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初袁西藏自治区错那县雨雪纷飞袁陕西省一三九煤田地质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
错那边防部队饮用水工程正在紧张施工中遥3月以来袁一三九公司根据施工地政府和相
关项目建设方的疫情防控要求袁有序尧科学尧合理尧规范地组织复工复产袁野外一线职工
在确保防护到位和生产安全的前提下袁积极恢复施工项目生产秩序遥

闵广明 李 晶 摄影报道

本报讯 4月 13日袁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召开加快
提升地勘核心竞争力第二次专题推进会袁局党委书记尧
局长章立清出席会议并讲话袁局党委委员尧副局长章云
根主持会议遥

会前袁 章立清一行实地考察了淮河能源控股集团
潘二煤矿底板灰岩水害地面区域探查治理工程袁 先后
到一队尧三队施工钻机现场袁听取了项目负责人关于项
目施工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的介绍袁 详细了解
项目复工复产情况及疫情防控情况袁并走进职工宿舍尧
活动室尧食堂等袁仔细察看项目部各项设施建设遥章立
清要求各队一定要做好一线职工各项生活保障袁 让他
们生活舒坦尧工作安心遥

座谈会上袁 各单位负责人分别汇报了自第一次专
题推进会以来各项工作落实情况尧 存在的问题和下一
步打算袁 市场开发和项目部建设工作开展情况及第一
季度生产经营情况曰 局机关各相关处室也结合提升核
心竞争力尧市场开发及项目部建设作了部门工作汇报曰
章云根从装备升级尧队伍升级尧技术升级尧管理工作尧安
全生产尧市场开发六个方面作出具体安排袁并对近期工
作提出了要求遥

在听取汇报后袁 章立清充分肯定了加快提升核心
竞争力取得的阶段性成效院中标数量显著增加曰加快推
进核心竞争力的认识和内容形成共识曰 队伍建设持续
加强袁装备水平显著提升袁施工技术日趋成熟袁管理体
系基本构建遥

章立清强调袁要树立危机感袁转变观念袁推进改革
创新曰要加快设备升级袁推进队伍建设袁加快技术创新
和管理创新曰 要进一步营造安全生产尧 文明施工的环
境袁把局 1号文和钻机标准化管理文件落实到位曰要做
好野职工之家冶建设袁发挥工会群众组织作用袁围绕中
心尧服务大局袁尽快出台方案袁做好服务职工工作遥

章立清要求袁 一要加强两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
建设曰二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工作体系曰三要坚定价值追
求袁弘扬新时代煤田地质局精神遥 朱 璐

安徽局加快提升地勘核心竞争力

本报讯 4月 9日袁中化地质矿山
总局通过企业微信视频召开推进国土
空间规划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座
谈会遥局党委书记尧局长尚红林袁党委
委员尧副局长刘兴旺袁党委委员尧总工
程师姚超美袁局长助理尧明达海洋公司
董事长田力参加会议遥

尚红林强调袁 国土空间规划及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相关业务前景良好袁
市场潜力巨大袁 各直属单位要加强互
通合作袁积极作为开拓相关市场遥业务
拓展要树立市场意识袁解放思想袁认真
做好市场调研袁秉持以客户为先尧为客
户创造价值的营销理念袁 寻找业务突

破口遥在防疫工作常态化的情况下袁坚
持完成全年任务目标不动摇遥

会议邀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土
空间规划局副局长渊主持工作冤程雅淇
详细解读了自然资源部关于国土空间
规划的政策要求袁 为各直属单位开拓
相关领域市场提供了有力依据遥

会上袁 各直属单位代表依次介绍
了在国土空间规划及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领域取得的一些业绩成果袁 并积极
分享各自在相关领域市场开拓方面的
工作心得袁以及遇到的实际困难遥

王晓腾
阴 编辑 傅云青 阴

中化局推进国土空间规划及全域土地整治工作

本报讯 4月 9日袁江西省煤田地
质局在南昌召开工作会议尧 党风廉政
建设会及表彰会袁总结全局 2019年取
得的主要成绩袁分析面临的主要问题袁
研究部署 2020年工作遥

