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出现以来袁 中能化 渊贵州冤 建设控
股有限公司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尧 中
国煤炭地质总局党委有关疫情防控的
重要会议精神和要求袁 召开党委会尧
专题视频会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工作袁 统筹指导所属分子公司尧
项目部同步抓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工作袁做到两手抓尧两不误遥 动员公司
全体员工勠力同心尧 众志成城尧 共克
时艰袁 全力以赴战疫情尧 保生产尧保
稳定遥

春节过后袁 公司根据总局节后返
岗工作安排及贵州省关于延迟企业复
工等有关要求袁 深入分析区域疫情形
势和公司生产经营任务袁 有针对性地
做好返岗工作部署遥一是迅速启动野战
疫情冶工作模式袁按照贵州省疫情防控
要求袁 在全面落实疫情防控任务的前
提下袁以野轮流到岗冶与野远程移动办
公冶 相结合的方式袁 合理配置到岗人
员袁组织下发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防控工作应急预案曳袁有序安排好公司
开年各项工作遥 二是全面启动安全生
产保障机制袁要求各分子公司尧项目部
结合防疫工作需要和当前工作袁 进一
步完善相关安全生产尧 疫情防控应急
预案袁科学部署一线人员力量袁同步做
好复工复产各项措施和后勤保障工
作遥 三是认真配合地方政府卫生防疫
部门工作要求袁 仔细摸排员工返岗线

路及人员接触情况袁 对异地返岗人员
执行居家隔离安全措施袁 确保节后复
工安全平稳袁员工身体健康遥

防疫期间袁 公司总部及各分子公
司尧项目部多措并举尧科学防控袁统筹
开展疫情防控与相关工作遥 一是成立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及志愿服务工
作队袁提前采购尧储备口罩尧测温枪尧消
毒液等防疫物品袁 并及时发放到返岗
员工手中遥 二是每日进行在岗员工体
温监测袁填报身体健康状况袁每日对办
公场所进行统一消毒遥 三是对于必须
召开的会议采取视频会议的形式袁减
少不必要的会议及人员聚集活动遥 四
是及时对如何科学防控进行宣传提
醒袁利用横幅尧显示屏尧展板尧防控手册
等多种形式对疫情防控进行宣传遥

此外袁 公司党委全力激发各级党
组织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袁要
求全体党员提高政治站位袁 强化使命
担当袁积极投身防控疫情工作袁确保公
司党委各项具体措施落实落地袁 让党
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遥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把职工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袁坚守岗位尧靠
前指挥袁做到守土有责尧守土担责尧守
土尽责袁 带领全体员工全力以赴打好
疫情防控阻击战袁 有序做好复工复产
工作袁做到两手抓尧两不误遥

赵 旺

中能化贵州

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两手抓尧两不误

本报讯 渊记者 姜 岩冤 3月 2日袁
中煤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召开统筹疫情
防控与复工复产视频会议袁 传达学习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统筹疫情防控与复
工复产视频会议精神袁 总结回顾前一
阶段公司疫情防控工作袁 并对下一步
统筹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工作作出部
署遥 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尧总经理冯
帆出席会议并讲话袁 公司领导班子成
员出席会议遥

会议简要总结了公司前一阶段工
作袁对榆林公司坚持疫情面前不停工尧
全力保障能源供应曰山西分公司尧陕西
公司尧任远公司尧基金公司在疫情期间
充分利用网络袁组织开展业务培训袁加
强制度建设袁保持业务沟通袁推进复工
复产曰综合管理部尧党群工作部尧纪律
检查室等在部署应急值班尧 组织物资
捐助尧宣传报道尧下沉监督等方面开展
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遥

会议就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工作提出五方面要求遥 一是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袁持续抓好疫情防控工作遥认真做好
应急值班袁以及工作区域消毒尧防疫物
资保障和员工健康状况排查等工作袁
切实把应对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抓实
抓细抓到底袁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遥二是

