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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英雄钥 有人说袁 英雄袁 有
凌云之壮志袁 腹纳九州之肚量袁 包
容四海之胸襟浴也有人说袁无论他是
否胸怀大志袁是否腹有良谋袁只要拥
有坚强不屈的意志尧不惧困难的勇气
和拼搏奉献的精神袁这样的人就称得
上英雄遥

而我要说袁 在 2020年这个不平
凡的春节里袁 能够为了战 野疫冶 逆
行向前的人袁 都堪称我们这个时代
的英雄遥

在安徽省煤田地质局物测队袁就
涌现出许多这样的英雄遥

以队为家的程然遥程然是物测队
党政办公室主任袁 对待工作认真负
责尧兢兢业业袁野白+黑冶野5+2冶是他的
工作常态遥 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袁

他连回家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袁在办公
室里袁一碗方便面加一根火腿肠就是
他的一顿饭遥 他不分昼夜地忙碌袁起
草叶物测队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渊试行冤曳等防控
文件 11份曰 制定疫情防控科级干部
值班计划尧职责及值班表袁安排好人
员值班曰协助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
室购买口罩尧 酒精等消毒防疫物品袁
并认真做好登记尧发放工作遥在重点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袁他还撰写
了 2019年度行政工作报告袁收集尧修
改各部室尧各公司渊院冤2020年重点工
作计划曰作为队党委委员袁他一次次
地和分管的公司商量筹划袁抓紧做好
几个项目开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遥

坚守岗位的王启震遥王启震在物

测队后勤服务中心工作袁 他个子不
高袁人却特别精神遥生活中的他袁不急
不躁袁性格温和曰工作中的他袁像老黄
牛一样勤勤恳恳尧任劳任怨遥自疫情
防控工作开展以来袁 他一直坚守岗
位袁几乎没有休息过遥他的工作十分
繁杂袁和领导同事一起想方设法采购
疫情防控所需的口罩尧酒精尧消毒液尧
喷壶等必需品袁还要为数百个家庭维
修水电设施遥对他而言袁最繁重的工
作袁是定期对生活区和办公区进行消
毒袁 他要提前做好消毒液的配比工
作遥在办公楼消毒时袁需要背着装有
20公斤消毒药水的喷雾器爬四层楼袁
对整栋楼的走廊尧楼梯尧卫生间等区
域进行全方位的消毒遥 消毒结束时袁
他常常汗湿后背遥野我是党员袁就是要

带头做好工作袁只有严格做好消毒工
作袁才能确保职工和家属的安全遥冶他
面带笑容袁却语气坚定遥

尽职尽责的张天祥遥 张天祥袁高
高的个子袁英俊潇洒袁排球场上的他
更是生龙活虎遥作为物测队测绘二院
的负责人袁 他总是保持着昂扬向上尧
积极向前的精神状态袁 敢于担当袁带
领职工争创佳绩遥在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野疫冶中袁他更像一名战士袁轻伤不
下火线遥考虑到疫情的严重性和群众
的生命健康安全袁他不顾尚未痊愈的
脚伤袁主动报名参加了疫情防控志愿
工作遥他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袁担任社区网格员袁包保南苑小区
38栋楼遥 他一瘸一拐地进行入户调
查袁排查疫情隐患遥2月的宿州寒气逼

人袁但他每次完成排查工作后袁头上
都冒着汗珠遥

在物测队袁 这样的战 野疫冶 英
雄还有很多院 父子同上阵的李景贤尧
李树凌曰 与妻子并肩战斗尧 共同战
野疫冶 的刘兆国曰 居家隔离职工的贴
心人庄炜曰 认真做好复工复产工作
的朱祥噎噎他们不是什么超级英雄袁
只是一个个普通的人遥 在灾难面前袁
他们冲上一线尧坚守岗位尧履职尽责尧
服务职工袁他们的举动袁是对英雄最
好的诠释遥