会议指出袁2019年全局在地勘转
型尧工程施工尧海外产业尧房地产业等
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遥 二二三队玄
武岩预查项目填补了江西省在玄武岩
纤维这一领域的空白曰 一九五队赣州
水东居项目注重工地标准化建设袁被
评为 2019年度野江西省建筑安全生产
标准化示范工地冶曰江西中煤中标的援
蒙古国口岸项目合同额 3.65亿元袁是
江西省企业目前承接的最大援外项
目曰 华昌企业高安项目全年实现住房
认购 677套袁认购金额 6.36亿元遥

会议指出袁 全局工作中还存在一
些制约发展的问题袁 比如地质转型还
不够到位袁产业优势不明显袁市场竞争
力较弱曰应收账款高袁资金周转慢袁清
欠责任落实不够曰 项目管理和专业技
术人才队伍缺失严重曰 党内政治生活
不够严肃袁党员干部担当作为不够等遥
这些问题尽管只在个别单位或者小范
围存在袁但仍要予以正视袁并切实加以
解决遥

会议要求袁要建立健全各项制度袁

自觉维护制度的权威袁确保令行禁止曰
要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尧 抓大
项目促进大发展的野项目为王冶理念曰
要有序推进地勘事业单位改革袁 规范
江西中煤混合所有制改造袁 深化用工
和分配制度改革曰 要管好资金防控风
险袁严格控制银行贷款规模袁强化项目
经营管理袁 推进项目标准化管理和文
明施工曰要坚持野民生为本冶袁改善民生
工作遥

会议强调袁 要持续深化全面从严
治党袁坚持和完善监督体系袁强化对权
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曰 要加强对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尧落
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的监督袁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情况的监督检
查曰要完善监督机制袁有效发现解决群
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尧 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执行不到位问题曰 要强化日常
监督袁把监督融入日常尧做在经常曰要
妥善精准运用野四种形态冶袁对党员干
部身上的问题早发现尧 早提醒尧 早处
置曰要重点聚焦项目建设领域袁紧盯关
键人尧关键节点尧关键事袁将监督责任
压实做细到基层一线袁 大力发挥基层
党支部纪检委员和党员的监督力量和
作用袁 切实解决基层党的领导和监督
虚化尧弱化问题遥 刘 玄

江西局谋划全年工作

本报讯 近日袁 河南省煤田地质局资源环境调查
中心主任刘国印一行到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河南地质
局座谈交流袁并与该局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遥

中化河南局局长张建军代表该局对刘国印一行
的到来表示欢迎遥随后袁双方就各自单位的情况进行
了介绍袁并就干热岩尧环境尧地热尧物探等技术问题进
行了深入交流遥张建军表示袁希望双方能够发挥资源尧
人才尧技术尧装备尧资质尧管理等优势袁在自然资源调
查尧地质灾害防治尧绿色矿业发展尧生态环境保护与修
复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袁实现双方高质量发展遥

会上袁双方共同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遥
庞阿娟

中化河南局与河南局资环中心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4月 9日袁江苏煤炭地质局与安徽理工大
学地球与环境学院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遥

合作双方均表示将以本次产学研合作协议签订
为契机袁在煤矿区域防治水尧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利用尧
水污染处理尧土壤污染治理尧土地整治复垦尧地质灾害
治理尧生态环境修复和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等方向开展
务实合作袁以具体合作项目为抓手袁 整合双方优势资
源袁 充分发挥协同效应袁 联合破解发展瓶颈袁 努力
实现互利共赢尧 高质量发展遥

双方均已明确了具体联系人袁 以便加强信息沟
通袁 增进相互了解袁 尽快推进项目落地袁 积极探索
合作新领域遥 平立华

江苏局与安理大地环学院
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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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筑起战野疫冶铜墙铁壁
要要要总局机关党委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侧记渊三冤

阴 本报记者 王 冰 姜 超

近日袁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叶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曳遥

党中央确定 2019年为野基层减负年冶袁着力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袁让基层干
部轻装上阵袁取得明显成效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斗争中袁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尧 干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
署袁自觉践行初心使命袁勇于担当尧攻坚克难尧无私奉献袁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共产党人的政
治本色遥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上升袁再叠加疫情影响袁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难
度更大袁更加需要以优良作风狠抓工作落实袁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遥