统筹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关系袁有
序推进复工复产遥 对复工复产作出详
细安排袁制订精细化尧差异化尧阶段化
的复工复产措施袁协调各方资源袁推动
贸易业务和重点项目逐步恢复尧 有效
推进遥三是狠抓工作计划措施落实袁积
极推动公司 2020年重点工作落地遥根
据公司重点工作任务分解方案袁 以及
确定的 14项年度重点工作袁尽快着手
抓好方案措施的研究制订袁 并认真抓
好组织落实工作遥 四是在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中袁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遥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
志要亲临一线袁靠前指挥袁各党支部要
进一步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遥 五是认
真抓好安全生产和应急值班工作遥 深
入分析复工复产面临的安全隐患袁认
真研究疫情防控条件下安全管理有效
措施袁坚守安全底线袁确保安全生产遥

会议号召全体干部职工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袁 在国务院国资委和总局党委的正
确领导下袁以只争朝夕尧顽强拼搏的奋
斗精神袁 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袁积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袁为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尧 全面完成公司
2020年各项目标任务而努力奋斗遥

中煤矿业

抓紧抓实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

本报讯 近日袁 勘查研究总院采空
所组织实施的中煤能源西北公司母杜柴
登煤矿高矿化矿井水深部回灌研究项目
开展生产性压水试验遥 该项目回灌参数
井 MC-1 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开钻袁
12 月 4 日完钻袁 终孔深度 2299.5 米遥
截至目前袁 注水压力 8.0~8.5 兆帕袁 注
水量每小时 90~110 立方米袁 持续时间
超过 72小时袁 满足设计要求袁 生产性

压水试验取得成功遥
该项目是中国煤炭地质总局首个矿

井水深部回灌项目袁其压水试验的成功袁
标志着总局在矿井水绿色无害化处理方
面取得阶段性突破遥提出的新理念尧新技
术得到了验证袁 为总局开辟矿井水处理
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遥 贾延龙 杜金龙

阴 编辑 傅云青 阴

总局首个矿井水深部回灌项目
压水试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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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3月 4日召开会议袁研究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社会运行
重点工作遥

习近平指出袁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袁当前已初步呈现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尧生产生活秩序加快
恢复的态势袁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精神袁加快建立同疫
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袁完善相关举措袁巩固和拓展这一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袁力争全国经
济社会发展早日全面步入正常轨道袁为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尧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创造条件遥

习近平强调袁要清醒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复杂性袁增强统筹抓好各项工作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遥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繁重袁其他地区人员流动和聚集增加带来的疫情
传播风险在加大袁加强疫情防控必须慎终如始袁对疫情的警惕性不能降低袁防控要求不能降低袁继续抓
紧抓实抓细遥同时袁要深化疫情防控国际合作袁发挥我国负责任大国作用遥要抓紧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
项工作袁精准有序扎实推动复工复产袁实现人财物有序流动尧产供销有机衔接尧内外贸有效贯通袁把疫情
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遥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袁做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各项工作遥要坚持实事求是尧一切从实际出发袁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尧官僚主义遥

人民战争袁总体战浴习近平这样指挥

为深入贯彻落实 2月 2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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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的讲话精神袁 党中央尧 国务院和国资委党委决策部
署袁 以及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党委尧 陕西省委科技工委
的相关工作要求袁 航测遥感局坚持双向发力袁 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工作遥 2月 24日袁 该局
获得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复工复产许可袁 160个项
目全面复工遥

防疫工作野不停歇冶
在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的关键时刻袁 企业复工

复产面临着很多挑战遥为了畅通企业复工复产的野最后
一公里冶袁航测局多措并举袁狠抓各项措施落实袁完善防
护措施袁每日对工作区进行消毒袁复工人员逐一登记袁
每日两次测量体温袁 工作区人员每人间隔 1.5米左右
等袁以解除后顾之忧袁确保职工安全尧放心投身生产工
作袁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全力护航企业复工复产遥各基层
单位严格把好防疫野四关冶袁即野入口关冶野排查关冶野隔离
关冶野防控关冶 袁切实做好全员防护袁为企业实现防疫与
生产双赢目标提供强力支撑遥

