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袁 陕西天地地质有限
责任公司原总经理尧 董事长王永
森荣获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野突出贡献人物冶称号遥王永森在
任期间袁始终如一忘我工作袁锐意
进取从不言弃袁 带领队伍踏进了
野全国煤炭行业先进集体冶野陕西
省国资委文明单位标兵冶的行列遥
他也曾荣获省国资委 野先进经营
管理者冶尧第七届陕西省野十大最
具影响力诚信人物冶尧陕西省野责
任企业家冶尧野中国渊行业冤改革十
大创新人物冶等多项荣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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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三华卧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企业简介院 我公司是以生产销售柴油机尧 发
电机组尧 农业尧 工业用离合器机组的专业企业遥 发
电机组类产品符合国标郧月圆愿圆园要怨园或陨杂韵愿缘圆愿要缘之
规定曰 农业工业用离合器机组可实现多点输出袁 并
可根据用户需要单独设计加工中间车系统袁 产品稳
定尧 可靠袁 广泛用于煤田勘探尧 浅层石油钻井尧 热
水井钻探等行业遥

主要产品院 员援 以上柴 野东风冶 牌源员猿缘尧 远员猿缘尧 员圆灾员猿缘柴油
机配套的离合器机组袁 本机组含院 水箱尧 电池尧 离合器尧 柴油
机尧 公共底盘以及用户需要的多点中间车系统遥

圆援 缘园要员园园园运宰柴油发电机组袁 本品以上柴 野东风冶 柴油
机尧 兰州发电机尧 沃而沃柴油机尧 康明斯柴油机尧 野兴锋冶 牌柴
油机尧 斯坦福发电机等为主要配套产品袁 并可实现自动化尧 并车
等技术需求遥

地址院 安徽省合肥市潜山路猿苑园号 邮编院 圆猿园园猿员 联系人院 谢杰 电话院 园缘缘员-缘缘远远园怨苑 员猿怨缘远怨缘员园园远

安徽三华卧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野就地过年冶袁或许是 2021年春节出
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曰野今年过年回家
吗冶野不了袁就地过年作贡献咯冶袁或许是
朋友间尧 同事间年前最常见的对话曰野爸
妈袁视频给你们拜年啦冶袁或许是这个春
节最时兴的拜年方式噎噎这个特殊的春
节袁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地质研究院许多
职工响应号召袁选择就地过年袁选择当最
勇敢尧最普通的响应者遥他们的年袁有的
别样温馨尧 有的平淡充实尧 有的充满期
待袁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原地守护得来不
易的战野疫冶成果袁互相支撑袁彼此成就遥

火锅里翻滚出年味儿

2月 10日一大早袁莫艳红赶上了利
生牛羊肉的野最后一班车冶袁抢到了宝贵
的二斤羊肉卷袁她打算做顿火锅作为年
夜饭来犒劳自己遥11日袁 也就是腊月三
十袁街上的人已经很少了袁这一天她值了
春节假期的第一个班袁早饭随便对付一
口袁中午又去了趟超市遥这个首次自己过
的春节该有的仪式感一个都不能少袁贴
对联尧贴福字袁年味儿立刻就对味儿了遥
傍晚的厨房热火朝天袁熬高汤尧洗菜尧择
菜尧摆盘袁客厅里的黑猫懒洋洋地躺着袁
不时竖起耳朵仔细辨别厨房里传来的声
音袁电视机也在热闹地播放着节目遥

围炉聚炊欢呼处袁百味消融小釜中遥
六点半袁一切准备就绪袁红红的油汤在锅
里翻滚袁香味弥漫了整个客厅遥此时的手
机也忙碌起来袁丁零零响个不停袁野先跟
我妈视个频吧浴冶手机那头是距离这里一
千九百多公里的桂林袁几张笑脸挤在一
起袁争先恐后要看自家姑娘做了什么好
吃的袁屏幕上蒙了一层水汽袁镜头也有点
晃动尧有些模糊遥

野等到天气暖和了袁我想回趟家遥如
果条件允许袁我想把父母接过来袁让他们
出来走走遥冶莫艳红已经整整一年没回家

了袁原本想把假期攒在春节袁可是计划总
赶不上变化遥野下次回家我想多待几天袁
多陪陪父母遥冶这是她的新年愿望遥

味蕾上的乡愁和温情

手机依旧响个不停袁 似乎在应和着
春晚的热闹遥红包炸弹尧拜年信息尧朋友
圈的高调炫野饭冶袁此起彼伏遥

董思彤尧田含笑尧刘兴宝尧汪振宇尧潘
敖然袁这帮 90后小年轻聚在一起准备迎
接这个别样的春节遥 这是他们第一次留
在异乡过年袁他们说着尧笑着袁谈着家乡
美食袁聊着新年愿望遥或许在父母眼里袁
他们依旧是没长大的孩子袁 始终是父母
心里的牵绊遥

