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袁中煤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和党中央尧国资委党委及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党委有
关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袁高度重视袁统筹协调袁科学部
署袁第一时间进入野紧急状态冶袁切实履行央企责任袁努
力抓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等各项工作遥

全面部署 持续推进疫情防控工作

1月 22日袁 中煤矿业党委对疫情防控形势作出
快速反应袁 果断决策印发紧急通知袁 对疫情防控工
作作出部署袁 要求全体干部职工提高政治站位袁高度
重视疫情防控工作袁在春运途中认真做好防护袁同时
第一时间对身处疫区尧家住疫区的干部职工情况进行
排查遥

公司党委书记冯帆分别于 1 月 27日尧30日和 2
月 3日主持召开疫情防控专题会议袁传达学习贯彻党
中央尧国资委党委和总局党委关于疫情防控的有关指
示精神袁 及时了解掌握公司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况袁
并按照相关要求袁迅速落实各项疫情防控工作遥公司
及时成立了由党委书记任组长尧其他班子成员任副组
长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袁 建立了疫情防
控工作应急机制曰 印发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的通知袁 要求将职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
位袁进一步明确疫情防控的工作机制尧工作责任和具体
要求遥各部门和各所属公司积极响应尧上下联动袁有效
开展疫情信息统计报送尧宣传教育等工作遥公司全体干
部职工齐心协力袁共同战野疫冶遥

积极动员 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带头作用

1月 28日袁中煤矿业党委印发倡议书袁要求各级
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尧干部把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
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疫情
防控工作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
作用袁进一步落实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各项措施遥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勇于担当尧尽职尽责袁党委书
记亲自指挥部署袁带头现场值守曰相关部门负责人坚
持值班到岗袁积极组织协调曰身处煤炭贸易现场的党
员在疫情期间坚持工作尧从未离岗袁努力保证煤炭资源按时运送到客户手中遥

科学研判 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工作

2月 10日袁中煤矿业党委召开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袁就疫情防控工作和复
工复产工作进行部署袁确保疫情防控与生产经营野两不误冶遥2月 14日袁在党委
理论中心组专题学习上袁就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及全年生产经营工作
进行再研究尧再部署遥紧跟党中央决策部署袁2月 25日袁召开领导小组第五次会
议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袁进一步有针对性地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工作遥

疫情期间袁为满足客户对煤炭资源的迫切需求袁所属榆林公司坚持不停工尧
不停运袁持续向河南等地供应优质煤炭资源袁为防疫物资生产企业的能源保障
作出了积极贡献遥公司各部门及所属企业利用网络开展信息化办公袁通过视频
会议尧电话会议等形式袁在认真学习相关政策法规尧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的同
时袁积极与相关政府尧客户加强联系袁及时掌握第一手信息袁开展各项业务工作袁
力争将疫情对生产经营工作的影响降至最低遥

彰显责任 向湖北局捐赠防控物资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武汉袁牵动了亿万国人的心袁处在疫情中心的湖北煤炭
地质局也时刻牵动着中煤矿业干部职工的心遥疫情暴发后袁公司积极响应总局
号召袁协调多方资源袁全力筹措防控物资袁在最短时间内将一次性医用口罩尧二
级防护服等价值 20万元的防控物资分别送往湖北局位于武汉尧黄石尧宜昌的四
家单位袁用实际行动践行野中国煤地一家亲冶袁全力支持兄弟单位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遥

加强引导 营造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浓厚氛围

中煤矿业积极发挥宣传思想工作优势袁做好舆论引导袁充分运用微信工作群尧
公众号等平台袁每日主动发声尧正确发声袁把党中央和国资委党委尧总局党委各项
防控部署及时宣传到位袁教育引导广大干部职工不造谣尧不信谣尧不传谣遥同时加
强疫情防控尧防治知识宣传袁引导干部职工正确认识尧积极配合尧科学参与疫情防
控袁提升自我防护能力和社会责任意识遥

疫情就是命令袁防控就是责任遥中煤矿业党委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尧国务
院党委和总局党委决策部署袁统筹指挥袁周密部署袁带领广大干部职工众志成
城尧团结一心袁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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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重于泰山袁 疫情就是命令袁
防控就是责任遥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是一次灾难袁 也是一次
考验遥 在这次严峻的考验中袁 中煤地
质集团有限公司各级党组织引导全体
党员和职工袁 有序开展疫情防控遥危难
关头袁 各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袁 指导党员积极投身这场全民战役遥
地质集团党员们的身影袁如同迷雾中的
一支火把袁不仅鼓舞了全体职工袁也温
暖了身边人的心遥