生产经营野不停工冶
为努力完成全年生产经营任务袁 把疫情造成的损

失降到最低袁针对人员密集型企业的现状袁航测局各级
班子成员在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袁 对全年生
产经营形势进行了认真分析袁谋思路尧想办法袁统筹安
排尧科学有序推进生产遥目前袁该局 160个项目已恢复
生产遥

航测工程分公司等测绘类公司目前正在全力实施

北京尧天津尧甘肃尧宁夏等地 20多个地区的数字正摄影
像数据制作尧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尧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库制作等项目遥 宁夏 1颐2000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及
野多库合一冶项目袁总面积 980 平方千米袁目前已完成
80%袁将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自然资源野一张图冶奠
定基础袁高质量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遥

地下空间公司在用野钉钉直播冶群模式开展 5期在
线培训的同时袁推动了 10余个项目的恢复生产袁实施
的 野重庆市九龙坡区智慧管网智慧管廊技术协作项
目冶袁将依托煤航管网智慧化运营管控系统袁对重庆市
综合地下管网进行可视化管理袁 目前已完成项目信息
系统开发的上线试运行遥

技术发展研究院认真谋划袁在研究制定 2020年研
发技术规划的同时袁野煤航隧宝
软件冶野全国林业调查系统冶野全
国长输管道巡检系统冶3个研发
项目也在稳步推进遥

制印公司近 20 个项目陆
续开工袁 正在实施的 野走进西
山冶野长江经济带冶野茅台书画冶
野神木县志冶等项目袁生产经营
全部步入正常化轨道遥

服务客户野不打烊冶
疫情防控及复工以来袁 安

全印务公司已实施项目 20 余
个袁 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西安
市胸科医院尧 咸阳中心医院等
提供了多批次印刷产品袁 为西

安市各区新冠肺炎防疫指挥部印刷宣传折页尧 宣传手
册等 2万余份袁 制作手提式宣传展架 500余套遥
地理信息公司合理安排生产袁 在疫情较为严重的

广东地区袁 安排项目部全天 24小时值守在天然气管
道生产一线袁 完成了广东天然气粤北 236.3千米和粤
东 163.2千米天然气管道的同步测绘和巡检任务袁 为
天然气管道的正常运营和疫情防控的后勤保障贡献了
力量遥

不忘初心袁牢记使命遥面对当前疫情对生产经营造
成的不利影响袁航测局全体干部职工心往一处想尧劲往
一处使袁 在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袁 科学谋
划尧齐心协力尧统筹推进袁为完成全年生产经营目标任
务而不懈努力遥

双向发力 战野疫冶复工两不误
要要要航测局全面复工复产侧记

阴 鲁建伟 安全明

野村民们注意了袁 注意了袁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袁 大家不走
亲戚少串门袁 在家勤洗手尧 多通风袁 出门戴好口罩噎噎冶 宁夏
煤炭地质局党员张金刚不惧严寒袁 在隆德县神林乡神林村四组
路口不断向村民传递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新闻资讯和科学
防疫知识遥

作为宁夏局首批志愿者之一袁 自 1月 24日起袁 张金刚就
一直坚守在这里参与疫情防控袁 对返乡 渊村冤 人员进行劝离袁
对出入乡 渊村冤 民尧 车辆进行登记尧 体温监测尧 消毒袁 对聚集
人群予以疏散遥 野新时代的地质精神就是在社会有需要时站出
来袁 更何况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尧 一名志愿者袁 我更要冲锋在
前遥冶 张金刚说遥

连日来袁 宁夏局多名像张金刚这样的战 野疫冶 先锋袁 以地
质人 野三光荣冶 精神为指引袁 积极响应局党委的倡议袁 主动承
担社会责任袁 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袁 以自己的凡
人善举袁 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力量袁 为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作出积极贡献遥

