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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消毒卡助力防疫复产

近日袁 四川省煤田地质局一三七队开
展了周末卫生大扫除活动袁 全队干部职工
聚焦死角盲区和关键部位进行清洁消杀袁
让病菌野疫冶扫而光袁使办公区域及家属院
环境焕然一新遥 冯 瑶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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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18日袁 山西省煤炭地
质局党委中心组举行了第三次集体学
习袁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
中纪委四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尧 中纪委书记赵
乐际的工作报告袁 学习省委书记楼阳
生在省纪委十一届六次全会上的讲话
精神和省委常委尧 省纪委书记王拥军
的工作报告袁 并就贯彻落实作出部署遥
局党委副书记尧 局长王学军袁 局党委书
记卫洪平袁 党委副书记尧 一级巡视员王
宏伟袁 党委副书记李兴武领学遥
卫洪平就认真学习领会尧 抓好贯

彻落实提出三点要求遥 一是深入学习
领会中纪委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

纪委十一届六次全会精神袁 特别是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楼阳生
书记的讲话精神袁 坚持把 野严冶 的主基
调长期坚持下去袁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袁
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重要决策部署上
来袁 不断增强 野四个意识冶尧 坚定 野四
个自信冶尧 做到 野两个维护冶袁 为全局高

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
障遥 二是自觉对标对表袁 在谋划和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上下功夫袁 主动把
中纪委尧 省纪委全会和局党委确定的
新部署尧 新要求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
的各项工作中去袁 谋划布局全年党的
建设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袁
明确任务清单尧 责任清单袁 确保落地落
细落实遥 三是强化责任落实和结果导
向袁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遥 各院党委 渊总支冤 要切实担负
起管党治党主体责任袁 党委 渊总支冤 书
记要履行好 野第一责任人冶 职责袁 班子
成员要认真履行 野一岗双责冶袁 形成层
层负责尧 人人落实的责任链遥 局党委将
把各院党委 渊总支冤 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成效作为领导班子总体评价袁 以及领
导干部选拔任用和实绩评价尧 激励约
束的重要依据袁 改进完善党建考核办
法袁 发挥好考核的指挥棒作用袁 以结果
论英雄袁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遥

李志有 郭 儒

本报讯 野官僚主义尧 疲疲沓沓尧
不愿负责尧 百般推脱噎噎冶 习近平总
书记为疫情暴发以来袁 几类防疫不力
干部作风 野画像冶遥

中煤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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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上关于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的指示
精神袁 对照以上 野画像冶袁 收集整理疫
情防控期间干部作风问题的典型案例袁
制作了 野以案为鉴尧 加强作风建设冶 的
警示教育视频录像袁 并于 3月 18日开
展了今年一季度警示教育活动袁 通过
企业微信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观看学习袁
结合中煤矿业持续开展的作风建设袁
进一步敲响了警钟袁 以案促改遥

纪委书记毕景山在讲话中指出袁
作风的好坏袁 决定着一个人的工作质
量和效率袁 也影响着一个企业的事业
兴衰与成败袁 党员干部要摒弃作风漂
浮尧 落实不力尧 失职渎职和形式主义尧
官僚主义等不良风气袁 坚决落实党中
央尧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和中煤矿业党
委的各项决策部署袁 积极主动开展工
作袁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公司经
营目标的 野双胜利冶遥

通过本次警示教育活动袁 党员干
部表示袁 将汲取案例中的教训袁 对照作
风 野画像冶 检视自身袁 时刻警惕麻痹思
想和松劲心态袁 立足岗位尧 鼓足干劲袁
切实为疫情防控和实现经营目标贡献
力量遥 刘苑月

本报讯 3月 20日袁 甘肃煤田地质
局综合普查队召开了 2020年全面从严
治党工作会议袁 队党委书记鞠德发主
持会议遥

会议传达学习了十九届中纪委四
次全会精神尧 省纪委十三届四次全会
精神和甘肃局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

