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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两部作品获评中央企业庆祝建党百年
百部微电影渊微视频冤优秀作品
本报讯 渊记者 王 冰冤 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员园园 周年袁 生动展示中
央企业广大干部职工大力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风采袁 进一步激
励中央企业广大干部职工唱响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袁 凝聚奋进新征
程尧 奋斗新时代的磅礴力量袁怨 月 员苑
日袁野大国顶梁柱 永远跟党走冶要要
要中
央企业庆祝建党百年百部微电影 渊微
视频冤展映发布活动在京举行遥国务院
国资委宣传工作局局长陈国栋出席活
动并讲话遥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2 部社
会责任题材微视频 叶生命至上曳叶驻村
有梦曳在 猿远远 部作品中脱颖而出袁获评
野第二届中央企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红色记忆主题微电影渊微视频冤优秀
作品冶遥
叶生命至上曳微视频讲述了总局国
家矿山应急救援大地特勘队始终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野人民至上尧生命至上冶
的重要指示精神袁 在山东栖霞笏山金
矿爆炸事故发生后袁与时间赛跑袁向困
难宣战袁冒严寒战地冻袁在紧要关头完
成生命保障孔纠偏任务袁打通野生命通
道冶袁率先与被困人员取得联系袁并成
功营救出 员员 名被困矿工的故事遥长期
以来袁这支野英雄的队伍冶在矿山应急
救援中勇挑重担尧 奋勇争先尧 召之即
来尧善打硬仗袁先后参加 猿园 余起重大
矿山尧道路尧城市灾害事故救援袁成功

人们将极难做到尧 不同寻常的事情称为
野奇迹冶遥那么袁与时间赛跑袁为大地野整容冶袁在
短短一年时间让木里高原再次芳草茵茵尧生
灵繁衍袁这一壮举绝对称得上野奇迹冶遥
要题记
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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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 9 月 21 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
发表题为 叶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曳 的重要讲话遥
习近平指出袁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袁 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
席位 50 周年袁 中国将隆重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遥 我们将继续积极推动中国同联合国合作迈
向新台阶袁 为联合国崇高事业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遥
习近平强调袁 一年前袁 各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系列峰会袁 承诺合作
抗击疫情袁 携手应对挑战袁 坚持多边主义袁 加强联合国作用袁 构建今世后代的共同未来遥 一
年来袁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遥 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
期盼更加殷切袁 对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袁 对合作共赢的追求更加坚定遥
习近平强调袁 当前袁 疫情仍在全球肆虐袁 人类社会已被深刻改变遥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
革期遥 每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都必须以信心尧 勇气尧 担当袁 回答时代课题袁 作出历史抉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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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电脑桌面上那张新绿盈盈尧 生机勃
勃尧水系连通的沟谷梯田景观照片袁赏心悦目
的愉悦感一阵阵涌上心头袁 一时间仿佛领略
到了岭南风情遥谁能想到袁一年多之前的这里
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遥
时针拨回到 2020 年 8 月袁 人类对资源的
掠夺式开采让这里渣土飞扬袁 植被破坏殆尽袁
大地在野开膛破肚冶之殇中死气沉沉袁无声哽
咽遥 生态的警钟敲响袁野乱采之象必须制止袁生
态屏障必须守护冶的共识让人们将目光聚焦木
里袁 青海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尧 周密部署袁以
野国之大者冶责任袁打响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高海
拔野生态保卫战冶噎噎照片的拍摄地正是曾被
破坏得最为触目惊心的木里矿区 5 号井遥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作为青海省天峻县木
里地区聚乎更矿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的
主要承担单位袁 面对如此高的政治要求和世
界第三极的环境考验袁唯有全力以赴袁不惜一
切代价应对这场野生态大考冶遥
野海拔 4000 多米的植被都是在数十年尧数
百年的自然演进中形成的袁人工种草复绿袁草
能种活吗钥冶
野这么短的时间内怎么可能完成地貌重
塑尧土壤重构尧种草复绿等大量工程袁除非搬
来天兵浴冶
野人为种的草袁 能适应高原恶劣的环境
吗钥到头来怕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吧浴冶
面对无数质疑袁面对无数未知袁面对无数
考验袁地质人无所畏惧袁用眼前的一片片新绿
证明了一切遥那绿清新得耀眼袁鲜活得让人陶
醉袁与远山交相辉映袁像是在大地深绿色的衣
裳上缀满了嫩绿的花朵袁在阳光的照射下袁明
艳动人袁让曾经满目疮痍的 5 号井换新颜尧展