让我们向这样的战野疫冶英雄致
以最崇高的敬意浴

致敬我们的战野疫冶英雄
要要要安徽局物测队示范岗党员战野疫冶纪实

阴 曹克华

本报讯 3月 23日袁 航测遥感局
党委尧 纪委对新任职的 8名干部进行
了任前集体谈话遥

航测局党委书记尧 局长赖百炼对
新任职干部进行组织谈话遥 他指出袁
本次干部调整是切实贯彻 野党管干
部冶 原则袁 对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国有企业好干部 野20字标准冶袁 结合
企业发展实际袁 严格按照干部选拔程
序进行的遥 赖百炼结合实例及自身体
会袁 从六个方面对新任职干部提出要
求院 一是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袁 牢牢把
握政治方向袁 树牢 野四个意识冶袁 坚定
野四个自信冶袁 做到 野两个维护冶曰 二是
要加强政治学习袁 不断增强自身能
力曰 三是要团结协作袁 增强凝聚力曰
四是要讲奉献袁 脚踏实地袁 干出业绩曰
五是要廉洁自律袁 增强感召力曰 六是
要认真践行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党委对
新时期领导干部提出的 野一三四五
八冶 总体要求袁 做好榜样袁 当好表率袁
不断实现自我价值袁 提升社会价值遥
赖百炼勉励大家袁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

时期袁 要鼓足干劲尧 坚定信心尧 主动
担当袁 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袁 提高履职
能力和水平袁 切实担起责任袁 做好角
色转换袁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
生产经营攻坚战遥

航测局党委副书记尧 纪委书记王
德盛对新任职干部进行廉洁谈话袁 并
提出六点要求院 一是要坚定理想信
念袁 对党绝对忠诚曰 二是要加强理论
武装袁 提高政治站位曰 三是要依法依
规办事袁 正确行使权力袁 正确认识权
力袁 正确看待监督袁 坚持民主集中制曰
四是要坚守政治底线尧 纪律底线尧 做
人底线尧 诚信底线袁 做到 野三个珍
惜冶袁 坚持廉洁从业曰 五是要切实担
负起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袁 主动担责尧
尽心履责曰 六是要敢担当尧 勇斗争尧
善作为袁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发
展的 野双胜利冶遥

集体谈话结束后袁 航测局纪委组
织新任职干部进行了任前廉洁知识测
试遥

高 攀

本报讯 日前袁 安徽两淮建设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工作会议在合肥
召开遥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沈如
卫袁 党委副书记尧 总经理李海蕾袁 监
事会主席吴松贵袁 党委委员尧 副总经
理汪国武袁 纪委书记尧 党委委员尧 副
总经理张启国袁 党委委员尧 副总经理
何基泽出席会议遥

会上袁 沈如卫作党委工作报告袁
并分别与 7名党支部书记签订了党建
工作尧 党风廉政建设尧 意识形态工作尧
综合治理 渊平安建设冤 责任书遥

会议指出袁 一年来袁 在安徽省煤
田地质局党委的领导下袁 集团党委工
作取得了一些成绩袁 但与上级党组织
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遥 一是抓党
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手段还不够曰 二
是少数党员干部还存在履职尽责 野慢
作为冶袁 患得患失 野不敢为冶袁 业务知
识欠缺 野不会为冶 等现象曰 三是纪检
监督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袁 监督工作
应向生产一线延伸遥

会议强调袁 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
设摆在首位袁 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尧 方
针尧 政策袁 保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和上级党组织决议的贯彻落实袁 推动
聚焦主责主业袁 稳固建筑业市场袁 推
动新型产业发展袁 全面加强项目部建
设袁 加强党的建设遥 贯彻落实安徽局

野1248冶 总体工作思路袁 以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为方向袁 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
构袁 围绕 野做强做优冶袁 加强技术创
新袁 加快设备更新袁 加大人才引进力
度袁 强化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袁 进一
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袁 充分激发干部
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袁 坚定不移地
推进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遥

会议确定了 2020年党建工作重点
任务院 一要坚决做到 野两个维护冶曰 二
要扎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曰 三要
着力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曰 四要推动
基层党支部全面进步曰 五要坚定不移
地推进正风肃纪曰 六要发挥群团组织
的纽带作用曰 七要深入开展精神文明
建设曰 八要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关系遥