随着新冠肺炎感染人数的增加袁河
北涿州疫情防控形势越来越严峻袁地质
集团居住在涿州的党员们也和当地居
民一样袁 时刻关注着涿州疫情防控工
作遥了解到涿州部分单位存在医疗卫生
资源紧缺的状况后袁想到这些奋战在一
线尧随时有可能直接接触新冠肺炎患者
的同志袁为了涿州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袁舍小家尧为大家袁逆行而
上袁地质集团的党员们不约而同地想伸
出援手袁做些实事遥
党员们迅速通过微信尧 电话商量袁

还有一些同志听说后也要求参加遥 大

家认为袁 国家有难袁 每一个中国人都
应挺身而出遥大家决定袁要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袁
按照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尧地质集团疫情
防控会议精神袁尽自己的能力组织开展
一次对涿捐赠活动遥

大家心往一处想袁劲往一处使遥野没
有问题袁出钱出力都行袁只要能为抗击
疫情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遥冶 野好袁我全
力支持袁绝对服从安排浴冶野一方有难袁八
方支援袁我责无旁贷尧义不容辞浴冶野咱们
的目标是多少钥差多少钱袁我补浴冶噎噎
党员们纷纷这样表示遥随着参与人员的
增多袁 筹措的爱心捐款也迅速增加袁很
快袁 以党员为主的 17名同志的 5400元
捐款汇集到了一起遥

看着一天天增加的病例袁大家表示
行动一定要快些尧再快些遥野我们要想办
法买到最紧缺的物资袁将这些物资尽快
送到最需要的一线遥冶有国才有家袁国泰
才能民安遥大家立刻在网上确定正规供
应商尧采购尧打款袁很快袁1800 公斤次氯
酸钠溶液渊消毒液原液冤配送到位遥同志
们决定迅速捐赠给消毒物资紧缺的涿

州第一中学尧 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尧涿
州市行政审批局和涿州东站遥

2月 10日袁捐赠代表带着大家的嘱
托袁分别前往四个地方袁把消毒物资交
给受赠单位遥为了避免影响受赠单位日
常工作尧增加感染风险袁他们默默地搬
运物资袁默默地交给受赠单位袁然后迅
速离开遥

野现在医疗卫生物资虽然得到各级
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援袁但是保障
一线医护人员防护需要的压力依然不

断增加袁感谢你们的理解和支持袁让我
们更有责任也更有信心往前冲遥冶 保定
市第二中心医院财务科科长韩进广感
激地说遥涿州东站党支部书记庞江巍表
示袁东站作为涿州客运量的重要承载单
位袁流动人员密集袁压力巨大袁地质集团
送来消毒物资是雪中送炭的义举遥

面对赞誉袁地质集团的同志们不愿
多说袁他们只想将这份爱心凝聚成一股
力量袁帮助战斗在一线的逆行者一起战
胜疫情遥 野我们不是医务人员袁 不是公
共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袁不是置身于危
险中的人员袁但我们都是中国人袁都有

一颗为国尽心尽力的心遥我们当中袁多数
人都是党员袁国家危难之际袁理应走在前
面袁作出自己的贡献遥冶野众志成城袁共克
时艰袁 我们的祖国一定会早日战胜疫
情遥冶地质集团的同志们这样说遥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袁 地质集
团党委高度重视尧迅速行动袁成立了疫情
防控领导小组袁 多次召开疫情防控专项
工作视频会议袁 要求职工从政治高度深
刻认识防控疫情的重要性袁 落实防控措
施袁学习防控知识袁做好自我防护袁保持
良好心态遥各党支部积极响应袁支持党员
在严格采取防护措施尧 确保自身安全的
前提下袁报集团党委批准后袁以志愿者身
份参与居住地疫情防控工作遥

这场全民攻坚战袁 让全国人民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遥在这场战役中袁我们
看到了很多人大爱无疆的精神袁 也看到
了党员冲锋陷阵尧担当作为的优良作风遥
地质集团的党员们把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当作自己践行初心使命尧 体现责任担当
的试金石袁以强烈的责任感袁发挥着先锋
模范作用袁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共
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遥

