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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水袁岁月如梭袁安徽省煤田
地质局扶贫工作队的 3名队员要要要潘
启章尧陈双庆尧张威袁已经在太和县赵
集乡双龙村驻村扶贫 3年了遥2017年
4月袁他们怀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
命感袁离开舒适的城市生活袁投身脱贫
攻坚战的最前沿遥3年来袁 为了让村里
的贫困户脱贫致富尧 同全国人民一道
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袁 他们铭记初心使
命袁认真履职尽责袁在脱贫攻坚这项伟
大事业中袁奉献着青春和汗水遥他们用
真心尧真情干好扶贫工作袁赢得了村民
的交口称赞遥

扎根基层 用心扶贫

王卫民是双龙村的普通村民袁46
岁的他肢体二级残疾袁与患有高血压尧
风湿性关节炎的老母亲共同生活遥由
于生活困难袁2015年被确定为贫困户遥
2016年袁在村里的动员下袁他在沙颍河
岸边建起了养殖场袁养殖土鸡遥由于缺
乏养殖技术和经验袁 当年没有实现盈
利袁反而出现了亏损袁现实的打击让他
一蹶不振遥

2017年袁工作队到村后袁多次上门
做思想工作袁鼓励王卫民重拾信心袁继
续发展家庭养殖遥 同时有针对性地对

其开展帮扶袁帮助搭建鸡棚袁安排他参
加养殖技术培训班袁 帮助申请产业补
贴和销售遥

通过自身努力和工作队的大力帮
扶袁王卫民饲养了母鸡 500多只袁小鸡
仔 300多只袁当年实现盈利袁2018年纯
收入达到 5000 元袁 顺利实现脱贫遥
2019年袁王卫民继续扩大养殖规模袁增
加养殖品种袁 全年养殖纯收入达到
7000元以上遥

现在的王卫民逢人便说党和国家
的政策好袁工作队的帮扶好袁让他过上
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遥

通过卓有成效的脱贫攻坚工作袁
双龙村减贫成效明显袁 已脱贫 249户
497人遥贫困发生率由 2014年的 14.7%
降到了现在的 0.08%袁 整村在 2018年
实现脱贫出列遥

服务群众 用情扶贫

野脚下沾有多少泥土袁心中就沉淀
多少真情遥冶 工作队始终坚持入户走
访袁确保精准帮扶遥白天袁在田间地头尧
农户家中袁 他们与村民促膝交谈曰晚
上袁 在简陋的办公室里袁 他们加班加
点袁对采集的信息进行整理总结遥

2019年年底袁 他们在走访中了解
到一部分贫困户家中的红薯粉丝存在
滞销的情况袁便立即与帮扶单位联系袁
积极动员职工购买遥 短短 20 多天时

间袁就帮助 30户贫困户销售粉丝 5000
余斤袁价值 4万余元遥当贫困户王翠莲
拿到销售粉丝的钱时袁 开心地说院野真
是太感谢你们了浴 去年帮助俺家申请
了危房改造袁让我们住上了新房子袁今
年又帮助俺家卖掉 200多斤粉丝袁真
是太感谢了浴冶

虽然驻村工作干的都是些小事袁
但是只要能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尧办
好事尧解难事袁他们都会有小小的成就
感遥 工作队始终坚持为民服务的宗旨
意识袁 时刻把贫困群众的安危冷暖放
在心上袁 想群众之所想袁 急群众之所
急袁用真心真情帮扶遥

真帮实扶 用力扶贫

2017年工作队刚驻村时袁 村集体
经济收入主要靠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和
扶贫厂房租金袁缺乏有特色尧成规模的
长效扶贫产业遥针对这一情况袁工作队
在调查研究尧可行性论证的基础上袁于
2018 年与帮扶单位协调帮扶资金近
40万元袁帮助双龙村建设了 20亩钢构
蔬菜大棚袁 并将大棚出租给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袁 发展苗木花卉及蔬菜水果
种植袁 每年 8万元租金为村集体经济
收入袁 同时还带动了部分贫困人员就
近就业遥近年来袁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
壮大袁2017 年 11.3 万元袁2018 年 20.3
万元袁2019年达到 37.15万元袁2020年

