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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局推进以案促改工作走深走实
本报讯 日前袁 河南省煤田地质局召开专
题会议袁传达学习全省一体推进不敢腐尧不能
腐尧不想腐深化以案促改工作会议精神袁部署
贯彻落实意见遥
河南局副局长陈彦召指出袁以案促改工作
是一项长期性尧系统性工作袁必须不断坚持尧不

断创新尧不断发展袁持续推进以案促改工作走
深走实遥一是学深学透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会
议精神遥采取多种形式及时学习领会尧传达贯
彻会议精神袁深入学尧认真悟尧加劲干袁不断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遥 二是做深做实袁
确保以案促改工作成果丰富遥始终坚持野以案

促改+专项治理冶工作模式袁牢牢把握以案促改
主旋律遥时时弹好专项治理协奏曲袁确保以案
促改工作形式多样尧内容全面尧成果丰硕遥三要
做好做细袁确保以案促改工作成绩突出遥全局
通过召开推进会尧交流会尧内部点评会尧第三方
测评会袁已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遥今年年

煤 田 简 讯
陕煤地质天地公司

底袁将根据以案促改评价体系对各单位进行评
价尧排名遥四要做精做优袁确保以案促改工作成
效显著遥根据工作实际深入挖掘结合点与创新
点袁精益求精袁打造精品工程遥注重创新发展袁
形成独具特色的工作方法尧工作措施尧工作制
度袁打造亮点工程遥
王好龙

获野厂务公开职代会四星级单位冶称号
近日袁 陕西省能源化学地质工会认定
了省能源化学地质系统 9 家单位为 野厂务
公开职代会四星级单位冶袁陕西天地地质有
限公司榜上有名遥两年来袁天地公司不断夯
实民主管理工作基础袁落实厂务公开尧提升
民主管理水平袁促进管理进一步科学化尧规
范化尧标准化曰注重组织机构建设袁完善民
主管理制度袁落实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尧参与
权尧表达权和监督权袁为促进企业持续健康
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遥
张嘉淇

一勘局擂响奋战 60 天野决胜鼓冶
本报讯 为确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
工作取得野双胜利冶袁落实第一勘探局党委野抓
党建促经营 奋战 60 天 夺取双胜利冶 工作部
署袁11 月 6 日袁一勘局召开 2020 年宣传工作推
进会袁总结前期宣传工作经验袁围绕全局中心
工作袁 进一步激励引导干部职工坚定信心尧凝
心聚力尧奋勇拼搏袁擂响奋战 60 天 野决胜鼓冶遥

会议强调袁 全局通讯员要领会好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袁 特别是宣传思想
方面的重要讲话精神袁 要加强学习充电袁 积
极补短板尧 强弱项袁 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履
职能力袁 进一步提升宣传工作的时效性和质
量袁 做好工作策划袁 写出亮点尧 突出特点袁
进一步做好典型挖掘遥

会议就宣传工作如何进一步唱响主旋律尧
冲刺全年工作目标提出要求遥 一要提高政治
站位袁 及时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曰 二要抓亮点尧 出亮点袁 切实汇集凝
聚众志成城尧 攻克时艰的强大合力曰 三要确
保 野十三五冶 顺利收官尧 抓好 野十四五冶 平
稳开局袁 创新方式袁 做好专题报道的材料收

集和稿件撰写遥
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一勘局所属各单位
宣传工作取得的成绩及出现的问题袁 并针对
近期宣传工作情况进行了总结袁 部署下一阶
段工作重点遥 会议还对所属各单位中心组学
习的情况进行了通报袁 提出了整改要求遥
胡贝贝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江苏局二队
10 月 30 日袁 江苏煤炭地质勘
探二队召开中心组学习研讨会袁 集
中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遥
会上集中学习了 叶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
议公报曳遥会议强调袁要深刻把握精
神实质袁 深刻理解五中全会精神袁
自觉做到学以致用尧 以学促用袁 增
强对未来发展方向和道路的把握遥
深刻把握中央对 野十四五冶 时期发
展形势作出的重大判断袁 深刻把握

甘肃局一四九队
10 月 30 日袁甘肃煤田地质局一
四九队组织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会议袁 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遥
会议要求袁 一四九队上下要把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作为当下的首要政治任务遥要
结合全会公报和精神解读袁系统尧全
面地领会全会精神要义袁 深刻理解
新发展阶段尧新发展理念尧新发展格
局和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
的核心地位等重点内容遥 队党委要
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袁 班子成员要

