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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 3日袁 中化地质矿山
总局河南地质局召开创建第六届全国
文明单位动员会议袁 对迎接全国文明
单位总评进行再动员尧 再部署遥 中化
河南局党委副书记王无限主持会议袁
副局长彭宏勋尧 总工程师王桂香尧 工
会主席陈景河出席遥

会议强调袁 文明单位创建是中化
河南局党委一以贯之的重点工作之
一袁是强队伍尧促发展的重要抓手袁是
抓落实尧提水平的重要途径袁是增强全
局广大干部职工荣誉感尧归属感尧获得

感的重要举措遥目前袁中化河南局第六
届全国文明单位创建材料已通过初
审袁全体干部职工要上下同欲尧勠力同
心袁坚持目标不动摇袁在取得良好创建
成果的基础上袁再推进尧再深化袁确保
创建取得实效遥

会议要求袁各部门尧各生产经营单
位负责人要严格按照中化河南局叶2020
年创建第六届全国文明单位实施方案曳
行动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袁同时要做到
人人知晓尧人人重视尧人人参与尧人人奉
献袁争取以优异成绩通过总评遥 宋楠

中化河南局

对创建全国文明单位再动员再部署

本报讯 8月 27日袁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党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举行 2020年第十一次集体学习袁 集中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和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袁 以及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
会尧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等袁研究谋划贯彻落
实工作遥局党委书记尧局长章立清主持集体学习并讲话袁局
领导张怀献尧章云根尧林绪文出席并分别领学相关内容遥

会议强调袁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
讲话指示的核心要义袁铭记嘱托袁履职尽责袁坚定不移推
动煤田地质事业高质量发展袁 必须坚定不移树牢高质量
发展目标尧必须坚定不移聚焦主责主业尧必须坚定不移加
快提升市场主体核心竞争力尧 必须坚定不移实现管理规
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尧必须坚定不移实施人才强局战略尧必
须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尧必须坚定不移打好野三大
战役冶尧必须坚定不移做优做强安徽两淮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尧必须坚定不移保障和改善民生尧必须坚定不移提升各
级领导干部执行力遥

会议指出袁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
讲话指示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袁全
局上下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袁迅速掀起学
习宣传贯彻的热潮袁 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往深里走尧往
心里走尧往实里走遥要根据省委安排袁扎实做好野大学习尧大
宣传尧大贯彻冶工作遥全局党员领导干部要进一步解放思
想尧开拓奋进袁知重负重尧攻坚克难袁努力打造具有核心竞
争力尧具有光明前景的省煤田地质局遥 周元宝 骆昌平

本报讯 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发布野君子文化冶成果以来袁在广大干
部职工中引发强烈反响遥 陕西省煤田
地质集团有限公司迅速行动袁以叶陕投
集团野君子文化冶实践读本曳叶野君子文
化冶 体系读本曳 等文化成果为基本教
材袁通过多种方式学习尧宣传尧践行野君
子文化冶袁不断掀起学习研讨热潮遥

要要要野君子文化冶融入企业构建科
学管控体系遥 陕煤地质集团按照发展
需要袁结合现代化企业管理要求袁对组
织架构尧人员结构进行了优化整合袁对

各部室职能定位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尧
细化尧 调整和补充曰 组织开展了精细
化尧全面风险尧全面预算管理活动袁推
动了陕煤地质品牌形象和经济效益的
稳定提升曰组织干部职工 26人参加陕
投集团野君子文化冶主题野两述一清冶比
赛袁形成示范效应袁激发广大职工学习
践行野君子文化冶的热情曰通过开展各
类主题实践尧宣讲学习活动袁将野君子
文化冶渗透到企业日常管理活动中袁提
高广大干部职工认真履职尧 严格执行
制度的自觉性袁 使公司上下呈现出积

极向上尧干事创业的良好态势遥8月 26
日袁集团 2020年第十次党委理论中心
组学习会议邀请专家进行专题培训袁
集团党委书记尧执行董事尧总经理谢辉
在总结发言中提出袁 要做到全面践行
落实野君子文化冶袁彰显野君子冶在社会
经济发展中的责任与担当遥

要要要多措并举袁积极营造野君子文
化冶学习氛围遥陕煤地质集团通过野一
刊一报一网一微冶 自有媒体进行多平
台多类型的宣贯实践遥 陕西省一九四
煤田地质有限公司以举办道德讲堂尧

野我们的节日冶等活动为载体袁通过文
化墙尧 文化灯箱尧LED屏等途径宣传袁
用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践行 野君
子文化冶袁凝聚共识袁引导方向袁塑造行
为曰 陕西省一八五煤田地质有限公司
在官网设置了野君子文化冶专栏袁线下
举办了野君子文化冶征文活动袁新建成
的廉政教育文化展厅将野君子文化冶作
为一大板块进行宣传教育曰 陕西中煤
新能源有限公司始终坚持把 野君子文
化冶 丰富内涵和本质要求与企业现代
化管理相融合袁通过讲党课尧主题实践

