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的重要阶段袁 福建省一九七地
质大队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线上
办公袁助力单位疫情防控袁有效防止聚
集性疫情事件的发生遥

一是线上学政策遥 一九七大队利
用野学习强国冶平台和微信群等袁认真学
习尧 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疫情防
控工作的指示精神袁学习中央尧省尧市各
级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政策措施袁并
在线上开展讨论袁 中层以上干部纷纷
发表对相关政策部署的看法袁 切实增
强责任意识尧大局意识袁做到线上学习
和线下防控两不误遥

二是线上作部署遥 一九七大队改
变以往集中开会尧 面对面布置工作等

方式袁 从春节放假期间开始袁 就通过
线上办公平台尧 电话沟通等方式袁 多
次研究部署全队疫情防控工作遥 在 2
月 17日袁 还通过 野学习强国冶 平台召
开队中层以上干部疫情防控工作布置
会暨 2月份月度例会袁 达到了预期效
果袁 使各项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遥
大家表示袁 为疫情防控需要袁 以后要
倡导视频开会方式遥

三是线上做宣传遥一九七大队通过
微信群深入宣传党中央决策部署袁宣传
该队工作人员尧志愿者等在疫情防控一
线的感人事迹袁 普及科学防护知识等袁
做好舆论引导工作袁引导干部职工不造
谣尧不信谣尧不传谣袁坚定信心袁同舟共
济袁打赢这场战野疫冶遥 肖细妹

本报讯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关键阶段袁 航测遥感局党
委靠前指挥袁 及时调整充实疫情防控
与复工复产工作领导小组袁 并按照职
能划分成 8个工作组袁进一步压实主体
责任袁 集团纪委积极主动履行监督责
任袁 全面推动疫情防控责任和各项措
施落实落地遥

2月 19日袁 航测局疫情防控与复
工复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尧 局党委
副书记尧 纪委书记王德盛一行对煤航
东西两院尧 中煤物资家属区和翠微园
小区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了监督检查遥
在检查东西两院生活区时袁 王德盛指
出袁虽然家属区野三供一业冶分离移交
工作已经完成袁 但是在疫情防控的关
键时期袁 煤航物业公司要对职工及家
属负责袁积极同管理方沟通协调袁加强
监督尧联防联控袁坚决防止疫情防控漏
洞的出现遥

随后袁 王德盛带队对 3S基地疫情

防控工作进行了监督检查遥 检查组采
取野四不两直冶的方式袁详细查看了门
禁管理中进出人员体温测量尧 信息登
记及进出车辆防疫消杀等的落实情
况袁前往遥感信息公司尧工程监理咨询
分公司尧航测工程分公司尧航摄工程分
公司尧安全印务公司尧制印公司等的办
公区袁 实地了解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
准备工作的部署落实情况遥

检查组每到一处袁 都详细询问各
项防控工作的落实情况袁 同时针对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袁 进行现场交办并严
格督促整改遥

王德盛在监督检查中强调袁 各级
领导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袁 强化履职
担当袁以身作则尧坚守岗位袁扎实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和复工复产准备工作遥
他还叮嘱相关人员在工作中加强个人
健康防护袁共同筑牢疫情防控的野铜墙
铁壁冶遥

高 攀

航测局

推动疫情防控责任落实

福建省一九七大队

线上办公助力疫情防控

疫情不消失袁 战 野疫冶 不放松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袁 第
一勘探局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肩负起该
局防疫物资采购和办公区域消毒的重
任遥

职工李岩放弃春节假期袁从 2月 2
日开始袁就扑在防疫工作一线袁马不停
蹄地采购防疫物资袁 通过多方渠道先
后采购了一次性手套 3包尧PVC手套
800只尧 防护头套 100个尧 护目镜 15
个尧 防护衣 15套袁500毫升装酒精 60
瓶尧2000毫升装酒精 54桶袁 一次性医
用口罩 1500个袁 接收邯郸市红十字会
调拨 1000毫升装酒精 60瓶遥物资到位
后袁 李岩将它们集中分类存放到指定
房间里袁 并建立出入库台账及领用登