精神遥 纪委书记蒋强代表队纪委作工
作报告遥 报告对普查队 2019年纪检监
察工作进行了回顾袁 指出了存在的问
题遥 同时袁 对 2020年纪检监察工作进
行了部署院 一是注重党的政治建设袁 强
化 野两个维护冶 的政治自觉曰 二是注重
主体监督和监督责任同向发力袁 强化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曰 三是注重
执纪监督工作袁 强化问题线索处置能
力曰 四是注重持之以恒抓好作风建设袁
持续推动作风转变曰 五是注重严肃查
处腐败行为袁 持续发力微腐败问题曰 六
是注重能力素质提升袁 不断增强执纪
监督水平遥

鞠德发代表队党委对全面从严治

党工作提出要求遥 一要深化对全面从
严治党的认识袁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遥 党支部要强化政治担当尧 履行
主体责任袁 把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
具体尧 抓深入遥 要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
党重大政治责任袁 牢固树立一切工作
到支部的鲜明导向袁 真正扛起抓支部
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主体责任袁 自觉
做落实主体责任的践行者遥 二要以政
治建设为统领袁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遥 要
坚决做到 野两个维护冶袁 提高政治能力遥
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袁 做
好重大突发事件和热点敏感问题的及
时提醒与舆论引导工作袁 牢牢把握话
语权袁 守好主阵地遥 三要抓好廉洁自
律袁 不断提升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成效遥
班子成员要切实发挥好 野头雁效应冶袁
坚持身体力行尧 以上率下袁 突出重点工
作袁 锻造全面从严治党坚实抓手遥 加强
廉政风险防控袁 规范权力运行袁 选好用
好干部袁 主动接受监督袁 践行廉洁自律
要求遥 龚伟中

野这位同志袁 请您留步袁 我们要了
解下您的详细信息袁 在社区宣传报道
一下遥冶 2月 9日袁 宁波市慈城镇宝峰
社区的几名工作人员围着眼前这个戴

着口罩的同志袁 多番征求问询袁 得到
的答复始终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 袁
野不用了袁 应该的遥冶 一个高大温暖的
身影匆匆离开袁 留下的是价值近万元
的社区卡点防疫物资遥 在宁波市江北
区红十字会袁 他自掏腰包 5万元作为
防疫专款袁 而捐款登记人留的却是单
位的名称要要要中煤浙江勘测设计有限
公司遥 在单位工作人员找上门了解详
细情况时袁 他总是操着一口宁波普通
话反复地说院 野这是我力所能及的袁
无需宣扬遥冶

他就是陶东新袁浙江煤炭地质局二
队第二党支部党员袁中煤勘测宁波分院
院长遥外表温文尔雅尧谦和有礼的他袁既
是中煤勘测市场开拓的实干家袁又是一
名心有大爱的抗疫志愿者遥 作为中煤
勘测宁波分院的掌舵人袁忙忙碌碌一年

下来袁 本计划着今年春节外出旅行放
松袁趁着难得的闲暇袁带着他最爱的相
机去寻找诗和远方文艺一把袁可谁知一
切计划都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打乱了袁 而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袁
用旅行的钱去做更有意义的事遥

春节以来袁陶东新时刻关注着国家
的战野疫冶形势袁积极响应党中央尧中国
煤炭地质总局尧浙江局尧二队党委的号
召袁 带领宁波区域人员在东海之滨战
野疫冶袁发挥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袁在浙东这片经
济沃土上袁每一代野宁波帮冶人士都留下
过很多报效国家尧反哺家乡尧造福人民
的感人故事袁孕育出了野知行合一尧知难
而进尧知书达理尧知恩图报冶的宁波野四
知冶精神遥在陶东新看来袁感恩家国尧知
恩必报袁就是本分袁更是义务遥

国难当头袁疫情当前袁2月以来袁陶
东新每天睡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
手机袁查看全国疫情数据遥眼看浙江省

的确诊数噌噌上涨袁 一度仅次于湖北
省袁他看在眼里袁急在心里袁和妻子全盘
说出自己的想法后袁 夫妻俩一致决定
将 5万多元的旅行经费全部用在刀刃
上袁 用在国家当前最迫切需要的防疫
工作上遥

