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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底袁北方大地的暑热刚开始消退袁张家川
县的洋槐树已是满目金黄袁秋天来了袁中国煤炭地
质总局帮扶该县的产业扶贫项目也是收获满满遥

红红火火的瓦泉养殖业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隶属于甘肃省天水市袁属
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袁雨量较少袁地形复杂多样袁
农业机械化程度低袁传统种植业靠天吃饭袁产量
极不稳定遥

2018年以来袁 在总局派驻第一书记扈猛帮
扶的张家川镇瓦泉村袁总局为该村合作社提供了
帮扶资金袁加上社会帮扶尧村民入股袁养殖规模快
速增长遥

养牛大棚里袁四十几头体形硕大的西门塔尔
牛正在悠闲地倒嚼袁几头小牛犊来回踱步遥看到
陌生人进来袁牛群有些不安袁随即丁零零的铜铃
声四散开来遥

野现在牛显得有点少袁 是因为古尔邦节时卖
了一批遥有了这次的收入袁今年的分红已经全分
配到位了遥合作社有了积累袁明年在后面再扩建
一个大牛棚袁养殖头数可以翻番遥冶合作社理事长
马亚斌说道遥

满山遍野觅食的溜达鸡尧不时飞起的珍珠鸡

和不紧不慢踱着方步的大白鹅鸣叫声此起彼伏遥
笼养的鸽子的咕噜声在这些喧闹中只有走得很
近才能听到遥

养鸡大棚前面袁听到脚步声的成百上千只二
月龄三黄鸡以为有人来喂食袁张开翅膀极速奔出
鸡舍遥眼前先是一片深黄袁随着鸡群的聚集袁密密
麻麻的火红鸡冠更加引人注目遥

野二月龄前的三黄鸡圈养袁到了三月龄时就放
到外面散养遥这些溜达鸡肉质美得很袁现在是供不
应求袁只能保证合作饭店的供应袁开春后还要再扩
大规模遥冶马亚斌说这些时脸上充满了笑意遥

野村集体收入增加了袁村民手里有钱了袁现在
村里盖二层三层小楼的村民越来越多了袁瓦泉村
几乎每天都在长个子呢遥冶扈猛说道遥

被野逼冶出来的甜蜜事业
野我要参王县长渊王琦袁总局挂职张家川县委

常委尧副县长冤一本袁是他用诚心把我变成了一名
蜂农遥冶

马旭峰夫妻二人都是西北师范大学的高材
生袁毕业后在甘肃西部区域的施工监理市场打拼
已经小有名气遥 王琦了解到他家有养蜂的技术
后袁多次找他聊天谈心袁鼓励他回家乡发展蜜蜂
养殖袁带领乡亲们增收致富遥

起初马旭峰心存畏惧袁 技术上也有欠缺遥抱
着试试的心态袁几个月的时间愣是把父亲传下来
的几十箱蜂养成了一车渊160箱左右冤遥再一年下
来袁更是一车变两车袁两车变四车遥

野这两年袁王县长没少帮我出主意尧想办法袁
鼓励我增加产品种类尧改进包装尧做好品牌尧拓展
销路袁还帮助我联系外出进修袁他还给我作了承
诺袁产蜜后将通过消费扶贫给予推广遥冶吃了定心
丸的马旭峰干劲倍增遥

合作社的蜜蜂初春在云南繁育袁然后追随各
地的花期袁一路北上到达辽宁沈阳尧内蒙古锡林

郭勒尧青海格尔木尧甘肃武威等地袁8月底再南下
转到陕西尧湖北袁10月中旬再次返回云南遥

吸收了合作伙伴后袁 合作社现在有 8车蜂袁
今年预计产蜂蜜 80吨遥野现在已经有大批的回头
客袁是王县长把我扶上了马袁但是能跑多快要靠
我自己了袁明年还要增加几个合作伙伴遥冶

武威的茴香蜜尧格尔木的枸杞蜜尧东北的椴
树蜜袁从各地采集的洋槐蜜尧百花蜜袁中盛源蜜蜂
养殖合作社展示架上的蜂蜜种类琳琅满目遥野我
的蜂比我去过的地方多多了遥冶马旭峰说遥

野养蜂是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产业袁蜂蜜尧各
种蜂产品都有很好的保健作用袁经过蜜蜂采蜜授
粉的农作物和花草也会长得更好遥合作社已经建
成一条全自动的蜂蜜加工生产线袁 按设计能力袁
能把全县的环保蜂蜜全部加工袁这份甜蜜的事业
我会一直干下去遥冶

平安草原的幸福新生活

平安乡是县委常委尧副县长王琦的联系帮扶
乡镇遥

位于平安乡东部的水泉村袁地处平安草原白
石咀牧场边缘袁是典型的林缘山区村袁气候高寒
阴湿袁村民居住分散袁生产生活极不方便袁基础设
施改变难度大遥2017年袁 当地政府对水泉村实施
了易地搬迁遥