预计达到 50万元遥
脱贫致富不仅是贫困地区的事袁

也是全社会的事遥 定点帮扶单位统筹
各类资源袁提供帮助和支持袁帮助解决
实际困难遥3年来袁 安徽局共提供各类
帮扶资金 70.14万元袁积极帮助贫困户
解决产业发展尧住房安全尧子女上学等
实际困难袁帮助双龙村补齐在野双基冶
工程方面的短板袁 共同推进脱贫攻坚
工作的开展遥

决战决胜 全面收官

当前袁疫情防控形势总体稳定袁生
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袁 工作队对贫困
群众在产业发展尧 就业等方面受疫情
影响的情况进行全面摸排袁 化解疫情
对脱贫攻坚的不利影响遥 目前袁 全村
171名贫困人员全部实现就业务工袁已
动员第一批 25户发展自种自养遥

2020年袁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尧
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袁 工作队将紧盯
年度目标任务袁全面完成减贫任务袁重
点关注未脱贫户尧脱贫监测户尧边缘易
致贫户及老少病残孤等弱势群体袁继
续巩固提升脱贫成果和质量袁 逐步探
索建立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袁 统筹乡
村振兴战略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遥工作
队 3名成员表示袁 将坚决如期高质量
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袁 全面打赢打好脱
贫攻坚收官战遥

本报讯 为统一基层党建工作标准袁
中煤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全面加强基
层党支部阵地平台建设和基层党支部标
准化尧示范化尧品牌化尧信息化建设袁形成
了野四个一冶的基层党建规范性要求袁即支
部建设一册通尧组织生活一表懂尧党员管
理一图清和党员成长一阶行遥各基层党支
部已于近日将展示图表悬挂上墙遥

支部建设一册通要要要共收集了 11类
39项党支部建设工作制度尧办法袁供基层
党支部进行制度建设尧指导工作和业务学
习使用遥
组织生活一表懂要要要列举了党支部

野三会一课冶尧 主题党日尧 组织生活会等 9
类组织生活的内容尧原则尧程序等袁供基层
党支部在开展相关工作时学习使用遥

党员管理一图清要要要以图表的形式
列举了党支部发展党员尧 党员教育培训尧
党员日常教育管理等 8类党员教育管理
工作的流程尧内容和有关要求袁供基层党
支部在开展相关工作时学习使用遥

党员成长一阶行要要要以阶梯图表的
形式袁对党员参加党支部理论学习尧履行
党员义务尧参加组织生活尧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和评优评先等 5大类 19项情况进行
记录袁促进党员不断成长遥

中煤建工各基层党支部将围绕野四个
一冶袁全面夯实党建基础工作袁充分发挥党
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袁不断提升党建工作质量袁推动各项
工作迈上新台阶遥

孟 静

本报讯 河南省煤田地质局三队认真
落实中纪委 野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效袁推
动化风成俗尧成为习惯冶的要求袁拿出实招
硬招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果袁 在纠建并
举尧健全长效机制上不断发力袁取得实效遥

抓紧野破题冶之要袁扎紧制度篱笆遥三
队坚持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的有
效做法和经验袁 围绕当前制度细化不够尧
操作性不强尧管理存在漏洞等问题健全制
度尧建立机制遥通过开展专题调研尧分析研
究袁汇编了津贴补贴尧公务接待尧干部管
理尧财务管理尧备用金管理尧工作纪律尧公
务用车等方面的规章制度 18个袁 列出领
导干部和各部门廉政风险与负面清单 233
条袁制定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袁均按期完
成了整改遥通过制度建设和负面清单制度
的实施袁消除了政策野模糊地带冶袁从源头
上防范了问题的发生遥
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尧不能腐尧不想

腐体制机制袁进一步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
效遥坚持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为抓
手袁坚持警示教育尧廉政文化建设袁坚持纠
野四风冶与树新风并举袁坚决曝光群众身边
的野四风冶问题袁并推动问题整改落实遥同
时大力弘扬新风正气袁完善廉洁文化教化
功能袁通过专题党课尧开展红色教育尧旁听
职务犯罪审判等活动袁 传承优良作风袁弘
扬好的家风袁劲吹廉洁之风袁使干部修身
律己尧廉洁齐家袁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正风