有钱没钱袁回家过年遥这个刻在国人
骨子里的信念袁让离家再远的人们袁都会
赶在农历大年三十之前回到家袁 跟家人
吃上一顿热腾腾的团圆饭遥 在这个不能
回乡的年里袁 他们打算每人做一道家乡
菜袁以此慰藉回不了家的乡愁遥

野爸妈袁你看我们的年夜饭袁色香味
俱全呦浴冶 说着董思彤将镜头转向桌子袁
烤全羊尧椒麻鸡尧土豆炖牛腩噎噎其他人
也纷纷将镜头对准了桌子遥 与其说这是
一桌子菜袁 倒不如说这是一桌写满了乡
愁的温情袁 此刻的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想
家袁比任何时候都怀念家乡的味道遥

这帮父母眼里的孩子袁 如今也可以
做出媲美父辈的菜肴遥野可即使再美味袁
总是感觉缺点儿什么遥 幸亏妈妈寄过来
了烤全羊尧椒麻鸡袁让原本冷清的房间有
了熟悉的味道袁还有熟悉的朋友陪伴袁就
不那么孤单了遥冶董思彤笑着说袁野这个年
过得既开心又无奈袁 就希望疫情快点儿
过去袁我想赶紧回家袁抱抱爸妈遥冶

一起过的第一个情人节

李婉莹尧 迟昊轩这对刚结婚的小夫

妻袁万万没想到婚后第一个春节要单过遥
他们本来打算回老家过年袁 但面对严峻
的疫情防控形势袁 小两口取消了归家的
计划遥

野既来之则安之袁在异乡也要好好过
年袁何况还是婚后第一个春节袁全当为以
后打基础咯浴冶李婉莹坦言袁野我们也想让
父母看到袁我们在外也能过得很好袁让他
们放心遥冶

对中国人来说袁 过年终归是让人欢
欣雀跃的事情袁仪式感不能少遥为了迎接
这个特殊的春节袁 这对小夫妻提前买好
了春联尧彩灯尧鲜花尧蜡烛袁把家里重新装
扮了一番遥野准备年货还挺累袁 以前都是
家长准备的袁今年没回去都要自己准备袁
既是磨砺袁也是成长和经历遥冶

他们还喊来了米拓尧 刘鹏举一起迎
接新年袁还有半路赶来包饺子的王春光遥
5个人在茶几周围袁边干活边说笑袁电视
的声音也淹没在他们的笑声里遥

一桌子菜袁冒着热气的饺子袁5张沾
了面粉的脸袁 让这个春节在这一刻绽放
出别样的温暖遥

春节假期撞上了情人节袁 这对小夫
妻终于赶上了遥野以前情人节和假期总是
错峰袁 今年可是在一起啦遥 我们看了电
影袁 一起研究新菜谱袁 一起做喜欢的事
情袁这个春节过得还挺充实遥冶李婉莹笑
着说遥

岗位上的坚守和责任

对于去年 6月刚刚转到地研院工作
的刘金凯来说袁这个春节注定难忘遥

1月 2日袁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
增村镇小果庄村报告 1例本土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遥此后袁河北先后暴发聚集性疫
情袁5 天内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
者 234例噎噎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袁刘金凯看着空

荡荡的大马路袁心里也空落落的遥他打电
话给家里报平安袁 言语中透露着没法回
家过年的担忧遥 母亲在电话那头安慰院
野离过年还有一个月呢浴到时候兴许还可
以团圆遥冶 儿子在电话那头笑得没心没
肺院野爸爸袁没事儿袁你回不来袁还有我陪
妈妈尧陪爷爷奶奶呢浴冶

很快袁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袁多个地区
下调风险等级尧解封袁野就地过年冶的倡议
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响应袁 对刘金凯来
说留在北京过年已成定局遥

一包又一包年货相继飞回家里袁成
了这个春节他不能陪伴家人的无声道
歉遥

同刘金凯相似的还有邓宇飞和董连
兵袁 只是这俩人在更远尧 更偏僻的罗布
泊袁 用邓宇飞的话说袁野留在罗布泊过年
是勇气和考验袁但更是责任和担当遥冶

过年谁不想团圆钥 谁不想和家人围
在一起唠着家常尧吃顿热乎饭钥尤其是他
们这种长年出野外的袁 过年团圆是一年
的念想袁可有时这种团圆也是一种奢望遥
野我还好袁连兵太不容易了袁谈了个女朋
友袁现在因为回不去袁所有的事情都不得
不推迟袁但是他什么都不说袁该干啥还干
啥袁工作依旧干得出色遥冶邓宇飞言语里
透着心疼遥