在总局帮扶资金的支持下袁水泉村在易地搬
迁点附近修建了标准化的养殖小区袁现在正在进
行工程收尾遥建在塬顶开阔地带的 40个 30平方
米的牛舍袁每个可圈养 6头牛曰200平方米大棚可
圈养 40头牛曰 正在建设的 320平方米大棚可圈
养 80头牛遥
每年 4要10月袁村民把牛放到天然牧场里自

由放养袁11月收回到牛棚喂养遥野以前各家各户的
牛棚十分简陋袁四面透风袁冬季牛长得很慢遥200
平方米的那个牛棚去年冬天就用上了袁今后村里

的牛都到标准化牛舍过冬袁长得快袁不易生病袁还
能解决几个贫困户的就业问题遥冶 张家川县委组
织部派驻平安乡水泉村的第一书记马聪介绍道遥

最大的牛舍内袁8头刚刚购入的大牛和 2头
小牛犊正在等待检疫核查袁 随后会办理保险尧打
上耳标袁拥有自己的野身份证冶袁整个养殖过程都
会跟踪记录遥

野我们算了一下袁这样下来袁每头牛每个月能
为农户增加 1000元纯收入遥冶马聪说道遥

总局帮扶的项目还有很多袁 因时间和路途关
系袁我们无法一一到达遥益民园尧龙投尧裕丰尧荣达尧
连丰专业合作社和中誉农业科技尧 云凤山旅游开
发尧勤茂养殖有限公司等袁在总局的倾力帮扶和县
里的大力支持下袁现在都在逐步发展壮大袁今后老
百姓的小日子会越过越红火遥

站在水泉村易地搬迁的黄土塬上袁 极目远
眺袁蓝天白云下袁几个牧民正在骑着摩托车给放
养的牛群投喂食盐袁雪白的羊群在翠绿的高山草
甸上悠闲地吃着草袁 低处坝子收获后的胡麻田
里袁几个村民正在平整土地准备播种油菜袁山下
小学操场上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遥 秋风送爽袁金
色季节里袁这片曾经贫困的西北大地袁正收获着
成果袁也孕育着来年的新希望遥

本报讯 8 月 27要28 日袁2020 中国探矿者
年会在京召开遥 此次年会由中国矿业联合会主
办袁河南省煤田地质局尧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河南
地质局等单位联合承办遥

本次会议以野新时代窑新使命窑新空间窑新模
式冶为主题袁首次采用野线下主会场+线上分会
场冶模式袁旨在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地质
勘查工作的新要求袁 拓展山水林田湖草综合管

理体制下的国土空间利用规划给地质工作提供
的新发展空间袁探讨地勘单位转型发展新路径遥
会议议程包括主旨论坛尧专题论坛尧地矿项目与
野三新冶技术展示推介遥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尧 河南局局长
王天顺在北京主会场主旨论坛上袁 从新时代催
生新思路尧产生新模式袁新时代呼唤新担当尧展
现新作为袁新时代创造新佳绩尧开辟新局面三个

方面介绍了该局转型发展经
验做法曰 中化河南局主要领
导围绕思维模式创新尧 经营
模式创新尧 管理模式创新及

价值模式创新野四个创新冶袁与现场来宾共同探
讨了地勘单位转型发展新路径曰 河南局豫中地
质勘察工程公司作为野三新冶技术应用代表袁详
细介绍了大直径工程井多工艺施工技术及其在
应急救援中的应用遥

来自全国地勘单位的百余名代表参加了线
下主会场论坛袁300多家单位线上观看了开幕式遥

王伟灿 麻蕊 沈哲 陈如

在收获的季节播种希望
要要要总局帮扶张家川县产业扶贫项目见闻

阴 本报记者 张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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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尧国家主席尧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8月 24日下午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
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遥

习近平强调袁要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遥要实现更加充分尧更高质量的就业袁
健全全覆盖尧可持续的社保体系袁强化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袁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袁加强社会
治理袁化解社会矛盾袁维护社会稳定遥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
会治理袁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遥

习近平指出袁理论源于实践袁又用来指导实践遥改革开放以来袁我们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袁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袁在发展理念尧所有制尧分配体制尧政府职能尧市场机制尧宏观调控尧产业结构尧
企业治理结构尧民生保障尧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遥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
驱动力遥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野富矿冶袁我国
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尧观点尧方法袁坚持从国情出发袁充分
反映实际情况袁透过现象看本质袁树立国际视野袁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遥