肃纪风景线遥
整治形式主义尧官僚主义袁为干部松

绑减负遥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袁三队
严格按照上级要求袁做好各项检查尧预防尧
严控措施袁对形式主义尧官僚主义果断亮
剑袁形成了信息沟通及时尧行动迅速果断尧
管理严格有序的良好局面袁确保了全队疫
情防控工作有效开展遥针对权责划分与制
度保障不匹配尧问责泛化简单化尧野文山会
海冶久治不变的问题袁该队开展了对会议
发文情况尧重点工作推进尧监督考核等的
专项检查整治袁使全年发文数量尧会议数
量减少 30%以上遥调查研究采取野四不两
直冶方式袁不扰基层袁直奔主题效率高袁得
到职工的普遍认可遥督查检查中袁重实绩
不唯实迹袁重实效不唯实录袁使基层从层
层发文尧 分级部署的形式中解脱出来袁能
够专心想事谋事袁一心为民办事遥
严查享乐主义尧奢靡之风袁紧盯隐形

变异问题遥围绕野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
品礼金冶野违规吃喝冶野违规操办婚丧喜庆冶
野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冶等问题袁开展靶
向治理遥先后开展了备用金管理尧津补贴尧
公务用车尧 办公用房等专项整治工作袁先
后列出问题 13个, 并认真进行了整改遥在
主题教育中专项整治党政干部和管理人
员利用名贵特产尧特殊资源牟取私利的问
题袁共有 260余人进行了自查自纠并签订
了承诺书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遥 沙国顺

本报讯 前不久袁 甘肃煤田地质局党
委委员尧副局长吴明俊袁一四五队副队长
贠建林一行袁前往庆阳市环县万安村开展
帮扶工作遥吴明俊对此次帮扶进行了现场
指导袁并主持召开了座谈会遥
会上袁帮扶干部尧驻村干部尧村干部汇

报了 2019年的项目实施尧 资金落实及群
众脱贫情况袁 并就 2020年帮扶计划进行
了沟通交流遥会议指出袁一是落实好今年
脱贫计划袁以野一户一策冶为重要抓手袁切
实解决贫困群众的增收难题袁精准对接产
业扶贫袁提高贫困户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袁开展移风
易俗行动袁提升群众的精神面貌袁确保如
期完成整村脱贫任务曰二是继续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袁稳定帮扶举措袁总结脱贫成功
经验袁 增强已脱贫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袁

提升未脱贫群众的自我野造血冶能力袁认真
查找漏洞缺项袁实施动态监测管理袁建立
防止返贫监测机制袁 有效化解返贫风险曰
三是驻村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认识和政
治站位袁认清当前形势袁落实好脱贫攻坚
帮扶责任袁杜绝松散懈怠尧打道回府的想
法袁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袁严格脱贫
标准袁继续深入帮扶户袁集中精力解决重
点尧难点问题袁在脱贫攻坚战中彰显使命
担当袁使脱贫成果获得群众认可遥

会后袁帮扶干部进村入户袁了解帮扶
户的产业发展尧收入支出等情况袁扎实做
好野一户一策冶运转环节袁并与帮扶对象就
吃饭尧穿衣尧饮水尧住房尧上学尧医疗等问题
进行了交流袁鼓励帮扶户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袁抓好农业生产袁坚定脱贫决胜的
信心与底气遥 王 云

马海荣袁 陕西省一三九煤田地质
水文地质有限公司水文地质勘察院核
算员遥 自 2008年参加工作以来袁 她恪
尽职守袁 从小事做起袁 从点滴做起袁
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袁 勤勉工作袁
多次获得陕西省煤田地质集团有限公
司尧 一三九水文公司 野优秀共产党员冶
野先进个人冶 等称号袁 今年又被陕煤地
质集团授予 野五一巾帼标兵冶 称号遥