就像过了个忙碌的周末

以前袁乡愁是一枚邮票曰现在袁乡愁
是一张核酸检测证明遥 可即使有核酸检
测证明袁我还是想留在这里过年遥

潘林林可能是这个春节里众多就地
过年者中最野忙冶的那个人袁从腊月二十
九一直野忙冶到上班袁忙碌且快乐袁天天有
安排袁顿顿不缺吃袁这一切都归功于她所
在的支部要要要矿物利用和信息支部开展
了野就地过年 包饺子送温暖冶活动遥

野我们和这些单身职工一起过年

吧浴冶李艳提议道遥野好啊好啊浴冶这一提议
得到所有人的响应遥

栾俊霞提供了场地袁 李艳带来了家
乡特产袁黄雷鸣带来了野妈妈牌冶味道袁还
有煲好的鸡汤袁剁好的肉馅儿噎噎

面皮在手里飞舞袁擀面杖擀出欢笑袁
煎烹蒸煮炸出的烟火气袁 让这个不大的
房间释放出无数的温情和快乐遥野以前过
年都是和家里人擀面皮袁 没想到今年是
和同事一起擀面皮尧 包饺子袁 还快乐翻
倍浴 这个年就像过了个周末袁 忙碌又充
实浴冶潘林林开心得手舞足蹈遥

让单身职工感受到浓浓的年味袁感
受到家的亲情袁感受到亲人的关爱袁或许
是李艳提议的初衷袁 也是在这样的初衷
下袁 矿物利用和信息支部开启了假期轮
饭制袁梁中鹏来了袁李晓民来了袁黄雷鸣
来了袁潘林林也来了噎噎

主动且快乐袁充实且温馨遥
后记院 以上只是就地过年的中化地

研人的几个缩影袁 还有很多的人不能一
一呈现袁 但他们依旧用自己的公心善德
响应战野疫冶大局袁用实际行动影响着身
边人遥 张文宏医生近来的一段话刷遍全
网袁触人心弦袁他说院野对于就地过年的同
志袁我表示非常敬佩遥没有谁认为这些做
法是理所当然的袁 可以看作是为中国人
民所作的一次贡献和慈善遥冶原来野不回
家过年冶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贡献袁这是遗
憾后的治愈尧释怀尧放下袁也是被理解后
的共鸣和感同身受遥这就是中国人袁一方
面是家的团圆召唤袁 一方面是国的战
野疫冶倡议袁家是最小国袁国是千万家袁就
地过年于是成为一种国家倡导尧 国民自
觉下的公共选择遥 我们理应呵护这份全
民心意袁珍爱这份原地坚守袁致敬这份公
心善德遥 愿这个新春中袁 那些脚下有泥
土尧 心中有热情尧 眼中有光芒的坚守故
事袁传得更广尧更远遥

这个春节袁我们过得挺好的
要要要中化地研人就地过年群画像

阴 王晓青

本报讯 近日袁福建省一九六地质大队召
开第九次党代会袁 福建省煤田地质局党委委
员尧副局长伍青云出席会议袁全队 47名党员代
表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 队党委书记彭步涛代表第八届党
委作工作报告袁 队纪委书记管延全代表第八
届纪委作工作报告遥 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
两委委员遥

伍青云对一九六大队第九次党员代表大
会的召开表示祝贺袁 对该队近五年来在政治

建设尧 发展实力尧 理论武装尧 组织建设尧 从
严治党尧 文明创建尧 群团工作等方面取得的
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袁 并对新当选两委今后
的工作提出了四点建议院 一是必须在政治建
设上有新担当袁 二是必须在理论武装上有新
进步袁 三是必须在管党治党上有新作为袁 四
是必须在担当作为上有新风貌遥 最后袁 他希
望该队干部职工牢牢把握新的历史使命和时
代担当袁 攻坚克难尧 勇开新局袁 以奋斗的姿
态为 野十四五冶 规划开好局尧 起好步袁 以优

异的成绩向建党 100周年献礼遥
会议要求新一届两委袁 立足新的历史起

点袁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袁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
程上袁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袁 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袁 锐意进取尧 埋头苦干袁 为推进一九六
大队高质量发展尧 实现 野十四五冶 规划目标
而努力奋斗遥

闫国民

本报讯 前不久袁安徽省煤田地质局水文队党委召开工作
会议遥会议传达了 2021年安徽局党委工作会议精神遥队党委书
记尧队长赵宏海作工作报告袁并分别与各党支部书记签订了党
建工作尧党风廉政建设尧意识形态工作尧平安建设渊综治工作冤目
标责任书遥

会议全面总结了 2020年工作遥 并从五个方面对今年的工
作进行了部署院一要以完成经济指标为导向袁以树牢战略目标
为指引袁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决心曰二要以做好野三个关
键冶为抓手袁以提升核心竞争力为要求袁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的
效率效益曰三要以打牢野三大板块冶为根本袁以强化市场开发为
手段袁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曰四要以推进野四大举
措冶为途径袁以实施创新驱动为支撑袁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的活
力动力曰五要以聚力职工幸福为追求袁以保障改善民生为重点袁
不断汇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遥