打赢抗击疫情阻击战
要要要地质集团党员职工捐赠抗疫物资侧记

阴 黄 杰 郝晓红 袁 瑶

本报讯 日前袁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
党委尧工会分别划拨 19万元党费渊含省
直机关工委划拨党费冤 和 14万元会费
共计 33万元作为专项资金袁 支持全局
各基层单位开展疫情防控工作遥

安徽局党委尧 工会此次划拨的党
费尧会费袁主要用于慰问战斗在疫情防
控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及基层党员尧干
部职工曰支持基层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开
展疫情防控工作袁包括购买疫情防控有

关药品尧物资等曰补助因患新冠肺炎而
生活困难的党员尧群众曰党组织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的其他正当支出等遥

安徽局党委尧工会要求全局各级党
组织和工会组织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袁

切实把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作
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遥各
基层单位要根据实际落实好配套资金袁
尽快将资金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袁做
到专款专用遥要多措并举袁激励各级党
组织尧广大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
锋模范作用袁广泛动员职工群众团结一
致尧众志成城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总
体战尧阻击战遥 周元宝 徐 晨 高 莹

安徽局划拨专项资金助力疫情防控

生产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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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金石稀土
有限公司稀土金属冶

炼车间袁 工人在 1100
摄氏度高温的熔炉
旁袁 加紧生产 野工业
维生素冶 要要要稀土金

属镨钕遥
马亭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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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战争袁总体战浴习近平这样指挥
2月 23日袁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在北京召开遥 中共中央总

书记尧 国家主席尧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遥 他强调袁 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
多磨难袁 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袁 而是愈挫愈勇袁 不断在磨难中成长尧 从磨难中奋起遥 当前疫情形势依
然严峻复杂袁 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袁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定必胜信念袁 咬紧牙关袁 继续毫不
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遥 要变压力为动力尧 善于化危为机袁 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袁 强化
野六稳冶 举措袁 加大政策调节力度袁 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袁 努力实现今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遥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袁 向全国广大党员尧 干部尧 群众特别是湖北和武汉广大党员尧 干部尧 群众致以
诚挚的问候袁 向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尧 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尧 各条战线的同志们表
示崇高的敬意袁 向港澳台同胞尧 海外侨胞表示衷心的感谢袁 向为我国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各种支持的国
家尧 国际组织尧 友好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袁 向在抗击疫情中不幸罹难的同胞尧 牺牲的医务人员表示深
切的悼念袁 向正在同病魔作斗争的患者及其家属尧 因公殉职人员家属尧 病亡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遥

尊敬的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党委及中煤
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尧 水文地质局中煤
春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王
雪女士与中能化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尧 中煤地质集团有限公司尧 王威先
生袁各兄弟单位尧合作伙伴院

大疫验真情袁 天寒暖人心遥 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突如其来袁 湖北省
身处防疫一线袁 武汉更身处疫情中
心遥 作为驻扎在湖北的央企袁 防控任
务重尧 压力大袁 湖北煤炭地质局全体
职工众志成城袁 正在全力抗击疫情遥

值此关键时刻袁 总局党委第一时
间为湖北局下拨 50 万元专项资金用

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曰
同时袁 在全国抗疫物资全面紧张的情
况下袁 中煤矿业筹措了价值 20 万元
的 84 消毒液尧 医用手套尧 口罩尧 防
护服等防控物资袁 分别送达湖北局武
汉尧 黄石尧 宜昌等四个基地曰 水文局
中煤春意公司副董事长王雪女士与中
能化创投共同捐款出资袁 并委托王雪
女士多方联系袁 寻找一切供货渠道袁
直接对接厂家一手资源袁 购得一批口
罩尧 防护服尧 护目镜尧 医用手套发往
湖北局黄石公司曰 地质集团捐赠了一
批一次性医用口罩尧 手套及消毒用泡
腾片尧 鞋套机曰 王威先生以个人名义

向湖北局捐赠了一批口罩曰 各兄弟单
位和合作伙伴也纷纷来电来函关心问
候浴

总局的帮助和支持袁 兄弟单位和
合作伙伴的火线驰援尧 雪中送炭袁 极
大缓解了湖北局抗击疫情物资不足的
现状袁 充分彰显了对湖北局的深情厚
谊袁 体现了岂曰无衣尧 与子同袍的大
爱境界袁 让我们深受感动尧 倍感温
暖浴 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的信心和力量浴

在此袁 湖北局党政向给予我们关
心尧 关怀尧 关爱的各单位和各界人士
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浴