学用结合 创新工作方法

核算员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工作袁
面对不断变化的工作内容袁 马海蓉加
强对专业知识的学习袁 提高业务水平曰
学习与公司财务管理相关的规章制度袁
熟练掌握工作流程袁 坚持按财务制度
办事袁 保持头脑清醒袁 及时掌握部门
合同签订和工程款收付等事项袁 发现
问题袁 及时沟通尧 汇报和解决遥 在实

践中她认真总结经验袁 有针对性地解
决思想上尧 行动上存在的问题袁 做到
学用结合遥
在工作和学习中袁 马海荣积极与

其他部门预算员沟通交流袁 取人之长袁
补己之短袁 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袁 认
真履行岗位职责袁 踏实做好本职工作遥
2018年袁 在与第二工程处预算员的交
流中袁 她发现该处在合同归档尧 日常
流水记录等方面细致规范尧 有条不紊袁
便借鉴其工作方法袁 将合同分类归档袁
日常流水清晰记录袁 做到日日清尧 月
月清袁 既提高了工作效率袁 又保证了
工作质量遥

公司薪酬改革后袁 马海荣所在部
门制定了项目分配制度袁 为了让绩效
一栏更清晰明了袁 她经过深思熟虑袁
制作了工资绩效分配比例明细表袁 按
照合同价款尧 项目工作量及质量分配

比例袁 把合同开票价款尧 到账尧 欠账袁
以及成本控制等内容体现在明细表中袁
做到职工可看可查尧 公开透明袁 领导
一目了然尧 有依有据遥

团结协作 积极服务一线工作

日常工作中袁 马海荣及时处理各
种问题袁 做到报账不拖沓袁 及时向部
门领导反馈工作情况袁 稳妥有序地推
进各项工作遥

2019年袁 水文地质勘察院承揽的
西藏西午矿区勘查项目袁 时间紧尧 任
务重袁 由于地质人员在野外袁 手机经
常没有信号袁 所以只能等回到工区后袁
才能正常联系遥 为了确保生产工作顺
利开展袁 保证资金到位袁 有时夜里 11
点袁 马海荣还在为西藏项目进行备用
金转账遥 野外项目结束后袁 她第一时
间帮助他们核对票据金额袁 填写报账

单据袁 让野外项目人员安心编写报告尧
整理材料遥 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同时袁
她还凭借着地质测量专业功底袁 加入
到整理野外资料的队伍中遥 巾帼不让
须眉袁 为了帮助部门按时提交资料袁
她放弃节假日袁 将两个年幼的孩子托
付给丈夫和母亲袁 连续加班 11天袁 圆
满完成了西藏项目的野外资料整理工
作袁 使部门工作得到有力推进遥

认真履职 做好项目跟踪反馈

根据陕煤地质集团全面预算尧 全
面风险管理和精细化管理的 野铁三角冶
管理模式袁 马海荣按照财务管理部尧
经营管理部的要求袁 认真做好本部门
的项目预算工作遥 在合同会签中袁 她
做到前期有预算尧 过程有跟踪尧 后期
有反馈遥 在前期预算中充分考虑每个
项目可能产生的费用袁 做到心中有数曰

会签过程中对领导提出的疑问积极解
释袁 如遇领导出差袁 就采取电话尧 微
信的方式进行请示袁 缩短会签时间曰
会签盖章完成后袁 第一时间将合同交
给相关部门存档袁 并将办理结果反馈
给部门领导袁 之后与甲方进一步确认袁
确保开票信息准确无误遥 她还跟踪项
目结算进度袁 做好每个项目相关资料
的整理归档工作袁 为项目经营决策提
供翔实尧 准确的数据遥

在平凡的岗位上袁 马海荣不断创
新工作方法尧 改进工作措施袁 出色地
完成了部门各项工作任务遥 她用行动
担起责任袁 为部门当好家尧 理好财袁
获得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与好评袁 为公
司转型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遥