次日清晨袁陶东新戴上口罩就开着
车出发了袁将食品尧牛奶等防疫物资送
到宁波市慈城镇宝峰社区各卡点袁再马
不停蹄地来到江北区红十字会袁进行了
防疫工作定向捐款遥捐款捐物不留名的
他来去匆匆袁 口罩遮住了他的面容袁却
挡不住他散发的温暖遥

陶东新纯粹无私的赤诚之心袁 源
于他的岳母鲁招娣袁 一名有着 54年党
龄的老党员遥 鲁招娣是一名热心公益尧
多次被媒体宣传报道的慈城名人遥 野家
有一老袁 如有一宝冶袁 他家中的这 野一
宝冶袁几十年来在宁波慈城做志愿工作袁
陶东新耳濡目染袁心中大爱的种子一天
天长大遥

鲁招娣是宁波慈城众所周知的野热

心肠冶袁 平日里总和社区主任 野软磨硬
泡冶讨活干袁带着社区工作人员到困难
群众家中慰问遥 在疫情初始排查阶段袁
熟悉社区情况的她袁主动做起了野侦察
兵冶袁一发现有外地人员返回袁就立即联
系社区上门检查遥虽然当不了抗疫一线
的战士袁 可 76岁的鲁招娣转头就去照
顾 90多岁的邻居要要要陆美蓉奶奶袁为
疫情期间不便出门的陆奶奶送早点袁陪
她聊天袁帮她打扫卫生遥考虑到在社区
卡点值守的工作人员起得太早袁经常吃
不上早饭饿肚子袁她就连续好几天清晨
给他们送包子尧茶叶蛋尧豆浆袁像亲人一
样袁播撒爱心袁温暖他人遥

长辈的种种言传身教形成了良好

的家风袁并在后辈中传承下来袁陶东新
也很自然地接续着这一份爱袁以实际行
动积极投入到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袁
彰显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遥

3月 20日袁陕西省一八六煤田地质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尧工会主席李存购袁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杨占盈一行五
人袁看望慰问了陕西省驰援湖北医疗队医务人员家属袁显辉袁对他支持妻子赴武汉参加医疗救治工作表示感谢袁并
代表组织送上了慰问金遥 郭玉佳 摄影报道

渊上接第一版冤
在 野三级联动冶 2018年行动计划中袁 联动

内容要要要深入开展城市地质调查工作袁 示范单
位要要要省煤勘院袁 牵头支部要要要局机关第三党
支部袁 联创单位要要要一九六大队尧 一二一大队尧
一九七大队袁 目标要要要加快三明城市地质工作
进度遥

在 野三级联动冶 2019年行动计划中袁 野抓
好应收账款管理冶 项目的联动内容是把好合同
的审核关袁 加强应收账款的回笼曰 野加强安全
生产冶 项目的联动内容是树立 野党政同责尧 一
岗双责尧 齐抓共管尧 失职追责冶 责任体系袁 建
立健全 野安全生产准入管理冶袁 关口前移袁 逐步
实施 野现场标准化简约版冶遥

纵观这 7年来袁 无论是初始阶段的 野三级
联创促六保冶袁 还是之后的 野三级联动冶 行动计
划袁 所确定的 117个项目袁 其目标始终围绕实
现年度重点目标和任务这个 野保冶 字遥

在野实冶上字提成效
野三级联动冶 行动计划的重心是促进基层党

建与经济工作深度融合袁 解决的是 野虚冶 和
野实冶 的问题袁 通过牵头支部结合自身特点和工
作基础袁 分类指导各项业务袁 以解决重点工作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袁 提高整体工作质量袁 提升
支部组织力遥

从 2013年至今袁 福建局从上到下每个党组
织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尧 去奋斗遥

