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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9月 29日袁福建省一九六地质大队
在漳州队部组织开展了野迎中秋窑庆国庆冶
趣味竞赛活动遥职工分为三组袁开展了定
点投篮尧单腿折返接力赛尧掷乒乓球三项
活动遥此次活动袁丰富了员工的文化生活袁
加强了员工间的交流袁让员工感受到了大
家庭的温暖遥 刘日雯

荫9月 23日袁山西煤炭地质局党委副
书记尧局长王学军袁党委委员袁副局长张学
彦一行到山西省煤炭地质一四八勘查院
煤田灭火项目进行现场调研袁向项目组全
体工作人员致以节日的祝福和亲切的问
候遥9月 25日袁 局党委书记卫洪平到水文
勘查研究院位于介休市义堂镇的山西义
棠煤业公司下组煤六采区南翼底板区域
探查及治理项目部慰问一线职工袁并就项
目推进情况进行了调研遥 郭 儒

煤 田 简 讯

办好中国的事情袁 关键在党遥 乌鲁木齐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之所以取得胜利袁 关键
因素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党建引领遥

野令行禁止尧 精准施策尧 决战决胜冶袁 这振
聋发聩的 12个字袁 对乌鲁木齐市的疫情防控
阻击战起到军令如山尧 一呼百应的作用曰 野闻
令而动尧 有呼必应尧 坚决执行冶袁 这掷地有声
的 12个字袁 贯穿于新疆煤田地质局疫情防控
的各个阶段尧 每个方面袁 成为各级党组织和全
体党员深入推进 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冶 主题
教育的生动写照遥

7 月 16 日至 9 月 3 日袁 为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袁 新疆局一六一队党委坚决贯彻自治区党
委的决策部署和新疆局党委的工作要求袁 依托
党建统领优势袁 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袁 广泛
动员尧 组织尧 凝聚全队干部职工袁 织牢织密群
防群治的疫情防控网袁 在防疫大考中交出合格
答卷遥

科学防控细化措施

着眼 野防大疫冶袁 把握主动权遥 为保证防
疫工作高效开展袁 一六一队党委不断细化各项
工作措施袁 结合实际制定和完善了应急值守方
案尧 应对疫情突发情况预案尧 突发情况处置流
程袁 建立了疫情防控台账和信息 野日报告冶
野零报告冶 制度袁 全面跟踪排查袁 及时掌握情
况袁 按时上报信息袁 加大了对下属单位健全完
善防控工作的指导和督查袁 为防控处置工作提
供了遵循遥

疫情防控必须立足于 野早冶遥 鉴于年初暴
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袁 一六一队党委未雨绸缪袁
下拨专项资金提前购买储备防疫物资袁 共储备
口罩 11000个尧 消毒液 90公斤尧 消毒药剂 40
盒尧 测温仪 28个尧 防护服 80套尧 一次性医用
护理手套 900双等袁 为此次突发疫情的防控工
作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遥

疫情防控必须落实于 野细冶遥 工作和生活
场所的保洁和消毒是一六一队党委日常工作的
关注重点遥 物业公司员工和办公场所值守人员
坚持每天三次对办公楼尧 小区电梯尧 楼道尧 公
共卫生间尧 垃圾站尧 值班室尧 职工食堂等公共
场所进行消毒袁 同时还加大了小区的卫生清洁
力度袁 垃圾日积日清袁 不留死角遥

疫情防控关键在 野防冶遥 按照 野微信信息
发起来尧 通知公告贴起来尧 横幅标语挂起来冶

的安排袁 一六一队在办公楼尧 住宅小区袁 利用
电子屏尧 横幅尧 公告栏尧 微信群尧 QQ群等多
种形式袁 向职工群众宣传普及新冠肺炎防护知
识和防护措施袁 通报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袁
号召干部职工科学认识病毒袁 不恐惧尧 不畏
惧袁 不信谣尧 不传谣尧 不造谣袁 相信单位尧 相
信科学尧 相信国家袁 科学预防尧 理性应对尧 积
极配合袁 坚决守住零感染这条底线袁 携手并肩
共担疫情防控的重任遥