中煤建工党委

野四个一冶助推基层党建提质增效

河南局三队

出实招硬招 强作风建设

甘肃局一四五队

凝心聚力真帮扶 巩固成果再出发

履职尽责担使命 用心用情抓扶贫
要要要记安徽局驻太和县赵集乡双龙村扶贫工作队

阴 潘启章 张 威 陈振江

为动员全市积极组织开展防灾减灾活动袁近日袁韩城市举办了以野提升基层应急能力袁筑牢防灾减灾的人民防线冶
为主题的防灾减灾日活动袁韩城市委常委尧常务副市长刘革出席遥陕西省一三一煤田地质有限公司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公司有关人员受邀参加活动启动仪式遥活动现场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公司技术人员为市民群众讲解了地质灾害防治尧
地质灾害的发展与危害等知识遥 吉一丹 柴德虎 摄影报道

日前袁 江苏煤炭地质局团委
荣获全国煤炭行业 野五四红旗团
委冶称号遥2019年以来袁该局团委
始终把野围绕中心尧服务大局冶作
为共青团工作的主线和生命线袁
推动落实野152冶工作思路袁研究探
索野团建+融合冶工作新模式袁致力
于培养青年综合素质袁 推进关心
关爱工程袁夯实基础建设袁为江苏
局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力量遥

陈思宇

近日袁 甘肃煤田地质局一四
九队团委荣获 2019年度全国煤
炭行业野五四红旗团委冶称号遥这
是该队团委继 2017年荣获兰州
市城关区 野五四红旗团委冶和
2018 年荣获省直 野五四红旗团
委冶后袁获得的又一殊荣遥

李文鑫

近日袁 江西省煤田地质局二
二六队获萍乡市 2019年度野职工
互助保障工作先进单位冶称号袁工
会副主席柳湘获 野先进个人冶称
号遥近年来袁该队工会坚持以人为
本袁通过完善各类保障措施袁织密
织实社会保障网袁 不断增强职工
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遥从 2014
年开始袁 该队为在岗在册职工购
买职工互助保障计划中的住院自
负保障玉型袁为女职工增购野互助
幸福保障计划冶袁目前已为 3名身
患重病职工申请医疗救助资金近

8万元袁为职工的健康保驾护航遥
柳 湘

江苏局团委

获全国煤炭行业野五四红旗团委冶称号

甘肃局一四九队团委

获全国煤炭行业野五四红旗团委冶称号

江西局二二六队

获市野职工互助保障工作先进单位冶称号

近日袁 河北省煤田地质局物
测队驻村工作队队员李康获得赞
皇县委颁发的 野新时代向上向善
好青年要要要扶贫助困好青年冶称
号遥 李康驻村以来袁 共帮助 108
户 249人脱贫遥 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袁他始终坚守在防疫一线袁利用
村里的大喇叭袁 向居民无接触讲
解疫情防控的相关知识曰 给低保
户发放口罩尧消毒液等防疫物品曰
对回村的务工人员进行信息登
记袁 为村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贡
献遥 荣金鹏

河北局物测队李康

获赞皇县委表彰

煤 田 简 讯

地质人风采

构 建 和 谐

本报讯 前不久袁山西省煤炭地质一一四勘查院召开
了 2020年党建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遥

会议学习了局党委工作重点袁 部署了党风廉政建设
及反腐败工作袁分解了院党委工作要点任务袁部署了精神
文明建设尧宣传等具体工作曰各联系支部领导部署相关工
作遥会议达到了统一思想尧聚焦主题尧明确任务的目的遥

党委副书记尧院长胡顺鹏指出袁要进一步强化党委主
体责任袁党委负责人第一责任袁严格执行班子成员一岗双
责尧党委议事规则等制度袁强化担当意识袁凝聚改革力量袁

形成抓党建促发展的强大合力遥各支部要根据叶中国共产
党支部工作条例渊试行冤曳叶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标准曳袁
对照任务清单袁扎实开展基层党支部各项工作袁重点创新
工作方法袁根据自身特点袁充分调动党员的积极性尧主动
性和创造性袁把业务工作融入到党建品牌创建活动中袁实
现业务与党建工作双提升遥 要严格执行院领导联系支部
工作制度袁纪检尧党办要加强对支部工作的日常监督尧指
导和服务袁确保支部基础工作扎实有序推进遥

侯祥波

山西局一一四院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