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荫近日袁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物测队
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安全教育活动遥队
党委组织职工进行安全答题袁 集中收看
了山东诚安安全培训中心举办的以 野如
何有效提升员工安全意识冶 为主题的安
全公益直播课遥通过此次活动袁全体职工
形成了由野要我安全冶变为野我要安全冶的
自觉性袁 进一步提高了安全生产意识和
安全责任感遥 赵 欣

荫为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开
展袁江西省煤田地质局结合实际开展了不
同形式的主题宣传活动遥线上袁通过微信
公众号发布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内
容袁 引导干部职工树立国家安全意识袁自
觉维护国家安全遥线下袁通过悬挂横幅尧发
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干部职工宣传叶国家
安全法曳叶反间谍法曳 等相关法律法规袁倡
导大家牢固树立国家安全意识遥这次活动
还走进部分在建项目工地袁为项目人员讲
解了安全生产尧现场施工管理等相关知识
及法律法规袁普及如何检查与消除火灾隐
患尧培养扑救能力和组织人员疏散逃生等
消防安全知识遥 陈 成

荫前不久袁中煤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华
南建设有限公司举办了国家安全教育系
列活动遥一是发出叶2020年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日倡议书曳袁 倡导全体员工树立忧患
意识尧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袁强化法治思维尧
争做知法守法公民袁坚持从我做起尧自觉
守护国家安全袁广泛参与活动袁积极营造
浓厚氛围遥二是组织全体员工学习叶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曳叶全民国家
安全知识选读曳等袁提高员工国家安全知
识水平遥三是组织全体员工观看叶国家安
全法制宣传系列微电影要要要微信陷阱曳袁
提高员工维护国家安全的积极性和警惕
性遥 温度波

甘肃局一四五队

部署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本报讯 前不久袁 甘肃煤田地质

局一四五队召开了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会议遥

队党委副书记尧 纪委书记刘生飞
指出袁2019年以来袁该队党委尧纪委认
真落实中央尧 甘肃省委和甘肃局全面
从严治党各项工作部署袁 强化政治建
设袁 政治生态不断优化遥 强化责任担
当袁管党治党责任有力落实遥坚定不移
纠治野四风冶袁干部作风持续向好遥坚持
挺纪在前袁监督效能全面提升遥严格自
身管理袁野三转冶持续推进遥

会议对一四五队 2020 年全面从
严治党工作作了部署遥 一是坚持以政
治建设为统领袁 推动坚定 野两个维
护冶 的思想自觉尧 政治自觉尧 行动自
觉遥 二是坚持标本兼治袁 一体推进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遥 三是发挥监督专
责职能袁 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
督遥 四是坚持不懈抓好作风建设袁 不

断释放正风肃纪的强烈信号遥 五是提
升斗争本领袁 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纪检
监察干部队伍遥

队党委书记刘国平强调袁 一要准
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新任
务袁 着力强化抓好管党治党的紧迫感
和责任感遥 二要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袁切实履行野两个维护冶重大
政治责任遥三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袁以
坚定决心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遥 四要切
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袁 持续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遥 五要
聚焦纪检监察主责主业袁 从严从实加
强队伍建设遥

会议还传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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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尧 省自然资源系统深化全面从严治
党工作会议精神和省煤田地质系统全
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精神遥

王 云

山东局物测队党委重学习抓落实

本报讯 前不久袁安徽省煤田地质局党委书记尧局长章
立清一行赴定点帮扶村阜阳市太和县赵集乡双龙村尧城关
镇金张社区走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遥

章立清一行首先来到双龙村袁实地察看了由安徽局出
资建设的蔬菜大棚扶贫项目遥接着又来到村扶贫厂房调研
复工复产情况袁了解厂房疫情防控尧生产经营及带贫情况遥
章立清还入户走访了他本人结对帮扶的 3户贫困户家庭袁
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尧 身体状况及存在的实际困难袁
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尧克服困难袁积极发展生产袁改善生活条
件袁同时送上了个人慰问金遥

随后袁 章立清一行来到城关镇金张社区走访调研袁察
看了香椿产业园扶贫项目及扶贫车间复工复产情况袁并详
细了解近期扶贫工作队帮助开展消费扶贫尧帮助销售香椿
的有关情况遥