等方式袁讲好企业故事袁大力推动野君
子文化冶宣贯曰部分单位制作了富有特
色的宣传牌板袁通过诗歌朗诵会尧读书
征文尧 书法摄影比赛等进行 野君子文
化冶宣贯遥

一系列学习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袁
不断丰富和延伸了野君子文化冶内涵袁把
野君子文化冶变成干部职工的价值取向尧
伦理规范和共同行动遥陕煤地质集团干
部职工以延安精神为思想引领袁将延安
精神尧野君子文化冶落实为管理实践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袁以集团野11563冶战
略目标为指引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来陕重要讲话精神袁使野君子文化冶在各
单位尧各层级尧各领域落地生根尧开花结
果袁助推集团高质量发展遥 杨少坤

陕煤地质集团多措并举推进野君子文化冶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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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尧 国家主席尧 中央军委主席尧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9月 1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遥

习近平强调袁 当前形势下袁 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袁 要善于运用改
革思维和改革办法袁 统筹考虑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袁 既要在战略上布好局袁 也要在关
键处落好子遥 要加快推进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袁 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的改革袁 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改革袁 聚焦重点问题袁 加强改革举措的系统集成尧
协同高效袁 打通淤点堵点袁 激发整体效应遥 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尧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袁 在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袁
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遥 要加强改革前瞻性研究袁 把握矛盾运动规律袁 守正创新尧 开拓创
新袁 更加积极有效应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袁增强斗争本领袁拓展政策空间袁提升制度张力遥

本报讯 日前袁 中国煤炭工业协
会统一编纂尧 煤炭地质分会组织撰写
的 叶中国煤炭工业壮丽七十年院 煤炭
地质篇 (1949要2019)曳 付梓袁 由应急
管理出版社出版发行遥

该书充分展示了新中国煤炭地质
工作的历史脉络尧 发展历程尧 科技成
果尧 辉煌业绩和未来展望袁 全面总结
和客观剖析了煤炭地质工作的重大事
件及历史背景袁 深刻揭示了煤炭地质

工作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和难以
替代的社会价值袁 多视角体现了广大
煤炭地质工作者为共和国大厦添砖加
瓦的崇高责任和历史担当袁 全面展现
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袁 煤炭地质事
业的系统发展袁 以及煤炭地质工作者
为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所作出的
历史贡献遥 全书配有珍贵历史图片袁
从谋篇布局尧 文章结构尧 素材选择尧
政策把握等方面袁 力求充分展现煤炭

地质行业特色袁 是迄今为止较为系统
地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煤炭地质事业
的重要作品袁 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
现实意义遥
该书编写过程中袁 时任中国煤炭

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尧 党委书记梁嘉
琨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指导曰 中国煤炭
地质总局党委书记尧 局长赵平袁 煤炭
地质分会会长侯慎建担任主编曰 由煤
炭地质分会尧 总局专家组尧 总局办公

室尧 规划发展部负责同志及总局编志
办尧 中煤地质报社等相关人员组成的
工作团队袁 日夜奋战袁 在短短三个多
月的时间里袁 拿出了初稿袁 经中国煤
炭工业协会审定后出版发行遥 全国煤
炭 渊田冤 化工地质单位提供了大量素
材袁 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遥 该书凝
聚了煤炭地质人集体的智慧袁 是群策
群力尧 集思广益的硕果遥

陈 明

叶中国煤炭工业壮丽七十年院煤炭地质篇(1949要2019)曳出版发行

7月 21日袁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
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袁阐
释了企业家精神的时代内涵和本质要
求袁强调要积极培育和弘扬新时代企业
家精神袁推动企业发挥更大作用实现高
质量发展遥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就是要坚
定理想信念袁 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袁敢
于担当袁勇于创新遥

志不求易者成袁 事不避难者进遥一
代代地质人以身作则尧薪火相传袁发扬野以
献身地质事业为荣尧 以艰苦奋斗为荣尧以
找矿立功为荣冶的野三光荣冶和野特别能吃
苦尧特别能忍耐尧特别能战斗尧特别能奉
献冶的野四特别冶精神袁为我国地质事业尧经
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遥创新之路不总是
一帆风顺袁 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袁企
业家需要坚定理想信念袁锐意进取袁敢于
担当袁勇于创新遥创新是新时代企业家精
神的精髓内核袁 是推动企业发展壮大尧不
断超越的动力引擎遥面对新时代尧新使命
和新要求袁优秀的地质人持续发扬野三光
荣冶野四特别冶精神袁积极践行国资国企改