记台账遥
除此之外袁李岩还有一项重要的任

务袁那就是对办公环境进行消毒袁确保
一勘局办公区域的安全卫生遥他在局办
公楼洗手间内放置了消毒洗手液袁做到
一人一消袁一用一消遥在洗手间内设置
废弃口罩专用垃圾桶袁 做到集中处理袁
减少二次污染遥在所有应急门尧电梯口
放置一次性纸巾袁对洗手间尧公共通道尧
电梯间等进行消毒作业袁全力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遥

李岩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袁也没有
轰轰烈烈的贡献袁 但他凭借着一腔热
血袁为防疫工作默默地做着一切袁为复
工复产返岗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提供
了有力保障遥

坚守平凡岗位的抗疫先锋
阴 于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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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三队党委
认真贯彻落实局党委关于疫情防控期间
党支部工作不能放松的要求袁 开展了学
习 野最美逆行者冶 线上主题教育活动遥
各党支部充分利用 野学习强国冶尧 野钉
钉冶尧 微信群尧 QQ群等平台袁 组织学习
了奔赴一线的 84岁钟南山院士和巾帼不
让须眉尧 再战疫情的感染病学专家李兰
娟院士的光荣事迹袁 重点学习了在局尧队
疫情防控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个人和
先进集体的事迹袁以及野学习强国冶平台中
的战野疫冶英雄事迹等袁并号召党员充分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袁向抗疫战斗中涌现出的
先进人物看齐袁学习他们恪尽职守尧担当
有为的敬业精神袁众志成城袁同舟共济袁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遥 孟 凤

2月 24日袁 山西省煤炭地质一四八
勘查院职工贺文晋为单位捐赠了 100个
口罩遥 贺文晋从河北老家返回太原袁 居
家隔离期间袁 看到该院疫情防控一线工
作人员的辛勤付出袁 担心他们在工作中
的风险袁 便多方联系购买了 100个口罩袁
托人送到单位袁 并通过电话向疫情防控
一线的领导和同事表达了感谢袁 感谢他
们为全院职工群众筑起了一道安全防线袁
希望他们做好防护袁保重身体遥

米 欣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袁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四队女职工积
极响应号召袁纷纷行动起来袁自觉自愿
加入疫情防控一线队伍遥 她们袁 是妻
子尧是母亲尧是女儿尧是儿媳袁是一个个
平凡的女子曰她们不顾雨天湿冷袁不顾
寒风凛冽袁顾不上家中老小曰她们有的
应急值守袁 有的巡查摸排袁 有的既当
野指挥员冶又当野战斗员冶袁有的结束了
白天的工作袁 晚上还要继续加班整理
资料噎噎她们不畏辛苦尧耐心细致袁始
终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袁 用实际行
动诠释着野半边天冶的责任与担当遥

她是疫情防控的野指挥员冶遥王红
梅袁四队队长袁2019年山东省富民兴鲁
劳动奖章获得者袁 也是全国地勘系统
为数不多的女队长之一遥这个野巾帼不
让须眉冶的野女汉子冶在面对突如其来
的疫情时袁果断结束休假袁直接从泰安
的小野家冶奔赴潍坊的大野家冶遥她靠前
指挥尧紧急调度尧责任分工尧具体到事尧
落实到人袁实行疫情防控零报告尧日报
告袁 微信群 24小时调度等工作制度袁
层层压实责任遥同时严格把控思想关尧
隔离关尧物资关尧消杀关尧纪律关五道
野关口冶袁做到防控责任落实无死角尧无
盲区尧全覆盖遥

为贯彻落实好山东局的部署要
求袁实现疫情防控与业务工作两不误袁

力争完成 野一季度工作成绩与去年持
平冶的任务目标袁王红梅一手抓防疫不
放松袁 一手抓生产不动摇袁 确保两手
抓尧两手都要硬遥2月 11日袁在做好防
护措施的前提下袁 昌乐县营丘镇废弃
石灰岩矿坑治理与修复测绘项目顺利
开工袁她要求袁既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袁又要打赢复工复产攻坚战遥她要求
大家做到的袁自己率先垂范袁为了第一
时间掌握全队职工的健康状况袁 处理
突发情况袁 她一天不落地从大年初三
工作到现在袁 已经连轴工作了一个多
月遥赶上阴雨天气袁她那因工伤带着钢
板的脚踝就会隐隐作痛袁 严重了就热
敷一下袁有所缓解后袁就又投入到野战
斗冶中遥其实这块钢板在半年前就可以
通过手术取出来袁 但是因为工作繁忙
而一拖再拖遥她说院野这都没啥袁只要我
这 400多人的大耶家爷平安袁确保零感
染的目标袁我什么都能克服遥冶