走访调研期间袁章立清一行听取了两个驻村工作队关
于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情况及疫情防控情况的汇报袁看望慰
问了驻村工作队队员袁了解了他们的生活及工作情况遥

章立清对驻双龙村尧金张社区扶贫工作队的工作给予
肯定遥他指出袁工作队政治强尧业务精尧作风硬袁能够把局党
委扶贫工作的要求认真落实到位袁工作思路清晰袁管理水
平进一步提高袁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效遥他要求袁一要进
一步深化思想认识袁提高政治站位曰二要紧扣目标任务袁坚
决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曰三要牢记初心使命袁全力履行好
定点帮扶职责遥 张 威

用脚步丈量扶贫土地 在一线守护人民群众
要要要记驻村第一书记航测局冯恩杰

阴 鲁建伟 安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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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恩杰袁 1980年 6月参加工作袁 1992年
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袁 先后任航测遥感局制印
公司团支部书记尧 局团委委员尧 印材公司特
种印刷厂厂长袁 现任航测局派驻渭南市澄城
县王庄镇塔塚村第一书记遥 2016 和 2017 年
度袁 冯恩杰连续两年在陕西省委组织部和省
扶贫办年度考核中被评为 野优秀冶曰 2018 和
2019年度连续两年被澄城县委授予 野优秀第
一书记冶 野优秀共产党员冶 称号遥

扎根扶贫袁 践行初心
2016 年 10 月袁 冯恩杰主动申请下沉一

线袁 被航测局选派到澄城县王庄镇塔塚村担
任驻村第一书记遥 驻村 4 年中袁 他牢记一名
共产党员的誓言袁 用实际行动担当作为袁 用
真情帮助困难群众袁 履职尽责推进脱贫攻坚
工作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袁 始终心系百姓尧
不忘群众袁 每年 330多天的驻村生活袁 让本
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和这片土地更加融合遥
驻村一线的平淡和重复让很多人望而生畏袁
但他从没叫过苦袁 更没有一句怨言遥

几年来袁 走街串户有冯恩杰的背影袁 田
间地头有他的声音遥 翔实了解贫困户的生产尧
生活状况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袁 动员贫困
户发展产业尧 为脱贫致富出谋划策是他工作

的常态遥 经过 4年的积累袁 村里已有 13条巷
道完成硬化袁 新增 4座水塔袁 完成村 33条路
的亮化工程袁 新建一个 野标准化党员活动
室冶尧 两个 野爱心书屋冶尧 一个 野标准化医务
室冶袁村野文化文体广场冶投入使用袁扶贫产业园
123亩果树茁壮成长遥 他探索出野党支部+贫困
户+产业园冶野将致富能人发展成党员尧 将党员
培养成致富能人冶的脱贫方法袁开启了塔塚村
脱贫攻坚的新模式遥 作为一名驻村第一书记袁
他心系百姓袁经常拿出自己的工资慰问村里的
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袁一闲下来就帮助贫困户
干农活袁自驾车送贫困户上医院看病遥 在一个
贫困户两口都患病住院期间袁他积极帮其申请
民政救助袁带头捐款并组织募捐遥 4年来袁他团
结带领村委会人员摸清全村贫困底数袁弄清贫
困产生的症结袁搞清群众问题的需求袁加强上
下联动袁动员各方力量袁 积极筹集资金袁 一件
一件统筹谋划尧 一项一项抓好落实袁 一年接
着一年干袁 带动全村 64户 237名贫困群众脱
贫袁 贫困发生率 0.63%以下遥

齐心抗疫袁 志在澄城
疫情就是命令袁 疫情就是召唤遥 今年袁

面对疫情袁 构筑保卫家园的防线成为第一要
务遥 冯恩杰连夜奔赴塔塚村袁 从大年初二开

始就站在了帮扶村 1563名群众中间遥 他组织
大家搭建帐篷尧 设卡口噎噎筑起保卫家园的
防线袁 用行动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袁 让
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的一线高高飘扬遥