革总要求袁创新提出野三个地球冶建设战略
愿景袁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地
质与生态文明建设企业集团遥中国煤炭地
质总局党委积极践行企业家精神袁设立中
能化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总局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和产融结合平台袁是国资
国企改革创新的重大举措遥

野富有之谓大业袁 日新之谓盛德遥冶
企业要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抢占先机尧立
于不败之地袁就要发扬敢为天下先的闯
劲和拼劲袁 把创新这个竞争优势发挥
好袁坚持创新引领发展袁充分释放市场
活力和创造力袁 点燃企业发展引擎袁筑
牢实体经济根基袁野创冶见未来遥

创投集团肩负总局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和产业金融的重任袁在工作中传承
野三光荣冶野四特别冶精神袁用创新诠释企
业家精神遥创投集团成立之初面临团队
组建时间短尧人员融合不足尧工作任务
重等困难遥集团坚持野双向进入尧交叉任
职冶袁将党委会研究作为野三重一大冶事
项决策前置程序曰主动争取保理尧资管尧

融资租赁等 5张金融牌照资质袁填补总
局产业金融空白曰 疫情期间发挥企业
野主心骨冶作用袁积极组织支援湖北煤炭
地质局相关单位袁 做好防疫和复工复
产袁确保企业稳定健康发展遥实践中将
党建工作与经营紧密结合袁创新开展支
部 野联学共建冶袁 推动民主生活会常态
化袁引导员工彻底摒弃野等尧靠尧要冶和抱
残守缺的消极态度袁逐步树立自觉奋斗
的良好风尚遥受人尊敬尧正能量尧有生命
力的野不一样冶的创投精神逐步树立遥

创投集团发挥总局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及产融结合平台作用袁持续凝聚和
弘扬野不一样冶的创投精神袁立足总局袁
服务地勘遥一是创新提出资本及产融战
略发展规划遥紧紧围绕总局野11463冶总体
发展战略袁立足总局野6+1冶核心产业袁提
出资本及产融发展战略袁为集团发展指
明方向遥 二是创新设计风险管控模式遥
在工作中创新赋能袁 积极构建党建尧制
度尧风控尧信息化尧绩效考核野五大冶保障
体系袁建立野3745冶制度运行体系袁从野6

大冶维度尧野8项冶要素尧野3道冶决策审批环
节严把风控关遥 三是创新开展产融业
务遥制定野资本与产融服务冶产品线袁建
立金融特色产品曰创新融资方式袁通过
发行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渊ABS冤产品尧
保理融资尧票据贴现及再保理等方式从
外部引入资金 20亿元袁为成员单位经营
发展提供优质资金袁 为总局降杠杆尧减
负债作出切实贡献遥 四是创新资本运
作袁借助中介力量袁创新实现野实控人表
决权委托+实质收购股份冶并购方式遥五
是创新外部资源整合遥 目前已建立 46
家券商尧会计所尧律所等中介机构备选
库袁与银河证券等 13家机构建立战略合
作关系袁定期开展专题交流袁实现信息
共享和智慧融合遥

创投集团通过创新发展袁截至目前
已实现经营收入 5亿元遥集团将持续发
扬野三光荣冶野四特别冶精神袁积极践行企
业家精神袁 不断丰富实践创投精神袁立
足总局袁服务地勘袁创新业务模式袁为总
局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遥

立足总局 服务地勘
用野创新冶诠释新时代企业家精神

阴 陈 宁

本报讯 8月 30日袁四川省煤田地
质局与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举行战略合作座谈会遥四川局党委书
记尧局长刘荣袁局党委常委尧副局长任晓
冬曰西藏地勘局党组书记尧副局长巴桑袁
党组成员尧副局长谢渊参加会议遥

双方一致表示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
重要讲话袁 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袁深
刻分析了西藏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袁
全面阐明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和方
针举措袁为进一步做好西藏工作提供了

行动指引遥四川局和西藏地勘局将坚决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袁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西藏
工作的战略部署上来袁全力以赴抓好各
项任务落实袁推动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
和高质量发展遥

巴桑和刘荣代表双方签订了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遥双方认为袁长期以来袁
地勘单位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袁在新时期袁基于双方局情尧
以往合作经历和成果袁 四川局和西藏
地勘局将紧紧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尧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尧自然资
源管理及生态文明建设等重大需求袁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袁在西藏资源勘查尧
自然灾害防灾减灾尧农业地质尧旅游地
质尧河湖勘测定界尧流域治理等自然资
源和生态环境相关业务袁 人员培养特
别是物探尧 测绘地理信息等专业技术
实操培训袁基地建设等方面深化合作袁
抓好战略合作相关工作落实袁 共同为
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西藏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遥