会议号召党员干部职工高举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袁 在局党委和集团公司党委的领导
下袁 凝心聚力尧 埋头苦干尧 迎难而上尧
勇于担当袁 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集团公
司高质量发展遥

会议期间袁 集团公司机关党支部
书记和两淮置业党支部书记进行了现
场述职袁 其他支部书记书面述职袁 参
会人员对 7个党支部书记抓基层党建
工作进行了民主测评曰 会上还表彰了
2019 年度集团公司优秀中层管理人
员遥

付 敏 李 娜

航测局

开展新任职干部任前集体谈话 3月 24日袁河南省煤炭地质勘
察研究总院综合第二党支部在郑

州市民体育公园开展了野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场硬
仗冶主题党日活动袁院党委书记李
兆慧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了活动遥
党员们围坐在一起袁 集体朗诵了
野抗击疫情冶主题诗歌叶我看见曳袁向
战斗在抗疫一线的英雄们致敬曰集
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和叶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知
识曳等应知应会知识点遥随后袁大家
为 3月份入党的 2名党员庆祝 野政
治生日冶袁 党员们面对庄严的党旗袁
重温了入党誓词袁并通过微信转账
的方式袁现场缴纳了当月党费遥

郭 冰 王 琼 摄影报道

抓实野主题党日冶 铭记野政治生日冶

本报讯 近日袁 甘肃煤田地
质局兰州煤矿设计研究院召开

2019年度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
评议大会遥 党委领导班子成员袁
各党支部书记尧 委员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 各支部书记重点围绕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袁 学习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袁 落实全国组织工
作会议精神袁 推进全国国有企业
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和 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冶 主题教育袁 以及存在
的问题和 2020年度工作思路等内
容袁 把自己摆进去尧 把职责摆进
去尧 把工作摆进去袁 紧扣工作重
点袁 用事例 野说话冶尧 用数据 野报
账冶袁 作了全面述职遥 联系点领导
分别作了点评遥

党委书记任卫艮在总结发言
中指出袁 各支部书记在抓党建尧

强党建方面的思想自觉尧 政治自
觉尧 行动自觉明显提升袁 各支部
书记能积极履行职责袁 在党建方
面做了不少工作遥 在取得成绩的
同时袁 各支部的党建工作还存在
一些短板和弱项遥

任卫艮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
五点要求遥 一是要全面履行职责袁
提高党建质量遥 各支部要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袁 坚决扛起经营管理
和党建工作 野两个责任冶袁 做到经
营和党建 野两手抓尧 两手硬冶遥 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袁
十九届二中尧 三中尧 四中全会精
神袁 切实增强 野四个意识冶尧 坚定
野四个自信冶尧 做到 野两个维护冶遥
二是要融入生产经营袁 促进改革
发展遥 各支部要把党建和生产经
营工作深度融合袁带领大家野挣钱

踏实尧 花钱也要踏实冶遥 三是要进
一步加强标准化党支部建设工作遥
今年将重点检查 野学习强国 冶
野甘肃党建冶 等 APP 的学习和使
用情况袁 按照省委组织部的要求袁
野甘肃党建冶 必须做到全覆盖遥 四
是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遥 党委中
心组的学习内容不仅要党委成员
学习袁 还要让每名党员认真学习遥
五是要做好监督检查工作遥 党工
部每月要对各支部党建工作的完
成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袁 并在
月度工作会上通报遥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袁这次述职
述出了责任尧问出了压力尧评出了
动力袁既是一次党建成效的对标展
示袁也是一次党建责任意识的提升
和责任压力的传导袁必将对加强兰
煤院党的建设起到推动作用遥