她是疫情防控的野战斗员冶遥张春
华袁队党委委员尧党群部部长兼工会副
主席遥 在四队职工口中流传着这样一
句话袁野有困难找春华冶遥参加工作近 30
年的她袁有着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袁尤
其擅长解决野疑难杂症冶遥疫情防控工
作开展以来袁 从成立青年志愿者服务
队尧组织职工捐款袁到顶着寒风和青年
志愿者一起清扫积雪尧到野双报到冶社

区志愿服务袁都能看到她忙碌的身影遥
用她的话说袁野我是一块砖袁 哪里需要
哪里搬袁越是困难越向前遥冶住宅小区
实行了封闭管理袁 职工采买生活用品
怎么办钥她多方联系协调袁组织大家建
立了团购群袁进行订单接龙袁超市每两
天上门送货一次袁 既解决了职工采购
的难题袁又减少了风险隐患遥遇到不会
操作的老职工袁张春华就替他们接龙袁
事情虽小袁却帮助职工解决了大问题遥
工作越繁忙袁她越是激情满满袁除了做
实具体业务工作外袁她还以笔为援袁利
用工作之余撰写了一篇篇先进事迹袁
创作了一首首饱含深情的抗击疫情主
题诗歌袁在山东机关建设网站发表遥她
常说院野我干不了什么大事袁 但是我会
尽全力把小事做到完美浴冶

她是疫情防控的野巡查员冶遥野紧急
到 耶双报到爷 社区进行志愿服务袁谁
去钥冶野我报名袁我家老人孩子都不在身
边袁没有后顾之忧袁况且长年跑野外测
绘袁我体力好遥冶每当有紧急任务的时
候袁连金玲都会重复这样的话遥在单位
执勤袁来往的都是职工或家属袁情况都
了解袁但是去志愿服务的小区袁基本都
没有物业管理尧出入人员情况复杂袁不
仅管控难度大袁而且有一定的风险遥但
是这些困难没有吓倒连金玲袁 报名的
第二天袁她就顶着寒风袁全副武装地站

在了服务小区的门口袁 对小区内过往
车辆与人员进行信息登记袁 为进出人
员测量体温袁 对不是本辖区的车辆与
人员进行劝返噎噎疫情防控期间袁她
除了做好社区志愿服务外袁 还负责每
天调查统计 13名职工的健康情况袁督
促居家办公的职工完成学习袁 参与队
值班岗监测检查等任务遥 为了能够尽
快复工复产袁她还一手抓防疫袁一手抓
生产袁 组织延迟归队的职工填报复工
承诺书袁通过发函尧传真尧电话等方式
催要工程进度款袁 为全面复工复产做
好准备遥

她是疫情防控的野宣传员冶遥刘晓
庆袁四队党群部副部长袁兼职宣传员遥
疫情来袭时袁 她正在吉林老家陪着一
年未见的父母过春节遥 当单位的 QQ
群里发出成立疫情防控青年志愿者服
务队的通知时袁 她意识到这个时候宣
传不能缺位袁 于是自驾 1500多公里袁
星夜兼程返回单位袁 然而却因为是从
外地返回袁 按照规定必须隔离 14天袁
所以不能正常到岗遥虽然被隔离了袁但
是决不能影响工作袁 为了让大家及时
了解四队的疫情防控情况袁 传播正能
量袁她居家办公袁审稿尧写稿尧发稿尧电
话采访袁 早晨一起床袁 就在电脑前一
坐袁 一干就是一天遥 从疫情开始到现
在袁她共处理尧修改尧上传各类宣传材

料近 40篇袁累计 3万多字遥一天傍晚袁
细心的她发现队网站服务器疑似被攻
击了袁网站登录时断时续遥关键时候不
能影响大局袁 她立刻拿起电话联系售
后袁终于在打了 20多通电话袁一次次
协调尧 反复测试后袁 修好了网站服务
器袁 此时已是凌晨 2点袁 她却睡意全
无遥 用她儿子的话说袁野妈妈你真拼浴冶
她说院野我是个妈妈袁 更是一名共产党
员浴冶

