前敢负责尧
出现过失敢担责遥

要要要尽责完责遥 尽责完责就是尽自己最大的
努力来完成自己的职责遥 领导干部有了责任心袁
再危险的工作也能减少风险曰 没有责任心袁 再安
全的岗位也会出现险情遥 责任心强袁 再大的困难
也可以克服曰 责任心差袁 很小的问题也可能酿成
大祸遥 作为领导干部袁 不管是大事小情都要用细
致认真的态度去解决袁 从细节做起尧 从小处着手袁
真正把好事办好尧 实事办实遥 对于应该做的事袁
要有勇气顶着压力去做袁 敢闯敢试尧 敢于创新袁
敢于承担难事尧 棘手的事尧 得罪人的事袁 善于处
理各种复杂的矛盾遥 在不正之风面前袁 敢唱黑脸尧
不怕得罪人遥

领导干部尽责完责袁 不仅要有责任心袁 更要

有 野建功必定有我冶 的使命担当和 野功成不必在
我冶 的坦然心态遥 不仅要有知责履责尽责之心袁
更要有知责履责尽责之力袁 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袁
既要业务知识熟练袁 还要把握国家政策袁 善于运
用市场经济规律袁 提高政治素质袁 把纪律和规矩
挺在前面袁 廉洁自律袁 这样才能会干事尧 能干事尧
干成事尧 不出事遥

发扬 野三种精神冶袁 提升 野三气冶
面对经营发展中的困难袁 领导干部不能惶恐

不安尧 惊慌失措甚至束手无策遥 必须坚定信心尧
冷静面对袁 视困难如纸老虎袁 拿出舍我其谁的勇
气袁 集思广益尧 齐心协力袁 依靠集体的智慧闯出
一条解决困难的路子遥 面对当前形势袁 领导干部
要有永不服输的进取精神尧 敢想敢试的创新精神尧
攻坚克难的拼搏精神袁 要有勇闯市场的勇气尧 干
事创业的士气尧 风清气正的正气袁 如此才会有底
气尧 有锐气尧 有勇气尧 有霸气遥 只要信念坚定尧
志存高远袁 铆足一股子钻劲儿尧 拼劲儿尧 韧劲儿袁
就能爬坡过坎尧 攻坚克难袁 就能把一勘局打造成
为新型地勘野战军遥

不忘初心袁 做 野四有冶 领导干部
一切向前走袁 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曰 走得再

远尧 走到再光辉的未来袁 也不能忘记过去袁 不能
忘记为什么出发遥 作为领导干部袁 要不忘初心尧
砥砺前行袁 做心中有党尧 心中有民尧 心中有责尧
心中有戒的 野四有冶 领导干部遥

仰不愧于天袁 俯不怍于地遥 领导干部对上要
野心中有党冶 要要要对党忠诚袁 让党放心曰 对下要
野心中有民冶 要要要为民服务袁 让民满意遥 心中有
责袁 就要增强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袁 奋发有为袁
干在实处曰 心中有戒袁 就要守得住清贫袁 耐得住
寂寞袁 经得起诱惑袁 时刻谨记规矩和纪律是高压
线袁 是红线袁 是底线袁 绝对不能触碰遥

现在正值开展 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冶 主题
教育之际袁 作为领导干部要做到 野守初心尧 担使
命袁 找差距尧 抓落实冶袁 就必须强化问题导向袁 要
善于发现问题袁 更要敢于正视问题袁 还要勇于解
决问题遥 既要明责知责袁 更要履责尽责袁 还要尽
责完责袁 让认识再提升尧 理念再更新尧 问题再聚
焦袁 在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中实现新探索尧 新突
破尧 新提升袁 创造新的业绩遥 要全身心融入一勘
局大改革大发展袁 在为全面实施中国煤炭地质总
局 野11463冶 总体发展战略尧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世界一流地质与生态文明建设企业集团的奋斗

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遥
渊作者单位院 第一勘探局冤

煤 田 简 讯

前
不
久
踪江
西
中
煤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志
愿
者
综南
昌
市
九
龙
湖
管

理
处
志
愿
服
务
集
散
中
心
志
愿
者
和
悦
城
西
社
区
志
愿
者
在
悦
城
西
社
区

商
业
街
集
合
踪向
居
民
宣
讲
关
于
钻垃
圾
分
类
纂的
相
关
知
识
踪讲
解
如
何
使

用
分
类
回
收
装
置
宗

李
永
桃

刘
幼
幼

符
邰
凡
超

摄
影
报
道

7月 30日袁中煤地质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林中湘以叶牢记
初心使命袁坚持问题导向袁更好地肩
负起新时代地质集团发展的责任担
当曳为题袁为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遥

林中湘以深刻理解初心使命尧实
现五大目标尧认清差距不足尧做好集
团工作为主线袁对照野不忘初心尧牢记
使命冶主题教育野12字冶总要求袁从学
懂弄通尧坚定信仰尧奋发有为尧坚守立
场尧保持本色等方面袁细化分析如何
实现野五大目标冶遥以野把方向尧管大
局尧保落实冶为落脚点袁系统阐述了党
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尧思想领导和
组织领导遥结合前期集中学习尧调查
研究尧检视问题袁对照主题教育要求袁
剖析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袁并从自身

建设尧主题责任等七个方面对下一步
工作提出了要求遥

林中湘指出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必须
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袁只有深入理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袁才能把理
论学习的成果贯穿于每时每事袁体现
在方方面面遥
林中湘强调袁面对新形势袁要抓

住野关键少数冶袁筑牢信仰之基尧补足
精神之钙尧把稳思想之舵遥要抓战略尧
掌全局袁 围绕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野11463冶 总体发展战略和地质集团
野12435冶改革发展总体思路袁聚焦野透
明地球冶野美丽地球冶野数字地球冶建
设袁贯彻实施集团野三个绿色冶工程袁
践行初心使命遥

刘 景

地质集团

甘肃局

一勘局物测队

内蒙古煤勘集团四七二公司

地质人风采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一队武保部于 8 月
1日袁召开退役军人座谈会遥武保部部长胡
鹏带领大家学习了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尧退
伍老兵张富清的英雄事迹遥大家表示袁要继
续发扬革命传统袁立足本职工作袁展现军人
风采遥 井 杨

陕西省一九四煤田地质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殷增辉于近日看望慰问了退伍军人及
现役军人家属袁 为他们送去节日的问候遥殷
增辉肯定了退伍军人在各自岗位上取得的
成绩袁 感谢军属的默默付出和担当奉献袁并
送上了慰问品遥 韩卫东

江西省煤田地质局一九五队党委副书
记孙江云于近日走访慰问军转干部袁 把党
的拥军优属政策落到实处遥 孙江云先后来
到丰城基地大院尧南昌滨湖花城小区袁在军
转干部李炳堃尧宋淑惠尧俞兴城家中袁向他
们致以节日的问候袁并送上了慰问金遥

董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