地处渭北高原的塔塚村袁 夜晚的西北风
呼啸而来袁 临时搭建的帐篷在寒风中像一列
蒸汽小火车袁 时不时传出呜呜的声音袁 打破
沉静村庄的安宁遥 白天服务群众的冯恩杰袁
晚上及时完善国扶办建档立卡业务管理系统
中的信息袁 填写一个个表格数据袁 记录谁家
小孩上学需要走访袁 谁家老人生病需要联系
医院噎噎深夜饿了就啃袋方便面袁 困了就裹
着大衣在长板凳上眯一会儿遥 为了确保全村
安全袁 他主动购买防护物资袁 跑遍了村里的
角角落落袁 打遍了所有贫困户的电话袁 摸排
427 户村民袁 到每一户家中发放物资尧 测体
温尧 宣传防护知识噎噎

爱心无界袁 情义无价遥 2月 1日袁 冯恩杰
主动出资 1000余元购买洗手液尧 手套尧 香皂
等生活物品袁 慰问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值
班人员袁 出一份力献一份爱遥 他说院 野我虽
然不是医务工作者尧 不能去武汉袁 做不了多
么大的贡献袁但希望能献出自己的爱心袁尽一
名党员的职责遥 冶这些袁村民们看在眼里尧记在
心间袁常常劝他休息一天袁可他却说院野疫情不

退袁群众不安全袁我休息也不安心遥 冶村民们为
了表达心意袁自发为他送来野众志成城抗疫情袁
同舟共济暖人间冶 的锦旗遥

防控为先袁 农耕不忘
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袁 农耕

时节袁 有序安排生产成为疫情期间最大的考
验遥 冯恩杰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袁 组织全
村致富带头人和果业管理能手集思广益袁 商
议制定了复工复产工作方案遥 为了保障全村
粮食不减产尧 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袁
他组织群众对 2000多亩苹果树尧 花椒树等经
济作物白天进行修剪袁 晚上加紧完成施肥尧
浇水灌溉等工作遥 此外袁 新栽 40 多亩花椒
树袁 完成 90多亩的产业园苹果树苗补栽袁 为
有序开展农业生产袁 稳定粮食产量尧 保证粮
食安全尽了一份力量遥

日常时候看得出袁 关键时刻站得出袁 危
急关头豁得出遥 冯恩杰用村民致富的成果践
行着普通党员的初心袁 用抗击疫情的实际举
措彰显了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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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袁山东省煤田地质局
物测队召开党委理论中心组扩大会
议袁 传达学习当前山东省及山东局重
点工作及会议精神遥

此次扩大会议重点学习了四项内
容院一是全省野重点工作攻坚年冶动员
大会精神曰二是 2020年度省直部门单
位党组渊党委冤履行机关党建主体责任
清单曰 三是山东局党委常委会深入学
习贯彻全省野重点工作攻坚年冶动员大
会精神曰四是局党委四届四次全委渊扩
大冤会和 2020年全局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会议精神遥

队党委书记李文东指出袁全省野重
点工作攻坚年冶 动员大会精神及党建
主体责任清单袁也为全队 2020年各项
工作的推进指明了方向遥下一步袁要把

学习贯彻落实省委尧 局党委会议精神
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袁 组织传达学
习袁 切实抓好落实袁 深刻领会精神实
质袁确保省委尧局党委各项决策部署在
全队落实见效遥

李文东要求袁各实体尧部室要结合
单位实际袁按照上级党委部署要求袁对
年度各项工作计划进行充实袁 谋划部
署好全面工作遥下一步袁要扎实推进绩
效工资尧实体考核改革袁切实谋划和加
强制高点培植和平台建设袁 以制度改
革尧创新和完善为抓手实现野管理提升
年冶目标遥他要求袁全队各级领导干部尧
党员要牢记使命勇担当袁团结奋进尧干
事创业尧真抓实干袁为实现物测队重点
改革任务顺利推进和各项年度目标任
务的完成努力奋斗遥 赵 欣 尹 鹏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形势趋向好转袁 复
工复产有序推进袁 但疫情尚未过去袁 口罩等防控物
资供应仍比较紧张遥 3月 23日袁 是第一勘探局地质
勘查院党群工作部李苑小夏结束隔离尧 返岗工作的
第一天袁 为了给单位复工复产尽一份力量袁 她向单
位捐献了自己亲手制作的 50余只口罩遥