会议强调袁做好 2021年党建工作袁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
二中尧三中尧四中尧五中全会精神袁深入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袁坚持党要管党尧全面从严治
党袁以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袁以党的政治建设
为统领袁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根基袁以充分发挥党委领导作用尧党
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着力点袁以提高
人的素质能力尧组织效率效益为重点袁以构建党建工作长效机
制为核心袁围绕局党委野1248冶总体工作思路袁全面提高党的建
设质量袁为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遥

会议要求全队上下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伟大旗帜袁在安徽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袁只争朝夕尧不负韶
华袁全力加快高质量发展进程袁为打造全省煤田地质勘查行业
排头兵而不懈奋斗遥 刘 晋

福建省一九六大队

立足新起点 勇担新使命
安徽局水文队

坚守初心使命
主动担当作为

党建述职是压实
党建责任尧提升党建水
平的重要手段遥每到岁
末年初袁各单位都要开
展党建述职评议考核袁
对一年来的党建工作
做一次 野会诊把脉冶大
盘点袁以此来推动各级基层党组织聚焦问题
抓整改袁不断强化管党治党意识遥

然而袁现实条件下袁一些基层党组织党
建述职不同程度地存在野走过场冶的现象遥党
建述职要以问题为主线袁 努力在查病症尧挖
病根尧开处方上下足功夫袁坚持直面问题尧一
述到底尧对症下药袁切实开准述职野诊断书冶袁
抓实党建述职野会诊冶袁推进述职往深里走尧
往心里走遥

党建述职既要述成绩袁更要着眼长期长

远袁直击短板弱项袁要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
命精神找问题尧查不足袁结合自身找出的尧上
级点出的尧群众提出的问题深入把脉袁抓党
建工作中的责任落实尧机制建设尧队伍结构
等工作曰要多看一步尧看深一层袁查找一些带
有苗头性尧倾向性的问题袁坚持以长远的眼
光述好发展中的工作堵点和漏点袁切实给党
建述职安上野显微镜冶袁装上野望远镜冶袁着力
把显性问题述实袁把潜在问题述准遥

党建述职要树牢系统思维袁把存在的问

题当成一个既相互联系尧又相互独立的整体
来看待袁切实延伸触角尧举一反三地把问题
根源挖深挖透遥要对述出的各类党建工作问
题进行深度剖析袁 找准问题之间的逻辑关
联尧成因规律及发展趋势袁触类旁通地分析
党建工作 野病因冶曰 要善于把问题贯通起来
看袁以顺藤摸瓜之势袁环环相扣袁深挖问题背
后的根源性问题袁 确保 野党建工作弱化尧虚
化尧边缘化的根子在哪里袁述职的触角就延
伸到哪里冶遥

确保党建述职落
到实处袁需要对症下药
抓好问题整改遥各级党
组织要认真梳理上一

年度整改不到位的旧
问题尧本年度查找出来
的新问题袁形成系统的

问题清单遥把准党建工作问题的基本特点和
变化规律袁靶向开出整改野处方冶袁确保有的
放矢打在点上曰要精准施策袁制定整改野施工
图冶袁从整体上布局整改落实袁确保述出的问
题事事有回音尧件件有着落袁着力构建问题
整改的逻辑闭环袁推动整改落实落地袁从根
本上把党建工作做好遥

党建述职 靶向出击 会诊把脉
阴 马亭华

畅 言 苑

近日袁 浙江省直机关工委通
过网上动态考核尧 党员群众民主
测评尧 党委书记现场述职和调研
督查等方式袁 对 100余家省直单
位进行了党建综合考评袁 浙江煤
炭地质局被评为 2020年度省直
机关党建工作综合考评优秀单
位遥2020年袁该局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袁 全面落实中央和国家机关党
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袁 以及中央
企业尧 国资委和中国煤炭地质总
局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袁 领导
各级党组织围绕中心尧建设队伍尧
服务群众袁 不断提升党建工作质
量袁为贯彻落实中央尧省委尧总局
党委决策部署提供了坚强保障遥

蔡艳玲

2月 24日袁陕西全省统战部
长会议在西安召开遥会上袁陕西省
委统战部对 2020年度全省统战
理论调研尧实践创新尧宣传及信息
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
彰遥 中煤航测遥感集团有限公司
报送的叶创新推行野一个体系尧三
大功效尧四条途径冶工作法曳获评
2020 年度陕西统战工作实践创
新成果优秀奖遥据介绍袁该成果就
新时代如何做好国有企业统战工
作提出了野134冶渊一个体系尧三大
功效尧四条途径冤工作思路袁为国
有企业做好统战工作提供了参
考遥 杜旭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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