4月 8日正午时分袁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
福慧嘉苑小区内袁 淡黄色的迎春花随风摇曳袁
几个小朋友在大人的陪伴下嬉戏玩耍袁小区逐
步恢复了往日的容颜遥

张秀凤是小区的住户袁疫情期间袁她亲眼
见证了小区的改变袁这一日袁她在业主群里表
达感谢院野谢谢默默为我们大院做工作尧作贡献
的在职的尧退休的领导和同事浴我又找回了踏
实有安全感的感觉浴由衷地感谢浴冶看到这则信
息袁福慧嘉苑小区临时党支部书记李宏有些激
动袁野住户们都看在眼里袁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肯
定啊浴冶

临时党支部临危受命

情系群众袁 坚决筑牢社区 野第一道防
线冶遥 福慧嘉苑小区一直是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党委和机关党委领导心中的牵挂袁 局长尧 党
委书记赵平和副局长范宝营尧 总会计师于学
平尧 纪委书记汤念楚尧 总经济师姚志祥等领
导不止一次来到小区袁 调研检查疫情防控工
作袁 并及时成立小区防疫指导工作组袁 指导
组建临时党支部袁 各项防疫工作紧张有序地
开展起来遥
彼时袁疫情形势严峻袁小区成为临时党支

部战野疫冶的主战场遥人员紧缺袁怎么办钥野我是
小区的一员袁更是党员袁我来浴冶年近 60岁的罗
伟冲在前面遥

野我在小区袁 看看我能干点什么袁 什么都
行浴冶孙红娥和赵丹丹说遥

最终袁 李宏手上拿着一张 20 人的名单袁
野危难时刻袁 党员先行遥冶 3月 10日袁 由总局
总部尧 地质集团尧 中煤建工尧 勘研总院尧 二
勘局尧 物探院等多家单位在职党员尧 小区物
业党员尧 部分离退休老党员组成的小区疫情
防控临时党支部袁 由总局机关党委牵头成立袁
与小区防疫指导工作组联合开展防疫工作遥

防控严点才安心

野对进出小区的人员和车辆实行严格管
控袁并办理出入证浴冶野严格执行应急值守浴冶野小
区消杀工作要到位浴冶野业主们买菜的事要赶紧
联系浴冶野工作人员的工作证办了没有钥 马上落
实浴冶噎噎临时党支部集中力量和资源袁一鼓作
气袁全面加强小区疫情防控遥

在这个不平凡的春天里袁人们从方方面面
感受到了他们的用情至真尧用心至深遥

福慧嘉苑小区共有 11个单元袁 住户加上
租户有 2000多人袁 多年前的摸排已不具备参
考价值遥为做到工作底数清晰尧防控严格规范袁
临时党支部对小区内业主情况进行了详细的
登记排查袁雷小乔更是不厌其烦地将各项细节
进行汇总遥人数不对袁错了再查曰隔离情况不
明袁隔门拜访遥最后袁一张清晰的小区业主及租
户管理图及时交到工作人员手中遥

野李老师袁您取快递啊袁来袁我量下体温遥冶
薛彬的脸上带着温暖的笑容遥为做好出入人员
的排查统计工作袁临时党支部每周对支部党员
和防疫工作组人员进行值班安排遥 值班实行 2
小时轮岗制袁 对出入人员尧 车辆进行排查尧登
记遥他们不畏风雨尧不分昼夜袁带着笑容袁认真
地落实每一项检查要求遥

李宏不仅仅是临时党支部的书记袁也是大
家心目中的 野好大姐冶遥 有时袁 值班的人有事

不能及时赶到袁 打个电话袁 她一准儿能顶上遥
而张建军和陈巍葳这两口子袁 经常一同出现
在防 野疫冶 战线上袁 以实干加巧干上演着最
强夫妻档遥

晚上不到 7点的时候袁张翰飞像往常一样
准时出现在小区的岗位上遥 工作人员介绍袁这
小伙儿每天既要到单位正常上班袁又要在小区
内值班袁他主动提出每天最晚的这一班要要要晚