协调配合联防联控

一六一队小区共有 942 户袁 居住人口近
2000人袁 其中外来人口数量多袁 管理难度大遥
队下属物业公司尧 洗涤公司疫情防控任务重尧
压力大袁 一六一队党委与马南社区召开了 2次
疫情联防联控工作协调会袁 统筹协调各自职能
范畴内的防控工作袁 形成了分工明确尧 衔接有
序尧 纪律严明的联防联控机制遥

为保证小区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袁
一六一队物业公司积极和社区协商共议袁 规范
安排了蔬菜水果尧 米面肉奶等销售店铺进入小
区曰 为全面落实小区的疫情防控工作袁 队党委
指导物业公司积极配合社区做好小区人员的疫
情排查筛查工作袁 协助落实有关居民医学隔离
观察工作袁 配合完成了居民体温测量尧 送菜送
药和垃圾清理工作袁 保障了职工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遥

在下属洁倍佳洗涤公司接到政府复工复产
通知后袁 一六一队党委要求该公司不讲任何条
件袁 马上组织生产袁 并要求工作人员在清洗过
程中采取 野单独处理尧 单独包装尧 单独接送冶
的模式袁 确保疫情防控环节无闪失尧 无漏洞遥
在此次疫情中袁 洁倍佳公司员工坚守岗位 30
多天袁 承担了乌鲁木齐市 68家隔离酒店的洗
涤任务袁 得到了市疫情防控中心的高度肯定遥

党建引领凝聚合力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袁 关键在党袁 关键在
人遥 一六一队党委始终坚持党建引领袁 把党组
织作用发挥作为疫情防控的重要抓手袁 结合工
作实际袁 带领全队近百名党员勇于担当尧 积极
作为袁 以实际行动让 野党旗插在最高处尧 堡垒
建在最前沿尧 党员冲在第一线冶袁 为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遥

疫情期间袁 一六一队党委主持召开了 5次
专题会议袁 研究部署防控工作袁 以视频的形式

在全队开展了 野防控疫情践使命袁 履职担当守
初心冶 主题党日活动尧 野疫情防控人人有责冶
道德讲堂和 野疫情防控党旗飘扬冶 微党课等活
动袁 组织全队干部职工观看了 叶惊心动魄曳
叶惊涛骇浪曳 叶惊天动地曳 等影片袁 并结合学
习观影撰写心得体会袁 发挥了党的组织力量尧
凝聚力量尧 号召力量袁 确保每一名党员都能以
更坚定的信心尧 更顽强的意志尧 更有效的措
施袁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尧 总体战尧
阻击战遥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袁 一名党员就是一
面旗帜遥 一六一队党委要求全队党员把做好疫
情防控作为巩固拓展 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冶
主题教育成果的重要战场袁 疫情在哪里袁 党员
就要战斗在哪里遥 机关党支部带头发扬先锋引
领作用袁 组织成立了志愿者车队袁 4名党员司
机以饱满的热情为社区和居民提供了车辆保
障曰 热力公司党支部担当作为袁 洗涤公司冲在
一线袁 勇敢逆行袁 带头站在防控疫情斗争的第
一线袁 为 68家隔离酒店提供了及时优质的洗
涤服务曰 后勤党支部立足物业服务袁 48 天连
轴转袁 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袁 将党建战斗
堡垒前移袁 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全天候尧 无缝
隙尧 全方位的物业支持曰 退管党支部带头做好
离退休干部职工的群众思想工作袁 相信科学袁
解疑释惑袁 服务管理袁 遵规守纪曰 机修党支部
和多经党支部主动认领疫情防控责任袁 带头宣
传防控知识袁 协助社区掌握信息袁 帮助物业做
好保障曰 地质党支部和钻探党支部面对线长点
多的实际情况袁 野外一线坚守岗位袁 履职尽
责袁 顾全大局袁 团结一心袁 不畏艰险袁 坚决扛
起把好疫情防控第一关的大旗袁 让党的旗帜飘
扬在疫情防控一线遥