陕煤地质一九四公司
11 月 2 日袁 陕西省一九四煤田
地质有限公司党委组织理论学习中
心组举行今年第 11 次集中 渊扩大冤
学习遥
参会人员集体观看学习了 野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
次全体会议公报冶 的视频袁 常务副
总经理刘小康为大家解读了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袁 领学了公报的部分
内容遥 会议就公司开展厉行节约尧
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相关工作作
了安排袁 传达学习了陕西投资集团
叶关于推动落实 掖省纪委监委关于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
要讲话精神推动陕西新时代纪检监
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业 的工作
方案曳遥
党委书记尧 总经理岳正喜就贯

全会对 野十四五冶 发展的部署要
求袁 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总
体布局袁 把二队放在新发展阶段尧
全局发展中去审视袁 紧密结合单位
实际和阶段特征确定二队各产业板
块的发展目标任务尧 基本思路和工
作重点袁 办好自己的事袁准确识变尧
科学应变尧主动求变袁善于在危机中
育先机尧于变局中开新局遥全面总结
二队野十三五冶期间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的好经验尧好做法袁找准单位发展
与国家和上级规划战略的结合点袁
为未来发展赢得先机遥
高洁

带头 学 习贯 彻 落实 好 五中 全 会 精
神袁 坚持学以致用袁 认真做好全队
野十四五冶规划的编制工作袁进一步
转变工作作风袁 扎实推进各项重点
工作任务袁 以实际行动和良好的工
作业绩落实好五中全会精神遥
会议还就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尧 在中央
党校渊国家行政学院冤中青年干部培
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袁 以及林
铎尧 唐仁健同志在省市党政主要领
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轮训班上的讲话等内容进行
了学习遥
任斌

彻会议精神提了三点要求遥 一是公
司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袁 各支部要做好对普
通党员的宣贯工作袁 准确把握理论
意义和实践要求袁 自觉用以武装头
脑尧指导实践尧推动工作曰二是继续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
察重要讲话精神袁 纪检监察部门要
严格贯彻落实文件各项要求袁 准确
把握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的
要求袁 进一步明确政治监督的主要
内容和着力点曰 三是推动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的落实袁 党员干部要带头
养成勤俭节约尧 按需就餐的良好生
活习惯袁 相关部门在公务接待活动
中要严格执行公司相关制度袁 公司
纪委要重点对公务接待活动中超标
准尧 违规烟酒及党员干部浪费食品
等问题进行监督袁强化警示震慑遥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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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勘局集团华谊汽车和亨达汽车公司

双双被评为市级文明单位
近日袁涿州市委尧市政府下发通报袁中
煤地第二勘探局有限责任公司华谊汽车公
司和亨达汽车公司双双被评为 2020 年度
市级文明单位遥 二勘局集团公司党组织紧
密结合生产经营尧改革发展中心任务袁持续
深入推进文明创建工作袁 实现了精神文明
建设与企业发展尧 企业文化优势与竞争优
势的和谐统一遥
徐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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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机电技师学院

在航空模型比赛中摘金夺银
近日袁 安徽省第五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航空模型比赛圆满落幕袁 安徽机电技师学
院余林松尧王继宝尧周英明尧王旭四名选手
组成蚌埠市代表队袁 斩获二对二遥控空战
赛项第一名尧第四名袁橡筋动力滑翔机制作
竞时赛第二名尧第三名遥该院四名选手与教
练员密切配合袁 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刻
苦训练遥比赛中袁选手们沉着应战袁取得了
良好成绩遥
董兰标

坚守地勘初心 践行青春使命
要
要要记邯郸市野青年岗位能手冶一勘局赵鲁阳
阴 李苑小夏
荒凉的山西工地上袁 沙土迷了他的双眼袁 原本
年轻稚嫩的脸庞变得满是沧桑袁 拿着煤芯的手粗糙
皲裂遥 他袁 就是第一勘探局地质勘查院山西分院主
管赵鲁阳遥 参加工作以来袁 他始终奉行着爱岗敬业
的精神袁 把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地质事业遥

大家通力合作袁 报告最终通过了专家评审袁 并得到
了甲方的认可遥
工作三年来袁赵鲁阳一直工作在科研技术一线袁
作为负责人袁完成一勘局三类科研项目两项袁山西地
区各类综合专项地质尧水文地质报告 30 余份遥

勇于担当袁 科技创新硕果见

积极主动袁 进军野外本领练

2017 年袁 初到工作岗位的赵鲁阳不怕辛苦尧
勇挑重担袁 主动承担了山西地区两个防治水分区管
理论证报告的编制工作遥 他和同事研究政策尧分析资
料袁不断与矿方沟通交流尧完善袁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遥
同年袁 勘查院承担了中国地球科学院委托的山
西地区石炭-二叠系沉积地层划分对比与分布调查
项目袁 项目需要收集山西地区以往的大量钻孔资
料遥 作为项目负责人袁 赵鲁阳多次到山西地质资料
馆和勘查院资料档案室查找资料遥 由于很多资料都
是多年前的纸质文档袁 非常宝贵袁 他便将一份份纸
质图纸小心打开袁 阅读摘录后袁 再小心翼翼地叠好
归档遥 他累计查阅各种报告尧 图纸几百份袁完成的项
目报告得到了专家教授的一致认可袁 为勘查院带来
了赞誉遥
2019 年袁赵鲁阳负责的炭灰铺煤矿扩界勘查勘
探报告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类报告遥 面对时间紧尧 任
务重尧 涉及专业领域广的问题袁 作为主编的他统筹
规划尧 收集资料尧 分配任务尧 汇总成果尧 综合分
析袁 放弃周末假期袁 和同事们一起加班奋战遥 经过