汪琛尧

四川局与西藏地勘局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本报讯 日前袁在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组织召开的 2020年煤炭行业企业社会
责任报告发布会上袁 江苏长江地质勘查
院正式发布 2019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袁院党委书记尧副院长贡文辉代表该院
作了交流发言遥 这是该院连续第五年进

行报告发布并荣获 野全国煤炭工业社会
责任报告发布优秀企业冶称号遥

本次发布会上袁共有 28家煤炭企业
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袁其中袁江苏局勘查
院等 6家单位在会上发言遥

2019年袁江苏局勘查院认真贯彻中

国煤炭地质总局野11463冶总体发展战略
和江苏局野14166冶改革发展总体思路袁大
力推进四个野1冶工程建设袁坚持高质量发
展袁服务国家能源保障遥持续提升能源资
源勘查优势袁 深耕深层卤水钾盐尧 干热
岩尧页岩气等能源勘查业务袁着力提升施

工能力曰向地热能开发与利用尧灾害治理尧
矿山治理服务等多领域拓展袁多项业务取
得了历史性突破袁实现了经济平稳健康发
展遥狠抓安全责任袁提高安全保障能力曰坚
持依法治企袁为平稳健康发展护航曰强化
科技创新袁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曰注重人
文关怀袁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曰坚持投身公
益袁履行国企社会责任曰坚持在发展经济
事业的同时袁积极回报社会袁最大限度地
为社会创造价值袁向社会传递正能量遥

孙升滨

江苏局勘查院

连续五年获野全国煤炭工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优秀企业冶称号

本报讯 9 月 7 日袁 中煤建工集
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建筑一局 渊集团冤
有限公司进行海外业务合作交流遥 双
方就如何加强合作袁 共同推动海外项
目落地进行了深入交流遥

座谈交流中袁 中建一局就企业历
史沿革尧 发展战略定位袁 以及海外市
场布局等相关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袁
就自身在东南亚市场和印度尼西亚市
场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瓶颈进行了详
细说明袁 并对未来双方合作提出了若
干建议遥

随后袁 中煤建工对中国煤炭地质

总局及该集团公司的发展沿革袁 海外
业务发展现状尧 战略定位和资源优势
等进行了详细介绍袁 对相关问题进行
了探讨遥 同时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沟
通交流袁 整合优势资源袁 建立全方位
的合作袁 携手实现海外项目落地遥

下一步袁 双方将在印尼新首都建
设尧 市政工程尧 房建及环境治理综合
工程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袁 形成资
质尧 业绩尧 资源和优势的互补袁 提升
双方联合开发项目的体量和规模袁 共
同促进中大型项目的落地袁 实现在印
尼市场的合作共赢遥 杨东旭

中煤建工与中建一局就海外业务开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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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 10日袁中国
煤炭地质总局召开对标世界
一流管理提升行动动员部署
视频会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袁传
达国资委对标世界一流管理
提升行动启动会议精神袁总结
野总部机关化冶 问题专项整改
工作袁 动员部署对标提升行
动遥总局副局长尧党委委员王
海宁出席会议并讲话袁总会计
师尧党委委员于学平通报野总
部机关化冶问题专项整改工作
情况袁副局长尧党委委员徐小
连主持会议遥

会议指出袁开展对标提升
行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有效
举措袁 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
力尧加快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的
重要支撑袁是有效应对新形势
新挑战尧实现提质增效稳增长
的重要抓手遥 特别是今年以
来袁新冠肺炎疫情带来重大冲
击袁国际国内环境发生重大变
化袁开展对标提升行动袁要冷
静面对当前日益复杂的形势
和不利因素袁坚持向管理要质
量尧要效益尧要发展袁以更大的
决心和力度袁切实发挥国有企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稳定器和
压舱石作用遥

会议强调袁 各单位要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袁 充分认
识新一轮管理提升行动的重
要意义袁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袁按
照国资委部署袁动员组织干部员工打一场对
标提升的攻坚战尧总体战曰要深刻把握对标
提升行动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目标袁利用夯实
好野总部机关化冶问题专项整改工作和总局
自 2017年以来开展内部对标管理的阶段性
成果袁以问题为导向袁实施精准对标袁强化制
度尧组织尧责任尧执行尧评价五大体系建设袁持
续发力袁为发展服务遥同时袁各单位要加强领
导袁坚持上下贯通尧一体行动袁确保对标提升
行动全面覆盖尧层层落地尧取得实效遥

总局各部门负责人袁各二级单位主管领
导尧业务分管领导及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等
共 461人分别在主会场和 17个分会场参加
会议遥 孙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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