战野疫冶胶着对垒袁这支战野疫冶娘
子军队伍也在不断壮大袁 积极参加志
愿服务的高文蕊尧宗倩尧蔡梅梅尧朱燕
华袁 负责报表统计汇总和防疫物资发
放的李冬青尧李爱华尧王海红袁为了兼
顾工作和安全袁每次骑单车 50多分钟
到岗的孙俊丽噎噎她们守土有责尧守
土尽责袁哪里需要便一呼百应袁不计得
失尧不惧危险袁组织员尧宣传员尧战斗
员尧消毒员尧记录员袁她们每日变换着
角色身份袁 默默地坚守在疫情防控第
一线袁 在这个依然寒冷的初春传递着
丝丝温暖袁 成为全民疫情防控斗争中
的一个个生动写照遥野出一份力袁 尽一
份心袁保一方平安冶袁这是她们这个群
体最常说的一句话遥

渊上接第一版冤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袁 宁夏局干

部职工纷纷走上抗疫志愿服务的第一
线袁 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袁 展
现地质人朴实的坚守和担当遥

野我是一颗螺丝钉袁 哪里需要哪里
钉遥冶 2月 3日下午 1点 50分袁 党员杜
威在湖畔嘉苑三期宁馨苑东门负责出
入人员登记和测量体温的工作遥 2 点
40分袁 在完成第 76人的体温测量袁 得
知因疫情致使银川东高速卡口车辆大
量滞留袁 协防人手紧缺的消息后袁 他
不顾防疫一线感染概率大的危险袁 立
即安排好手头工作袁 驱车赶往银川东
高速卡口支援疫情防控工作遥 从下午
3点到晚上 8点左右袁 他共检测了 200
余辆车袁 劝导隔离返银车辆 2 辆袁 其
中 1辆车是从广西返回银川的袁 车主
因着急回去工作开始不配合隔离袁 在
杜威的耐心劝导下袁 最终由专门的车
辆拉到指定酒店进行隔离遥 回家后袁
杜威顾不上吃饭袁 赶紧打电话逐个叮
嘱夜班志愿者做好防疫防寒工作袁 并
积极与院党委协调一线志愿者的物资

保障工作遥 他们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袁 齐心协力配合自治区党委尧 政
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遥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袁 志愿服务
队第一时间响应并付诸行动遥 但志愿
者的健康谁来守护袁 防护措施跟不上
怎么办钥 宁夏局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负
责人积极动员大家通过各种渠道采购
测温仪尧 消毒液等防疫物资袁 及时做
好保障工作遥 局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负
责人通过各种渠道袁 帮助采购了 200
个质量优级的口罩袁全部用于单位的疫
情防控工作袁 他却没有给自己留一个遥

在宁夏局定点扶贫村要要要隆德县
张程乡马儿岔村袁 驻村第一书记张铁
军和组建的支部党员志愿队一连数日
马不停蹄袁人员登记尧测量体温尧设置疫
情防控卡点尧 给贫困户家庭送口罩尧利
用村广播进行疫情防控宣传噎噎所有
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着袁 但是基
层农村缺少防护物资的情况却让这个
平日里乐观的小伙子第一次着急上了
火遥 面对如此困境袁 宁夏局党委作为
坚强后盾袁 紧急拨付扶贫资金 1万元袁

用于疫情防控物资采购袁 为马儿岔村
打通了疫情防控 野最后一公里冶遥

天寒地冻袁 设施简陋袁 每天从早
到晚双手双脚都冻得冰凉袁 有时忙起
来饭都顾不上吃袁 甚至 24小时不间断
地坚守在疫情防控岗位上袁 这就是我
们的 野最美地质队员冶要要要扶贫工作队
队员李显遥 因疫情突发袁 在得知即使
村干部齐上阵仍然人手不足的情况后袁
他顾不上还在坐月子的妻子和未满月
的孩子袁 毅然回到村民身边袁 守护着
村民的安全与健康遥 基层农村的疫情
防控情况复杂尧 任务繁重袁 白班晚班
两班倒袁 为了节约时间袁 李显吃住在
检疫点袁 妻子嘱咐他按时吃饭的话早
被他抛在了脑后遥妻子对他的决定没有
一句怨言袁 只是说院野我和孩子在家等
你袁我们的宝宝需要一个有责任感的父
亲袁 将来我会把这个事情讲给孩子听袁
让孩子以你为榜样遥冶 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尧 一名地质工作者尧 一名扶贫干部袁
李显说院 野申请回到马儿岔村袁 不为
别的袁 只为给村民出一份力浴 在国家
有难的关键时刻袁 我必须为我的家乡