李苑小夏在返岗前接到了必须居家隔离 14天的
通知袁 便开始琢磨这段时间做点什么遥 当得知已返
回工作岗位的同事在工作期间须佩戴口罩袁 她便萌
生了为大家制作口罩的想法遥 说做就做袁 她先在网
上做功课袁 了解制作口罩所需要的材料和工具袁 再
通过浏览各店家买家秀比对材料质量袁 利用隔离期
前一周的时间袁 网购了制作口罩的熔喷布尧 无纺布尧
鼻夹板尧 耳带和封口机等材料和工具遥 返回邯郸后袁
她按照当地的疫情防护要求袁 主动自我隔离袁 在居

家办公的同时袁 利用休息时间制作口
罩遥 由于没有经验袁 她一开始掌握不
好封口机的温度袁 经常出现防水层熔
断的情况袁 取下材料时一不留神就会
被封口机烫伤手指遥 但这些困难并没
有浇灭她的热情袁 失败了就重新开始袁
有几天晚上她一直忙到凌晨一两点遥
功夫不负有心人袁 渐渐地袁 她掌握了
制作口罩的方法和技巧遥 在 14天的隔
离期里袁 从一开始的磕磕绊绊到后来
的行云流水袁 她一共制作了 50余只口
罩袁 全部捐赠给了单位遥

大家看到做工精致的口罩袁 都赞叹不已遥 当被
问及怎么有做口罩的想法时袁 李苑小夏说道院 野看
到单位同事奋战在防疫复工一线袁 我总在思考自己

能为单位做些什么袁 虽然这些口罩不能用于防疫袁
但用于防尘工作岗位也能帮助大家更好地投入到工
作中遥冶

别样隔离期 手工抗疫情
阴 王艳玲

山东局三队
开展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季度大检查

4 月 9日袁山东省煤田地质
局三队党委对各党支部标准化
建设工作进行了季度大检查遥根
据要求袁结合上年度党建检查整
改反馈意见袁督导组在每月督导
检查的基础上袁对照党支部标准
化建设指标清单袁从政治思想建
设尧组织体系设置尧支部班子建
设等 8个方面袁查看了各基层党
支部标准化建设尧党员活动阵地
建设和整改落实等情况袁结合检
查情况提出了反馈意见袁并要求
各党支部结合存在的问题进一
步认真整改袁争取年底全队党支
部建设水平实现阶梯式提升遥

孟 凤 摄影报道

煤 田 简 讯

荫近日袁 河南省煤炭地质勘察研究
总院召开中心组渊扩大冤学习会议袁开展
国家安全教育日专题学习遥 党委书记李
兆慧传达了叶河南省煤田地质局 2020年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实施方
案曳袁并提出几点要求院一是提高政治站
位袁 引导干部职工进一步牢固树立总体
国家安全观袁不断推进宣传教育常态化尧
长效化尧普及化曰二是立足实际袁结合当
前形势袁抓好公共卫生安全尧资料管理安
全尧 意识形态安全等领域的宣传教育工
作袁提高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的能力曰
三是班子成员要发挥野关键少数冶作用袁
强化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袁 提高维护国
家安全能力遥 王 琼

荫4月 15日袁安徽省煤田地质局三
队组织开展了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
教育活动遥 该队利用电子大屏幕尧 广播
站尧微信工作群等宣传媒介袁向机关工作
区尧生活区职工尧家属袁系统宣传叶国家安
全法曳尧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及每个公民
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遥同时袁该队
相关部门深入基层一线袁开设宣传讲堂袁
发放宣传资料袁大力营造宣传氛围袁为安
全生产蓄势助力遥

朱汉标 闻家俊

荫4 月 15 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袁连日来袁河南省煤田地质局一队开展
了一系列国家安全宣传教育遥 一是采用
党委中心组学习尧 基层党支部集体学习
等方式袁 组织干部职工系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论述袁
并组织开展了国家安全知识答题活动遥
二是在做好宣传版画尧 悬挂宣传横幅尧
LED显示屏滚动播放宣传标语的同时袁
充分利用队网站尧微信公众号等载体袁刊
登尧推送国家安全教育相关文章袁广泛普
及全民安全教育知识袁 收到了良好的宣
传学习效果遥 李明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