在一六一队党委的倡议尧 协调和组织下袁
该队党员和小区群众志愿者共 180余人投入到
阻击疫情之中袁 其中入党申请人尧 入党积极分
子尧 建党对象等 10余名优秀青年第一时间站
到了阻击疫情一线遥 队党委通过给他们交任
务尧 压担子袁 有效增强了青年向党组织靠拢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袁 为阻击疫情奠定了坚实的政
治基础尧 组织基础和群众工作基础遥

统筹兼顾推进发展

抗疫期间袁 一六一队全体干部职工充分发
扬特别能吃苦尧 特别能奉献尧 特别能战斗的精
神袁 在进一步落实落细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尧 持

续不断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袁 全力推进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野两手抓尧 两不误冶遥

结合驻地防疫要求及野外生产工作实际袁
一六一队 11个野外项目部和 5个施工井队严
格遵守驻地疫情防控制度袁 强化防控责任袁 完
善防疫措施袁 在重点加强生产区域内所有人员
及工作环境的疫情安全防护前提下袁 有条不紊
地持续生产尧 持续工作袁 以紧之又紧的防控意
识尧 严密细致的防控举措袁 抓好疫情防控和野
外生产遥

9月 1日袁 遵照自治区党委关于在疫情风
险较低的地方且有防护保障的情况下尽快复工
复产的要求袁 一六一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袁 研
究了近期野外作业复工尧 开工疫情防控与施工
安全防范尧 工程质量管理等事项袁 要求把经济
发展从 野暂停模式冶 转入 野有序轨道冶遥 队党
委要求野外项目部和井队按照县域疫情风险等
级及项目实际需求袁 分区分级梯次推动野外各
类作业袁 切实加强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工作袁 并
对近期各项野外作业及其疫情防控和安全风险
防范提出了具体要求袁 制定了科学尧 合理尧 管
用的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综合措施袁 明确分
工尧 严格落实袁 确保生产安全和施工质量遥

9月 4日袁 一六一队及时下发了做好复工
复产工作的通知袁 要求全体干部职工在 9月 5
日恢复正常上班袁 尽快实现全面复工复产袁 努
力克服疫情冲击影响袁 快速解决复工复产中存
在的问题和困难袁 在严密科学防控保护措施的
基础上大干快上袁 坚决把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
损失降到最低点袁 把疫情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袁
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袁 又打好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的总体战袁 努力实现 野十三五冶 圆满收
官袁 为 野十四五冶 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遥

在异常严峻的疫情防控工作中袁 一六一队
党委与班子成员按照分管工作袁 在抓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袁 统筹推进地勘工作尧 实体发展尧 生
产安全尧 稳定平安尧 脱贫攻坚尧 野访惠聚冶 和
野一家亲冶尧 民生服务尧 信访化解等工作袁 最大
限度地降低和消除疫情影响袁 着力推动了全队
各项事业的稳步发展遥

在匀韵晕郧 酝耘陨 阅陨 在匀陨 月粤韵3圆园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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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9月 23日袁物探研究院离退休党总
支举办了野寄情翰墨 喜迎国庆冶书画作品
展览活动遥此次参展作品内容丰富尧形式
多样遥院党委书记尧副院长高俊良袁院党委
组织部尧党委宣传部尧离退休党总支负责
人等参观了展览并为作品评奖遥 林 园

荫前不久袁甘肃煤田地质局工会及团
委联合举办了野迎中秋尧庆国庆冶职工卡拉
OK 联谊赛袁局党委书记尧局长王永超袁局
党委委员尧 副局长时玉祥观看了比赛遥局
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尧工会主席任乾致
开幕词遥比赛评选出一等奖一名尧二等奖
两名尧三等奖四名袁并颁发了获奖证书遥