赵鲁阳常说院 野在做项目的过程中袁 不仅要提
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袁 还要学会与他人交流袁 取人之
长袁 补己之短袁 这样可以使自己在处理事情时更加
稳重遥冶 2019 年袁 没有野外经验的他袁 主动向领导
请示袁 走出室内袁 向野外进军遥 随后他被派到忻州
办事处袁 随办事处负责人开拓市场袁 同时负责山西
地区各类报告的编制及野外施工项目袁 一直奔波在
野外一线遥
2020 年袁 勘查院在蒙西地区打开市场袁 赵鲁阳
被任命为棋盘井煤矿 V 盘区补充勘查及三维地震勘
探项目的技术负责人遥 该项目涉及专业技术领域广袁
涵盖了水文尧地质尧钻探尧采样尧三维地震等袁负责该
项目需要较强的综合专业素质袁 这对于他来说是一
个难得的学习机会遥 他虚心好学袁经常在现场请教老
前辈袁在恶劣的环境下一待就是一整天遥
蒙西项目开展时适逢盛夏袁 气候干燥尧 风沙
大尧 紫外线强遥 在这样的环境下袁 赵鲁阳严重水土
不服袁 然而他没有退缩袁 而是主动适应尧 攻坚克
难尧 勤勉工作遥 在遇见复杂地层时袁 他带领技术人

员反复斟酌袁 积极交流袁 认真细心地进行判层袁 最
终高质量地完成了每个钻孔的技术工作遥

综合发展袁 岗位能手属青年
在完成技术部日常工作的同时袁 赵鲁阳还担任
了勘查院团总支组织委员遥 他认真配合团总支书记
完成各项组织活动袁 积极参加局机关党尧 团组织开
展的各项活动袁 活跃积极的态度得到了各级领导的
肯定与赞扬遥
一直以来袁 赵鲁阳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向党组织
靠拢袁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袁出色地完成了党
组织交给他的各项任务袁于 2019 年成为一名光荣的
预备党员遥
付出总有收获袁 赵鲁阳在短短三年中获得多项
荣誉院 参与的项目获河北省煤炭工业协会科学技术
奖二等奖尧三等奖袁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科学技术奖二
等奖曰 连续两年获得一勘局勘查院 野优秀工作者冶曰
2019 年获得总局野青年岗位能手冶称号曰2020 年获得
邯郸市野青年岗位能手冶 称号遥
赵鲁阳认为袁 新一代的地勘人要敢于承担尧 爱
岗敬业袁 面向市场求生存尧 谋发展袁 要敢想尧 敢
闯尧 敢干袁 为地质事业奉献力量遥 正是这份执着袁
不断地激励着他不忘初心袁 砥砺前行浴

地质人风采

安徽三华卧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安徽三华卧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院 我公司是以生产销售柴油机尧 发
电机组尧 农业尧 工业用离合器机组的专业企业遥 发
电机组类产品符合国标郧月圆愿圆园要怨园或陨杂韵愿缘圆愿要缘之
规定曰 农业工业用离合器机组可实现多点输出袁 并
可根据用户需要单独设计加工中间车系统袁 产品稳
定尧 可靠袁 广泛用于煤田勘探尧 浅层石油钻井尧 热
水井钻探等行业遥

地址院 安徽省合肥市潜山路猿苑园号

主要产品院 员援 以上柴 野东风冶 牌源员猿缘尧 远员猿缘尧 员圆灾员猿缘柴油
机配套的离合器机组袁 本机组含院 水箱尧 电池尧 离合器尧 柴油
机尧 公共底盘以及用户需要的多点中间车系统遥
圆援 缘园要员园园园运宰柴油发电 机组 袁 本品 以上 柴 野东风 冶 柴 油
机尧 兰州发电机尧 沃而沃柴油机尧 康明斯柴油机尧 野兴锋冶 牌柴
油机尧 斯坦福发电机等为主要配套产品袁 并可实现自动化尧 并车
等技术需求遥

邮编院 圆猿园园猿员

联系人院 谢杰

电话院 园缘缘员-缘缘远远园怨苑

员猿怨缘远怨缘员园园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