疫情发生以来袁 湖北局全体干群
坚定信心尧 共克时艰尧 落实责任尧 严
防死守袁 妥善安置患病职工袁 最大限
度保证职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遥 目
前为止袁 全局抗疫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遥 我们坚信袁 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袁 有总局的统一
部署袁 有各兄弟单位和合作伙伴的鼎
力支持袁 湖北局一定能够渡过难关袁
夺取疫情防控的全面胜利浴

湖北煤炭地质局党委
湖北煤炭地质局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感 谢 信
本报讯 2月 19日袁 中国煤炭地

质总局通过 野企业微信平台冶 召开了
2020年安全环保视频工作会议遥总局
副局长尧党委委员潘树仁出席会议袁并
作了题为叶强化责任尧勇于担当袁为野三
个地球冶建设提供坚实安全保障曳的工
作报告遥总局安全总监穆勇出席会议遥

会议传达了上级文件精神袁 宣读
了叶总局关于表彰 2019年度安全生产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曳袁安全生
产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进行了经
验交流遥

会议充分肯定了 2019 年总局安
全环保工作成绩袁 并指出目前总局还
存在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和发展不完全
匹配尧 安全管理队伍业务能力有待加
强尧 外协施工队伍安全管理亟需进一
步加强尧 现场安全管理有待进一步提

升等六方面不足遥
会议对总局 2020 年安全环保重

点工作进行了部署院 一要认真贯彻落
实叶总局 2020年安全生产及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要点曳曰二要扎实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袁坚决打赢疫情阻击战袁正确处
理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的关系曰三
要大力推动危险源双控工作曰 四要推
动安全环保管理智能化尧信息化建设曰
五要做好 2019 年度安全管理全面考
核工作曰 六要进一步完善总局安全环
保管理制度曰七要严格执行叶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条例曳曰八要组织开展好本年
度的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遥

总局总部相关部门负责人袁 部分
直属单位党政领导尧 分管安全环保工
作负责人尧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
90余人参加视频会议遥 本报记者

总局召开 2020年
安全环保渊视频冤工作会

阴 编辑 薛 菲 阴

本报讯 江西省煤田地质局党委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袁按照省委有关要
求袁全力以赴阻断疫情袁确保全局干部
职工及家属的健康安全遥

筑牢组织防线遥 江西局第一时间成
立了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袁集中力量尧
统筹指导全局疫情防控工作遥 局属各单
位迅速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袁 加强值
守人员配备袁 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联
动袁做到野防控机制到位尧职工排查到位尧
设施物资到位尧内部管理到位冶遥同时做
好复工准备工作袁 制定针对性措施及方
案袁确保项目开工计划不受影响遥

筑牢思想防线遥 局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利用微信公众号尧 微信工
作群尧网站等媒介袁及时向全局干部职工
宣传中央决策部署尧疫情防控知识遥各单
位通过 OA系统尧钉钉软件尧电话尧微信
等提醒干部职工科学防控尧抵制谣言遥二
二三队尧普查综合大队尧江西中煤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等通过微信工作群尧QQ群
和张贴宣传单等方式袁 确保宣传动员工
作多层次尧广覆盖尧全方位尧无死角遥

筑牢监督防线遥 江西局自 1 月 26
日起对 1月 10日后从湖北武汉返乡人
员及其亲属尧密切接触人员进行摸排登
记遥局属各单位结合实际袁采取便捷可
行的报告形式袁实行人员动态野日报告冶
野零报告冶制度遥局机关纪委负责对各单
位信息报送情况进行监督袁确保人员排
查信息报送及时准确袁无漏报尧虚报尧迟
报情况发生遥对防控工作落实不力的单
位和个人将进行严肃追责问责袁确保疫
情防控工作扎实开展遥

筑牢物资防线遥局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要求局属各单位积极与当地疾
控中心联系袁购买测温仪器尧口罩尧医用
酒精等防控物资遥 各单位迅速行动袁多
渠道采购防控物资袁 及时对办公楼尧会
议室等公共区域进行消杀袁严防病毒传
播扩散遥一九五队尧二二六队尧综合队等
加强了基地大院疫情防控工作袁做到责
任到人袁积极发动党员尧群众志愿者参
与疫情防控袁 确保小区 24小时有人值
守袁对出入人员进行核查登记和车辆消
杀袁防止疫情输入尧传播和扩散遥

王 娜

江西局筑牢疫情防控野四道防线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