工作成效是检验 野三级联动冶 含金量的试
金石遥 拓展 野三调冶 等地理信息工作领域项目袁
牵头支部是局机关第四党支部袁 示范单位是省
煤田地质测绘院党支部袁 联动单位是一二一大
队党委遥 2019年袁 省煤田地质测绘院新承揽了
尤溪尧 永泰等 2个县域的 野三调冶 实施项目袁 建
瓯尧 永春等 8个县域的 野三调冶 监理项目袁 厦
门尧 漳州等地的卫片执法尧 耕地分等调查尧 图
斑检查等 野三调冶 延伸项目袁 项目合同总金额
2000多万元遥 一二一大队 2019年 2月成立了测
绘院后袁 通过学习先进技术袁 投入装备设备袁
完成产值约 600万元袁 为该队创造了新的经济增
长点遥

组织实施好机制砂项目袁 牵头支部是局机

关第三党支部袁 示范单位是省煤勘院党总支袁
联动单位是一九六大队党委遥 作为省自然资源
厅指定项目袁 在时间紧尧 任务重的情况下袁 省
煤勘院承担的 6个项目均按时保质完成袁 普查
地质报告和 野三合一冶 方案顺利通过评审袁 成
果已提交业主使用遥 合计求得建筑用 渊机制砂
用冤 矿石资源量 渊333冤 13296.93万立方米袁 其
中大型矿山 1 处尧 中型矿山 1处尧 小型矿山 4
处袁 不仅填补了该院机制砂项目勘查及相关领
域的技术空白袁 还积极拓展了机制砂市场遥 联
动单位一九六大队也顺利完成了 2个项目遥

开展农业地质调查成果转化项目袁 牵头支
部是局机关第三党支部袁 示范单位是一九七大
队党委袁 联动单位是一二一大队党委遥 2019年袁
一九七大队在安溪县 15个乡镇开展了 1颐50000
农业地质调查表层土壤样品采集工作袁 共调查
耕地园地面积 320平方千米袁 取样 3015件袁 同
时袁 完成了茭白尧 水稻尧 茶叶 5种农作物及根
系土壤配套样的取样送样 143 件遥 联动单位一
二一大队提交了连城县尧 永定区农业地质调查
项目报告和三明市三元区农业地质调查总体设

计遥
此外袁 扩大施工项目成本监管覆盖面尧 抓

好应收账款管理尧 抓好薪酬管理尧 开展 野不忘
初心尧 牢记使命冶 主题教育尧 切实加强作风建
设尧 推进文明创建活动和加强安全生产等 7个
项目也成效明显遥

野三级联动冶 行动计划的成效不仅体现在项
目实施上袁 也使支部组织力得到显著提升遥 局
机关各党支部通过 野三级联动冶 这个重要抓手袁
明确党支部的目标定位尧 工作任务袁 使工作重
心更加明确袁 有效促进党支部在开展工作方面
创新思路方法袁 同步了解基层发展方向袁 积极
主动对接服务袁 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袁 为党
建工作注入了新的实践能动力和引领力遥

面对今后 野三级联动冶 行动计划袁 罗杰东
指出袁 要着力建立分级负责的工作机制袁 转变
野等冶 野靠冶 野看冶 的观念曰 要着力建立纵横联
动机制袁 提高 野联冶 和 野动冶 的效果曰 要着力建
立争创机制袁 提升 野争冶 和 野创冶 的激励水平曰
要着力建立党建与经济工作深度融合的机制袁
解决 野虚冶 与 野实冶 的问题遥

山西局党委中心组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中煤矿业纪委

开展线上警示教育活动

甘肃局普查队

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促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感恩家国 知恩必报
要要要记浙江局二队抗疫党员陶东新

阴 邵渃妍

野我的心愿是为国家抗击疫情
尽一名老党员的绵薄之力遥冶 近日袁
江西省煤田地质局二二六队退休党
员易安基委托子女将 1万元现金送
到队上袁 完成一名老党员的心愿遥

易安基今年 88 岁袁 1950 年 2
月参加工作袁 1955年 6月入党遥 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袁 老人
看在眼里袁 急在心里袁 托人向组织
表达了捐款支持抗击疫情工作的愿
望遥 老人表示袁 作为一名老党员袁
自己受党教育多年袁 退休后得到组
织上的关心照顾遥 现在国家遇到这
么大的灾难袁 自己年纪大了做不了