张文琰

新疆局一六一队院

党建引领践初心 疫情防控担使命
阴 秦大鹏

本报讯 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究院针对地
勘行业野外工作多的特点袁在实体党支部推行野项目一
线党旗红冶党建模式袁把支部建在项目上袁将支部工作
重心转移到项目一线袁要求支部党员大会尧支委会尧党
小组会研究解决项目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袁 切实
发挥党组织在一线的引领作用遥

对支部工作袁山东局研究院提出野两为主冶原则院一
是以野支部自主活动冶为主袁倡导各支部结合实际袁自主
开展主题鲜明尧丰富多彩的党日活动袁提高支部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曰二是以野党性实践活动冶为主袁要求党组织

活动紧密结合项目工作开展袁 思想政治理论学习要结
合岗位工作谈感受尧谈看法尧谈打算袁把理论学习成果
应用到工作实践中袁避免野走过场冶遥

今年袁 研究院实施了滨州市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袁 业务实体生态修复技术中心主
要承担这项任务遥 中心党支部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袁出色完成了任务袁院
党委组织采访录制了叶项目一线党旗红曳教育片遥这一
做法得到山东省煤田地质局党委的高度评价袁 在全局
党员干部中进行了推广学习遥 穆 宏

山东局研究院推行野项目一线党旗红冶党建模式

本报讯 为拓展党建工作视野袁
提升党务干部业务能力袁 促进基层
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袁 前不久袁 甘
肃煤田地质局庆阳资源勘查院党委
委员尧 纪委书记尧 副院长卜有军带
领党委工作部工作人员和各党支部
书记共 11人袁 深入陇东学院土木工
程学院和历史与地理学院开展了党
建工作学习交流活动遥

庆阳院党务干部一行首先来到
南梁精神研究馆袁 讲解员为大家讲
解了 7 个展项内容遥 随后袁 大家分
别参观了陇东学院校史馆尧 历史与
地理学院党员活动室和土木工程学
院党员活动室袁 通过翻阅资料台账袁
了解了党支部活动开展情况遥

最后袁 三家单位进行了座谈交
流遥 土木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施小
刚尧 历史与地理学院党总支书记马
卓群介绍了各自学院的工作和队伍

建设尧 党建工作开展情况遥 土木工
程学院教工党支部书记张斌伟从提
升支部标准化建设的 野高度冶 野广
度冶 野力度冶 野效度冶 野温度冶 五
个方面作了交流发言遥 卜有军介绍
了庆阳院的基本情况袁 庆阳院党委
委员尧 党委工作部部长姬万云介绍
了党建工作开展情况遥

卜有军在座谈时谈道袁 通过实
地参观袁 学习到了陇东学院在党建
工作方面好的经验和做法袁 庆阳院
支部书记们要找到工作的难点尧 痛
点尧 瓶颈和短板袁 发挥党支部的战
斗堡垒作用袁 充分调动党员的积极
性和主人翁精神袁 固化好的经验做
法袁 形成良性工作状态袁 用党建工
作统领各项业务工作袁 找准结合点袁
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袁
促进庆阳院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遥

窦小龙

甘肃局庆阳院

赴陇东学院开展党建学习交流

国庆节前夕袁江西
省煤田地质局二二三

队实验学校团总支组
织学生团员和少先队
员开展了 野我和国旗
合影 尧 向祖国告白 冶
主题教育活动遥 活动
中袁 学生团员与少先
队员重温入团尧入队誓
词袁 并与国旗合影袁说
出对祖国的祝福袁传递
赤子之心遥

姜 炜 赖雪莹
摄影报道

我
和
国
旗
合
影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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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本报讯 近日袁 陕西省一八五煤
田地质有限公司深入榆林市榆阳区
大河塔镇刘岔村开展道德讲堂活动袁
与当地村民群众共度佳节遥

此次道德讲堂活动以 野弘扬抗
疫精神 汲取榜样力量冶 为主题袁 分
为唱歌曲尧 学模范尧 谈感悟尧 诵经
典尧 送祝福 5个环节遥 活动在 叶公
民道德歌曳 中拉开序幕袁 随后袁 大
家学习了 9月 8 日全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表彰大会上袁 野共和国勋章冶
获得者钟南山尧 野人民英雄冶 获得
者陈薇的事迹遥 钟南山院士 野把危
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冶 的担当袁
陈薇院士为了和病毒作斗争奔赴一
线尧 与儿子长时间分离袁 野舍小家尧
为大家冶 的情怀袁 让人为之动容遥
大家表示袁 通过此次活动袁 得到了