翟文嘉

甘肃局兰煤院

开展党支部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评议

湖北是全国防疫的重中之重袁
也是浙江煤炭测绘院有限公司枝
江分公司负责人胡振华的老家遥疫
情暴发后袁胡振华主动请战袁书写
着无私为民的情怀遥

2月 19日袁时值防疫工作的关
键时期袁防疫力量非常紧张遥胡振
华在解除自我隔离观察后袁 舍小
家尧顾大家袁勇挑重担袁加入枝江市
城管局志愿服务队遥

在各出入辖区的必经之路上袁
胡振华与城管队员们筑起了防控
疫情的野铜墙铁壁冶袁对每名出入人
员都仔细核查遥野您好袁同志袁非常
时期请配合我们的工作遥冶野您好袁
同志袁请出示身份证并测量体温遥冶
重复的话语不知说了多少遍袁重复

的测温动作不知做了多少次遥他们
逢车必检尧逢人必测袁确保辖区内
群众安全万无一失遥

面对可怕的疫情袁胡振华积极
做好防疫宣传袁为群众普及防疫知
识袁增强群众的防疫意识袁劝说扎
堆尧外出群众袁尽最大力量阻止疫
情的传播遥

3月 1日袁 为进一步做好群众
服务工作袁做到精准对接袁破解疫
情期间困难户蔬菜滞销和社区蔬
菜供不应求的难题袁胡振华不仅积
极奔走尧牵线搭桥袁还主动出资袁以
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了坝洲村困
难户滞销的 10000余斤蔬菜袁捐赠
给城管局辖区余家溪社区居民遥他
与驻村工作队员帮助农户采摘尧打

包尧装车袁在他们的带动下袁周围的
村民也参与进来袁 仅用了几个小
时袁万余斤蔬菜就装车完毕袁整装
待发遥 他说院野我只想奉献一己之
力袁既帮助困难户解决蔬菜滞销的
难题袁又帮助社区居民解决买菜难
的问题遥冶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袁面
对危险和困难袁 胡振华挺身而出袁
奋战在防疫的最前线袁守护着群众
的健康与安全袁为困难群众雪中送
炭袁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服务群众的
决心袁用主动作为尧勇于担当的精
神感动着身边的人遥

防疫路上谱写爱的赞歌
要要要记浙江煤炭测绘院公司胡振华

阴 沈 非

煤 田 简 讯
荫4月 4日 10时袁 航测遥感局在 3S基地

升旗广场举行哀悼活动袁为战野疫冶英雄和罹难
同胞默哀 3分钟遥活动结束后袁局党委书记尧局
长赖百炼在讲话中对因抗击疫情而牺牲的同
胞表达了崇高的敬意袁 激励干部职工学习战
野疫冶英雄的拼搏精神袁为夺取疫情防控和完成
全年生产经营目标野双胜利冶不懈奋斗遥

鲁建伟

荫近日袁第一勘探局一一九队党委开展了
清明节系列主题活动袁追思在抗击疫情中英勇
牺牲的烈士曰 组织 50余名职工在中华英烈网
进行清明节网上祭扫活动袁表达对革命烈士的
敬仰和哀思曰 组织职工手工制作朵朵白花袁寄
托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之情遥 李 颖

荫近日袁第一勘探局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团
总支开展了网上祭英烈活动遥团员青年自行进
入中华英烈网野致敬窑2020清明祭英烈冶专题袁
进行网上祭扫袁 通过向革命先烈敬献鲜花等袁
表达怀念和敬仰之情遥 杨红玉

荫清明节前夕袁第一勘探局华辰公司利用
易企秀制作 H5电子宣传单袁向全体职工发出
野网络祭扫 减少出行冶的倡议袁并号召大家通
过网络袁为英烈献花袁缅怀先烈遥 曹韵竹

荫清明节前夕袁水文地质局一队向全队党
员干部职工发出叶清明节倡议书曳袁倡导党员干
部职工增强个人防护意识袁 自觉遵守相关规
定袁不组织尧不参加聚集性祭扫活动袁过一个健
康安全的清明节遥 高恒燕

荫近日袁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一队组织开展
了野致敬窑2020清明祭英烈冶网上祭扫活动袁号
召干部群众学习革命先烈的感人事迹袁通过网
络袁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袁以此表达哀思与敬
仰遥 马茹祥