本报讯 8月 31日袁由中国煤炭地质总局负
责实施的木里矿区以及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生态
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现场启动会召开遥 青海省
委书记尧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建军宣布综合整治
项目开工袁省委副书记尧省长信长星主持并讲话曰
青海省政协主席多杰热旦出席曰总局党委书记尧局
长赵平发言遥青海省领导张光荣尧李杰翔尧陈瑞峰尧
王黎明尧刘涛尧陈国明尧蒙永山袁总局领导王海宁尧
首席专家组组长王佟参加启动仪式遥
此次木里矿区以及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生

态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的开展袁 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时的重要讲话和对祁连
山生态保护尧 木里矿区生态环境整治工作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袁 贯彻党中央和青海省委省政
府部署要求而实施的袁 对做好木里矿区以及祁
连山南麓青海片区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大而深
远的意义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尧主任郝鹏在
获悉总局承担木里矿区以及祁连山南麓青海片
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后袁作出野全力以赴支
持配合袁 干就干好青海省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
目冶指示袁并对该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遥

信长星在讲话中强调袁要紧盯目标抓质效袁
紧扣三年行动方案袁 明确目标任务袁 对标两个
月尧年内尧两年尧三年等时间节点和阶段性任务袁
一项一项抓尧一件一件干袁确保干一件成一件袁
按时序进度高质量完成综合整治各项任务遥同
时袁要科学考核评估尧自觉接受监督尧加强宣传
引导袁 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尧 造福一方的责任
感袁不遗余力打好综合整治这场硬仗遥

近年来袁 总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袁 积极履行央企责任担当袁 按照
野11463冶总体发展战略和野透明地球尧数字地球尧
美丽地球冶建设战略愿景袁聚焦主责主业袁服务
于国家能源矿产资源保障袁 大力投身 野美丽中

国冶建设袁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尧品牌及社会影
响力袁在生态环境修复尧关闭矿山综合治理尧地
质灾害治理等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袁 积累了丰
富经验袁 受到了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肯
定与好评遥 此次承担木里矿区以及祁连山南麓
青海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袁 既是总局品
牌尧技术实力的综合体现袁也是总局积极履行央
企责任的具体体现遥

自 8月 12日接受青海省木里矿区以及祁连
山南麓青海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相关任
务以来袁在青海省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相关部
门的协调配合下袁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的关心指
导下袁总局上下迅速行动袁启动规模化尧多专业尧
大兵团会战模式袁 并综合考虑治理工作现场地
质尧水文尧测绘等多专业需求袁立即成立了综合治

理工作领导小组袁 于 8月 13日迅速组建了由中
国工程院院士蔡美峰牵头袁整合高校尧科研院所
资源及总局所属地质集团尧水文局集团尧煤航集
团尧中煤江南集团尧勘研总院尧青海局集团等单位
最高层级专家袁 组成了高水平的设计专家团队袁
坚持野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冶思想袁克
服高寒缺氧等困难袁 赶赴海拔 4000多米的木里
现场考察袁提出了野一坑一策尧渣土回填尧边坡稳
定尧水系连通尧构建湿地尧资源保护冶的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总思路遥全体参与单位及专家团队紧密
协作袁连续十几天不分昼夜尧加班加点袁完成的一
体化治理方案得到各方好评袁为保障治理项目各
项工作任务的高质量尧高效率完成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遥截至 31日上午袁总局组织各施工单位有关
设备尧人员袁日夜兼程尧全速到达施工现场袁立即

开始现场施工作业遥
启动仪式结束后袁 王建军等与会领导实地

察看木里矿区综合整治项目现场袁 听取相关情
况汇报袁 并前往总局木里聚乎更项目部了解情
况袁对野支部建在项目上袁党员冲锋在一线冶的做
法给予肯定袁并慰问了项目一线干部职工遥

随后袁在项目现场袁赵平主持召开了贯彻青
海省委省政府相关工作要求的项目推进部署会遥
他强调袁 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袁落实好青海省委省政府的生态环境综合整治
三年行动方案要求袁落实好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
记尧主任郝鹏的工作要求袁是我们央企发挥野国家
队冶野先行军冶作用义不容辞的责任袁全局要坚决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
政府工作要求上来袁打造高原高寒地区矿山生态
环境修复样板袁要高站位尧立足长远尧做到一体化
考量袁总局将全力调动各方资源袁履行政治担当袁
为木里地区环境整治贡献央企力量遥 他要求袁各
单位要进一步以野三个地球冶建设战略愿景为引
领袁高度重视尧凝心聚力尧团结配合袁以高质量尧高
标准尧高效率完成木里矿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
目为契机袁树立起总局生态修复治理领域工程项
目的标杆袁大力提升中煤地质品牌影响力袁充分
展现总局作为央企的责任担当遥