别的工作袁 就捐出两个月的退休金
为国家出点儿力遥 据易安基子女介
绍袁 老人平时很节俭袁 一直关注着
疫情的发展情况袁 很想为疫情防控
工作出一份力袁 希望国家早日战胜
疫情遥

一名普通老党员的 1 万元捐
款袁 是一份沉甸甸的爱心袁 更是一
种对国家无比热爱的情怀遥 相信在
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袁 我们终将战胜
疫情袁 走向胜利遥

凝心聚力献爱心袁 抗击疫情在
行动遥 千里山河袁 心意相连遥

野人家在前线 耶打仗爷袁 咱们在
家干坐着袁 啥忙也帮不上袁 捐点儿
钱也算是个心意浴冶 第一勘探局双
退第三党支部书记韩玉振朴实的话
语袁 道出了一个老党员的心声遥

疫情发生以来袁 一勘局离退休
党员时刻关注着疫情的发展情况遥
他们响应国家号召袁 宅在家里不给
政府和单位增加困难袁 以实际行动
支持着防疫工作遥 当从新闻上看到
各地为抗击疫情捐款捐物的报道

后袁 很多老党员纷纷联系事务中心
双退活动室工作人员袁 表示也要捐
款袁 为疫情防控尽一份微薄之力遥

在一勘局党委向全体党员发出
捐款倡议后袁 从全国劳模尧 离休干
部尧 退休局领导到普通党员袁 都积
极响应袁 通过现金尧 微信转账等方
式踊跃捐款遥 他们在战 野疫冶 时
刻袁 纷纷献出爱心袁 有的捐 2000

元袁 有的夫妻二人分别捐款袁 有的
捐了一次又捐第二次遥 短短一天时
间内袁 83名老党员慷慨解囊袁 累计
捐款 16300元遥

同舟共济袁 共渡难关遥 一勘局
老党员以实际行动诠释着责任与担

当袁 书写着 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
命冶 的夕阳华章袁 为坚决打赢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贡献着力量遥

一名老党员的心愿
阴 沈乐冰

战野疫冶里的夕阳情
阴 于东海 王顺莲

煤 田 简 讯

3月 18日袁福建省一九六地质大
队组织开展了无偿献血志愿活动遥在
血站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袁 该队干部职
工及家属依次填写献血登记表尧 测量
血压尧进行血液化验袁积极配合医护人
员进行采血工作遥 他们用实际行动展
现了一九六地质人勇担责任尧 奉献社
会的良好形象遥据统计袁此次活动共计
献血 10000mL遥 谭贵州

福建省一九六大队

组织无偿献血志愿活动

近期袁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一队团
委开展了野寻找最美青年冶活动遥活动
得到该队青年的积极响应袁 共征集到
相关照片 200余张袁 有青年职工在各
自岗位上兢兢业业尧 默默奉献的工作
画面袁 也有积极投身社区疫情防控工
作的画面等遥活动的开展袁不仅增进了
青年职工对彼此工作的了解袁 也激发
了其爱岗敬业的热情遥 今后袁野寻找最
美青年冶活动将在该队常态化开展遥

陈英如 刘蒙蒙

安徽局一队

开展野寻找最美青年冶活动

近日袁 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 渊集
团冤 一一七有限公司收到了乌海市海
勃湾区新华街道和谐社区党委和鄂尔
多斯市东胜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发来的

感谢信遥信中表扬了公司职工王波尧齐
常忠尧黄顺强尧牛惠荣尧牛惠君尧田原在
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突出表现遥 疫情发
生以来袁他们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袁
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社会服务工
作袁 得到了社区居民和工作人员的好
评袁展现了新时代煤勘人的精神风貌袁
诠释了责任与担当遥 张 旭

内蒙古煤勘集团一一七公司

社区服务工作获好评

复工以来袁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三
队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袁 采取为干部职
工配备口罩尧手套尧消毒用品袁熬制中
药等多种措施袁确保防疫尧复产工作顺
利推进遥近日袁该队医院又为防疫复产
人员尤其是去外地复工人员尧 联系业
务人员购置了一批便携式消毒卡袁为
他们构筑健康屏障遥 刘 洁

地质人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