作出地质人的表率袁 这就是我的骄
傲遥冶

党有号召袁 团有行动遥 在城市公
交停运期间袁 青年职工刘晶主动加入
野兴庆区疫情防控志愿者车队冶袁 与其
他志愿者一起驰骋在兴庆区疫情防控
的大后方袁 时刻保障着医护人员出行
和各种疫情防控物资的运送工作遥

截至发稿时袁 宁夏局志愿服务队
服从社区安排袁 全面深入乡村尧 住宅
小区尧 写字楼尧 高速路口等抗疫一线袁
开展防疫信息宣传尧 防控知识普及尧协
助卡口测量体温尧排查相关人员尧维护
环境卫生尧抵制不实谣言 3000余次遥

疫情牵动人心袁 也激发壮志雄心遥
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袁 宁夏局这支煤
炭地质勘探队伍袁 表现出了强烈的责
任感和强大的行动力袁 他们以地质人
特别能吃苦尧 特别能战斗尧 特别能奉
献的优良传统袁 奋战在区内各条战
野疫冶 一线 袁 用地质人的 野三光荣冶
精神告诉我们院 这就是可爱的地质人袁
这就是新时代与全国人民共抗疫魔的
中国力量遥

巾帼英雄自古有 芳中花魁今朝多
要要要山东局四队防疫一线群芳谱

阴 其那连

山西局一四八院职工

为疫情防控一线人员捐赠口罩

山东局三队党委

开展学习野最美逆行者冶活动

在全国上下齐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袁河北省煤田地质局
水文队工会因时因地制宜袁从线下转为线
上袁以野传播正能量袁众志成城防疫情冶为
主题袁开展了庆祝野三八冶妇女节活动遥此
次活动分为传播正能量我来做公益尧响应
号召做好居家防护尧 学习疫情防控知识尧
居家消毒好做法尧 居家锻炼增强抵抗力尧
持家生活小花絮等六个内容遥在职和离退
休女职工积极响应袁纷纷在微信群里晒出
视频袁展才艺露绝活尧扬家风传美德尧抗疫
情争出彩袁展现出居家齐战野疫冶尧宅家也
精彩的积极向上尧 健康乐观的生活状态袁
以及共抗疫情尧战野疫冶必胜的信心和决
心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尧促进该队经
济发展唱响了主旋律遥 王伟伟

河北局水文队

创新形式庆祝野三八冶妇女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袁安
徽省煤田地质局水文队政工党支部认真
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袁 在积极投身战
野疫冶 的同时袁 及时转变工作方式袁 利用
QQ群召开支委会袁 研究部署支部工作袁
保证支部党建工作正常开展遥同时袁为贯
彻落实该队党委关于加强作风和纪律建
设尧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等的文件精神袁采
取分散独立的形式袁组织支部党员进行了
知识测试袁做到学以致用遥 赵 将

安徽局水文队政工党支部

疫情防控与党建工作两不误

煤 田 简 讯

巾 帼 风 采

江西省煤田地

质局二二六队积极
支持尧 配合驻地疫
情防控工作袁 在得
知萍乡市急需疫情

防控物资后袁 通过
各种渠道袁 紧急筹
集了 20000 个防护
口罩尧100 桶 84 消
毒液等防疫物资袁
捐赠至萍乡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袁 为早
日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助力加油遥
沈乐冰 摄影报道

自抗击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的
战斗打响以来袁 中
化地质矿山总局湖
南地质勘查院党员
干部职工在院党委
的正确领导下袁 在
做好自身安全防护
的同时袁 积极主动
履行社会责任袁 踊
跃捐款献爱心袁 仅
用 3 天时间袁 120
名党员干部职工就
捐款 5.772 万元 袁
彰显了湖南化勘人
大爱无疆的精神品
质遥
邹 敏 摄影报道

点滴爱心汇聚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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