7点到 9点袁他一定要坚守遥
3月 21日袁 临时党支部组织了一次特殊

的主题党日活动袁 他们协同国家矿山应急救
援大地特勘队对小区进行了一次彻底消杀作
业袁 浓重的消毒水气味弥漫袁 但是难得的让
人心安遥

3月 28日袁野守护嘉苑 洒扫庭除冶 共战疫
情特殊主题党日活动开展袁 党员们拿着扫把尧
铁锹尧 抹布对福慧嘉苑小区进行了大扫除尧大
消毒遥

李宏笑着进行解释袁野我们的工作得到了
太多人的支持袁张昊主任和二勘局纪检组组长
马金彪每天再晚都会到我们的值班岗位上与
大家一起值守曰办公室的于文罡主任主动给我
们运来电脑和防疫物资曰机关服务中心更是如
此袁 许振宇主任每天都会打电话来问缺什么遥
只要我们有需求袁他们从来都是立即回应遥冶

老百姓的大实话

虽然临时党支部成立的时间不长袁但是住
在这里的人们发现袁原先各种各样的老大难问
题悄然发生了改变遥

野这一袋鸡蛋才不到十块钱袁 好实惠啊浴冶
在福慧嘉苑的野早市冶上袁张阿姨边买菜边感叹
道遥疫情期间袁为尽可能给居民提供便利袁临时
党支部联系了新发地菜品供应商袁在南门摆起
了便民菜摊袁每隔一天就会带来新鲜的瓜果和
蔬菜遥大家在挑选各自所需时袁不住地称赞这

是为民办实事的好举措遥
而说到人们的野头等大事冶袁住户们更是津

津乐道遥这天袁李师傅边摸着新剪的发型边哈
哈笑着袁野临时党支部约请了专业理发师袁今儿
啊袁我排了个第一名浴冶在小区活动中心袁理发
处张贴着野一米线冶地贴标识袁几个阿姨正在保
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有序地排队袁期待着自己
的新发型遥

阳光和煦的午后袁 一位老人背着双手微
眯着眼睛袁 在大院宣传栏前伫立良久袁 每天
到这里瞅一瞅学习学习已经成了他的习惯遥
为了帮助业主们及时了解党中央尧 北京市政
府的防疫政策袁 以及小区各项防疫措施袁 临
时党支部充分利用微信尧 宣传栏尧 电话等方
式及时给大家送去精神食粮遥 这不袁 宣传栏
又换新的了遥

这个春天袁 在疫情防控这个没有硝烟的
战场上袁 有这样一个临时党支部袁 大院门口
有他们袁 洒扫庭除有他们袁 入户排查有他们袁
答疑解惑有他们袁 最主要的是老百姓的口碑
中有他们遥 临时党支部袁 初心 野不临时冶袁 他
们充分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袁 竭尽全力发挥
着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袁 让党旗在疫情防控
一线高高飘扬遥

新华社北京 4月 18日电 渊记者 王
希冤 国务院国资委将制定出台一系列支
持引导中央企业深化改革尧 提质增效的
政策措施袁扎实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袁全
面做好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袁
奋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遥

这是记者从国资委日前召开的 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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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签订视频会
议冶上了解到的信息遥

国资委党委书记尧 主任郝鹏在会上
表示袁中央企业受到疫情冲击影响严重尧
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袁 要清醒尧全
面尧辩证尧长远地看待疫情带来的挑战和

机遇袁 推动中央企业生产经营尽快恢复
正常秩序袁 不断巩固和拓展高质量发展
的基础和空间遥

他表示袁 要在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前提下袁 突出抓好稳经
营尧 稳产业链尧 稳企业袁 以及保国计民
生尧 保重大工程尧 保安全生产尧 保高质

量发展等方面的工作袁 坚持党的领导尧
加强党的建设袁 为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尧 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作出更
大贡献遥

据了解袁通过视频会议系统袁郝鹏代
表国资委与中央企业负责人签订了

2020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遥

国资委将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
支持引导央企深化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