倡议发出不到一个小时袁 宁夏局机关党支部的党员志愿者
就主动联系银川市蓝山名邸社区袁 39名地质队员迅速集结成志
愿服务队袁 参与到和信商务中心疫情监测点的志愿服务中遥 谈
及志愿者们的付出袁 蓝山名邸社区受检的一名居民话语间充满
敬意院 野防控疫情袁 人人有责袁 地质队员也是志愿队伍中不可
或缺的一员和重要力量遥冶
除夕夜袁 办公楼的电话声依然此起彼伏院 野你好袁 我是办

公室崔鹏袁 请问家中有从武汉或外地返银人员吗钥冶 像这样的
问题不断地重复着袁 他正在对全局职工进行疫情排查遥
免提音质不清袁 崔鹏只能用头和肩膀夹着听筒一边打电话

询问一边在电脑上进行记录遥 一天下来脖子酸痛尧 头部昏沉袁
有时还有耳鸣遥 这项工作一做就是半个月遥 野虽然很累袁 但知
道同事及他们的家人是安全的尧 健康的袁 我就很开心遥 还有不
少同事在电话中祝我新春快乐袁 让我心里暖暖的遥冶 他说遥
春节期间大量人员返乡探亲袁 宁夏局党委为减轻社区疫情

防控压力袁 做到管辖范围内疫情可控袁 主动对全局在职职工
375人袁 以及东院家属区离退休职工进行无死角排查遥 面对繁
重的排查任务袁 又考虑到春节的特殊性袁 为尽量让大家过一个
团圆年袁 崔鹏主动放弃假期和与家人团圆的机会袁 自愿领命对
全局疫情进行摸排袁 建立疫情实时监控台账袁 迅速排查出自 1
月 8日起外出返银人员尧 与疫区接触人员尧 在区外人员 50 余
名袁 并积极与上级有关部门沟通汇报遥 截至目前袁 全局尚未出
现确诊及疑似病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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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党委研究部署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与生产经营野双线战役冶
本报讯 3月 4日袁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党委召开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生产经营工作会议袁 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北京疫情防控工作等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和 3月 2日国资委召开的中央企业支持
配合北京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要求袁听取总局疫情
防控与复工复产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汇报袁分析研判
当前疫情防控与生产经营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袁重点
研究部署支持配合北京市做好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
工作遥总局党委书记尧局长赵平主持会议并讲话袁总局
领导班子成员及相关总助级领导参加会议遥
会议指出袁在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支持配合北京

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当天袁 总局党委迅速行动袁主
要领导亲自部署尧亲自调度袁印发了叶关于进一步加强

在京单位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曳袁 提出明
确要求和具体措施遥全局上下特别是在京单位闻风而
动尧听令而行袁严格按照北京市政府有关要求袁落实各
项防控措施袁为确保首都平安稳定大局作出贡献遥

会议强调要加强宣传教育袁引导全局领导干部深
刻认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袁提高政
治站位袁保持战时状态袁持之以恒抓好疫情防控遥要统
筹协调尧全力抓好疫情防控尧复工复产尧经营管理三大
工作袁精益求精尧科学防控袁上下联动尧贯穿全局袁完善
应急预案袁构建管理体系袁齐头并进尧协同作战袁推动
各项措施落地落实落细袁做到防疫工作不松劲袁复工
复产不误时袁生产经营稳增长遥

会议就做好总局在京单位的疫情防控工作着重

强调袁首都疫情防控工作事关全局袁责任重大袁总局作
为在京中央企业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尧国资委党委的决
策部署和北京市疫情防控要求袁明确主体责任袁细化
责任清单袁主动作为袁创新举措袁抓好总部及在京单位
办公楼尧所属住宅小区等安全管理检查工作袁全面排
查薄弱环节袁切实消除风险隐患袁做到不留死角全覆
盖袁管好自己的人袁看好自己的门袁为做好首都疫情防
控工作履行央企的责任和担当遥同时袁京外其他单位
要严格服从所在地方政府要求袁 持续抓好防控工作袁
坚持疫情一天不结束袁防控一刻不放松袁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遥

总局党委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领导小组办公室
工作组副组长以上及相关人员参加会议遥 宗聚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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