一次深刻的道德洗礼袁 在今后的生
活中将继续向榜样学习遥

活动中袁 工作人员还向到场的
村民发放了环境保护宣传书籍及水
杯尧 脸盆等小礼品袁 号召大家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袁 并祝福乡亲们身
体健康尧 事事顺遂遥 活动在刘岔村
驻村第一书记杨军卫的祝福声中落
下帷幕遥 杨军卫表示袁 希望一八五
公司能多来村里开展道德讲堂活动袁
给村民群众精神上的鼓励和关怀袁
坚定大家对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新村
的信心遥

此次道德讲堂活动与公司扶贫
工作紧密结合袁 活动结束后袁 帮扶
人员走访了部分贫困户袁了解其生活
现状袁为其讲解相关扶贫政策袁并送
上了节日的慰问和祝福遥 李 媛

陕煤地质一八五公司

道德讲堂走进扶贫村

荫近日袁山东省煤田地质局机关与物
测队举办了一场野庆国庆尧迎中秋冶职工篮
球友谊赛遥局党委书记尧局长李关宾现场
观看了比赛袁为双方队员助威加油遥

赵 欣 吴 琎

荫9月 28日袁中煤地第二勘探局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野迎双节冶全民健身网络竞
赛个人竞技项目的决赛开赛遥比赛设仰卧
起坐尧俯卧撑尧动态平板支撑尧女子跳绳尧
男子跳绳五个项目遥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强
健体魄袁 拍摄一分钟挑战视频参加初赛袁
约 80名职工踊跃报名袁经过初选袁30名健
身达人入围决赛遥经过激烈角逐袁五个项
目的冠亚季军分别产生遥

唐杨杨

荫9月 30日袁江苏地质矿产设计研究
院举办野庆国庆 尧迎中秋冶职工运动会袁党
委书记尧院长张谷春致开幕词遥运动会设
置了拔河尧篮球尧棋牌三个比赛项目遥经过
激烈的角逐袁 测试中心 1队获得第一名袁
机关队获得第二名袁 科研联队获得第三
名遥 吴 俊

荫9月 23日袁安徽省煤田地质局三队
党委书记尧队长张新程一行前往宿州市泗
县大杨乡李庙村开展扶贫慰问活动袁送去
了扶贫物资袁并参观了该村车厘子养殖大
棚尧博泰电子就业扶贫车间等产业扶贫项
目基地遥 李光霁 闻家俊

荫近日袁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渊集团冤
一一七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工会主席李
延国尧工会副主席田保华一行深入陶忽图
施工现场袁 看望慰问了一线工作人员袁并
送上了慰问品和节日祝福遥 吕 晨

荫野双节冶前夕袁第一勘探局一一九队
工会为一线职工送去了慰问品和节日祝
福遥同时对项目部负责人进行节前廉政提
醒袁要求在节日期间自觉遵守廉洁自律各
项规定袁严明工作纪律袁加强作风建设袁积
极营造风清气正尧健康向上的节日氛围遥

张 曼

荫9月 22 日袁 陕西省一九四煤田地
质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尧 总经理尧 安委会
领导小组组长岳正喜一行袁 对钻探工程
公司-1600钻机施工的建庄水文孔项目开
展了秋季安全综合大检查袁并看望慰问了
一线职工袁为他们送上了节日慰问品和慰
问金遥 赵彦涛

荫9月 27日尧29日, 水文地质局二队
领导组成慰问检查小组袁兵分几路袁先后
到河南项目部 205钻机袁山西长治项目部袁
邯郸项目部 208尧202钻机施工现场进行了
节前慰问及安全生产检查袁送去了慰问品
和节日祝福遥 王永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