青海省政府秘书长袁 省委省政府有关副秘
书长袁相关委厅局主要负责同志袁海西州尧海北
州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袁 木里煤田生态保护
局负责同志曰中煤江南集团尧煤航集团尧青海局
集团尧水文局集团尧地质集团尧勘研总院袁总局矿
业事业部尧总局办公室主要负责人袁以及各有关
单位专家尧相关负责人尧总局科技地质部相关人
员参加了上述活动遥

青海省及中央驻青媒体进行了现场采访报
道遥

宗聚宣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总局在行动

河南局 中化河南局承办 2020中国探矿者年会

本报讯 8月 31日袁 陕
西省煤田地质集团有限公
司召开赵正永严重违纪违
法以案促改专题民主生活
会遥 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以案促改民主生活会第
十督导组到会指导袁 陕煤
地质集团党委书记尧 执行
董事尧 总经理谢辉主持会
议遥 集团党委副书记尧 副
总经理董卫峰等领导班子
成员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谢辉代表集团领
导班子作对照检查并听取
班子成员批评意见遥领导班
子成员逐一进行对照检查袁
认真报告有关事项袁积极回
应职工意见袁进一步明确努
力方向和整改落实措施遥

督导组对专题民主生
活会进行了总体评价院 班
子成员能够切实围绕专题
民主生活会主题袁 深刻检
查和剖析自身存在的问题袁
查摆问题比较准确具体 袁
分析原因客观全面袁 相互
批评有一定的 野辣味冶袁 整
改措施的针对性和操作性
比较强袁 达到了红脸出汗尧
加油鼓劲的目的袁对进一步
加强集团领导班子建设袁推
动煤田地质事业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遥 督导组强调袁要
提高站位袁认真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袁自觉增强党的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意识袁始
终以党和国家事业为重袁认
真履行管党治党责任袁不断
增强班子和班子成员履职
尽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曰要不断创新袁强化学习
教育力度袁把学习教育尧深化认识作为班子和班
子成员整改落实的前提袁创新和丰富学习教育方
式袁努力提高学习效果袁不断锤炼和提升党性修
养曰要查漏补缺袁加大整改工作力度袁制订整改落
实清单袁明确整改工作的职责袁按照野销号制冶原
则袁做到逐一整改尧逐一落实袁提高整改工作的实
效性曰要严格标准袁加强对基层班子的督导袁坚持
标准不降低尧要求不放松袁层层传递压力袁坚决防
止走过场袁巩固和发扬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
题教育取得的良好成果曰要凝心聚力袁攻坚克难
做好转型发展袁按照陕投集团的总体部署和集团
2020年的工作思路和重点袁 主动担当尧 主动作
为袁始终保持抓工作落实的韧劲和恒心袁持续推
进企业转型升级各项工作遥 徐鹏华 拓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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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袁 江苏煤炭地
质局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

渊扩大冤学习专题会议袁认真学习
了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第三卷遥
在宁局领导分别领学了第三卷
有关加强党的建设尧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尧深化
改革尧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尧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等重点篇目遥

会议指出袁当前袁全局上下
肩负着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
重任袁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袁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袁全局
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学习

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 第三卷的
重大意义袁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执
政规律尧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 野三大规律冶的
认识袁切实增强学习第三卷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袁强化学用结
合尧学以致用尧知行合一袁确保
野十三五冶圆满收官遥

会议强调袁 全局上下要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袁
把学习贯彻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
第三卷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重要政治任务遥 要强化思想武
装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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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第三
卷与第一卷尧 第二卷作为一个整
体袁 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结合起来袁 与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国企国资改革和党的建设
重要论述结合起来袁 坚持个人自
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袁 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读原著尧 学原文尧 悟原
理袁不断提高政治能力袁切实把学
习成效转化为应对风险挑战尧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治理能力和工作

水平遥 要在学习贯彻第三卷中推动当前工作袁
谋划好野十四五冶蓝图遥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袁
继续抓好今年各项目标任务的落实落地袁按照
经济运行分析会确定的各项任务一着不让抓
落实袁全力保障各项奋斗目标完成遥围绕野两利
三率冶等考核指标体系袁补齐管理短板袁推动精
细化管理袁提升发展质量遥强化风险管控袁着力
防控化解各类风险挑战袁 实现健康可持续发
展遥着力深化改革袁大胆探索袁破解各种体制机
制障碍袁推动野双百行动冶落地见效遥加强科技
创新袁加快科技平台建设袁增强发展动能遥

会议要求袁要把学习贯彻第三卷作为提升
党建质量的行动指南遥 进一步坚持党的领导袁
加强党的建设袁持续打造良好政治生态袁加强
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曰进一步推动党建与企业发
展相互融合促进曰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
建设袁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遥程保

江
苏
局
深
刻
把
握
祖习
近
平
谈
治
国
理
政
诅第
三
卷
学
习
要
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