荫清明节前夕袁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队组
织职工和家属开展了野清明节缅怀先烈冶系列
活动袁大家通过手绘一幅画尧手书一幅字尧登录
网站为英烈献花等活动袁缅怀革命先烈袁传承
红色基因遥 胡善周

荫近日袁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物测队党委积
极响应中央文明办尧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倡导
的野清明祭英烈冶活动袁组织党员通过中国文明
网参与网上祭英烈活动袁在缅怀革命先烈的同
时袁激发昂扬的精神斗志遥 赵 欣

荫清明节前夕袁安徽省煤田地质局二队团
委联合队文明办向团员青年及职工家属发出
倡议袁通过网络袁以实景模拟的方式向烈士献
花尧点蜡烛尧写感言寄语等袁表达对英烈的崇敬
之情遥 曹媛媛

荫安徽省煤田地质局三队团委于近日组
织团员青年开展了野清明祭英烈冶网上祭扫活
动袁团员青年通过献花尧默哀尧书写寄语等方
式袁祭奠先烈袁表达崇敬之情遥 张 斌 胡 淳

荫清明节前夕袁安徽省煤田地质局一队文
明办尧队团委以野清明袁我们的节日冶为主题袁联
合开展网上祭扫活动袁 积极营造缅怀先烈尧崇
尚英烈尧学习英烈的氛围遥 朱 璐 陈英如

荫4月 4日袁河南省煤田地质局三队油气
钻井工程处 3002井队全体员工在施工现场举
行默哀仪式袁为抗疫中的英雄烈士和逝世的同
胞哀悼遥工程处还积极响应号召袁要求职工在
清明节文明祭奠尧低碳祭奠遥 朱明君

荫4月 4日袁河南省煤田地质局四队干部
职工通过网上祭奠尧降半旗尧鸣笛尧列队默哀等
方式袁深切悼念在抗击疫情中牺牲的烈士和逝
世同胞遥10时袁山西晋城美中和蓝焰煤层气项
目尧大同地热项目等施工现场袁职工自发列队袁
脱帽默哀遥 阎 宁

荫为表达对在抗击疫情中牺牲烈士和逝
世同胞的深切哀悼袁4月 4日 10时袁江西省煤
田地质局二二七队党委组织党员干部职工举
行哀悼活动袁铭记英雄袁缅怀同胞遥 牛素英

荫近日袁江西省煤田地质局普查综合大队
利用多种方式开展祭奠活动遥制作了和清明相
关的图文袁在电子屏反复播放曰开展了野清明祭
英烈冶网上主题系列活动曰邀请各支部录制了
野缅怀先烈尧 致敬英雄冶 公益宣传视频曰4月 4
日 10时袁 向在抗击疫情中牺牲的烈士和逝世
的同胞默哀遥 黄 蛟

荫清明节前夕袁甘肃煤炭地质勘查院组织
开展了网上野致敬窑2020清明祭英烈冶活动遥全
体党员通过网络平台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袁寄
托哀思袁在践行文明祭奠的同时袁引导党员干
部铭记历史尧心存感恩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不忘初心尧砥砺前行遥 董文婷

荫近日袁贵州省煤田地质局一五九队组织
干部职工开展了网上祭英烈活动袁通过中华英
烈网尧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祭
奠革命英烈遥 大家纷纷在祭扫平台上留言袁寄
托对英烈的崇敬之情袁同时对在四川凉山森林
火灾中牺牲的灭火英雄袁以及在抗击疫情中牺
牲的烈士致以深切哀悼遥 周 珩

荫清明节前夕袁内蒙古煤田地质局呼伦贝
尔市华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4月 2日组
织全体职工进行了网上公祭活动遥全体职工通
过国家公祭网袁为遇难同胞点烛祭奠袁献上花
环寄托哀思袁并留言悼念牺牲的烈士和遇难的
同胞遥 李骁勇

荫4月 3日袁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
究院举办了野缅怀战疫烈士袁致敬逆行英雄冶清
明节系列活动袁大家积极参加网上绿色祭扫活
动袁随后观看了抗击疫情纪录片袁以此致敬在
疫情中牺牲的逆行者遥 杨光烁

构 建 和 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