新姿袁成为美观与生态兼备的野五号景观区冶袁
将治理单位青海煤炭地质局对青海大地的热
爱融入每一寸土地遥
短短的一年时光袁总局及参战单位以党旗
为方向袁以支部为堡垒袁以党员作先锋袁将生态
治理科研论文写在泥土中袁将生态文明思想根
植在大地上袁 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奋斗赞
歌袁 创造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奇
迹遥胸有万千风景的地质儿郎用最真挚的浪漫
主义情怀和野一坑一策冶的手法描绘出了高原
新景象院湖泊深邃尧河流蜿蜒尧草甸优美尧人工
复绿草地鲜绿一片噎噎大自然的成员相互连
通袁形成野山水林田湖草冶的生命共同体袁让祁
连山这一生态屏障继续成为养育生灵草木尧延
续文明之光的保护伞遥
每一个奇迹的背后都是超乎想象的努力
和付出遥一幅幅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照片尧影像
铺成了一条艰苦卓绝的奋战轨迹遥黑夜中灯火
通明的大会战尧雪地里艰难跋涉的测量尧寒风
中义无反顾的坚守尧 烈日下挥汗如雨的播种

诠释着新时代野三光荣冶精神遥咆哮的狂风袁漫
天的大雪袁简易板房内随着雨水四处漂荡的拖
鞋考验了中国煤地人打不垮尧 压不弯的脊梁曰
太阳暴晒过的野小丑红鼻子冶袁大风蹂躏过的流
浪汉发型袁高原反应折磨着的紫红色脸庞成为
中国煤地人一生受用的勋章遥 听过他们的故
事袁见过他们的汗水袁幡然顿悟袁哪有什么奇
迹袁只不过是一群有责任尧有担当的央企人拼
命打赢的硬仗遥
当看到一位 50 多岁的老地质人双膝跪
地袁一棵一棵地数着青草袁计算着出苗率袁一群
大男人比姑娘还心细地观察着青草的根系发
育时袁谁又能不瞬间破防钥这青青绿草地的背
后袁凝聚着多少人的心血啊浴
当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之美从理想照进
现实袁当高原高寒生态修复方法从设计变成经
验袁中国煤地人在生态环境修复领域又向前跨
出了一大步袁青海煤地人更有底气守护好青海
这片生态高地袁 让绿色发展理念浸润和谐家
园袁让生态文明战略惠及美丽中国遥

吉林省能源局尧吉林局领导 江西中煤连续十年入选全球最大 250 家国际承包商
到中煤一局集团调研交流
本报讯 9 月 16 日袁 吉林
省能源局机关党委副书记孟宪
宏袁 吉林省煤田地质局党委副
书记尧 纪委书记宋世东到中煤
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调研交流遥
集团公司董事长冀涛主持座谈
会袁 双方就地勘行业转型发
展尧 新兴业务拓展和下一步战
略合作等方面进行了交流遥 集
团公司总经理蔺国华尧 纪委书
记刘冰尧 首席专家王遂正等参
加会议遥
座谈会上袁 冀涛对孟宪宏
和宋世东一行的到来表示欢
迎遥 他表示袁 地勘行业改革转
型发展正迈入爬坡过坎的关键
期袁 机遇与挑战并存袁 困难与
希望同在袁 中煤一局集团将坚
定改革信心袁 转变观念袁 加强
管理袁 提升技术水平袁 积极开
拓新兴业务市场袁 以山西太原
总部为中心袁 辐射晋尧 陕尧 内
蒙古袁 坚持打造 野地质+冶 和

野生态+冶 两个产 业 发展 平 台袁
服务国家能源安全和生态文明
建设遥
蔺国华介绍了中煤一局集
团的发展历程尧 发展战略和产
业布局袁重点介绍了集团公司以
土地综合整治为抓手袁涉足矿山
生态修复尧 高标准农田建设尧乡
村振兴战略等产业领域袁积极助
力乡村振兴战略和碳达峰尧碳中
和目标实现的有力举措遥
孟宪宏和宋世东分别介绍
了吉林省能源局和吉林局改革
发展尧 产业布局等基本情况袁
他们认为中煤一局集团在 野矿
山全生命周期服务冶 和生态环
境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实践袁
积极参与 野三个地球冶 建设袁
产业发展推动转型升级效果显
著袁 希望双方加强联系对接袁
拓展合作方向袁 深层次尧 多领
域开展合作遥
邓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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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袁 2021 年度美国 叶工程新
闻纪录 渊ENR冤曳 野全球最大 250 家国际承
包商冶 榜单发布遥 由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组织申报的中国内地企业中袁 共有 78 家企业
入围袁 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名列第 75
位袁 连续十年入选全球最大 250 家国际承包
商袁 连续五年跻身榜单百强遥
自 2006 年以来袁 江西中煤挥师海外袁 经
历了 野借船出海尧 驾船出海尧 抱团出海尧 带

资出海冶 四大发展阶段袁 以国际工程承包为
基础尧 国家援外项目为重点袁 积极参与政府
框架项目袁 以 野资源+工程冶 野工程+贸易冶
为抓手袁 深化产能合作袁 走出了一条 野大海
外尧 大外经冶 之路袁 国外市场稳步形成了东
非尧 西非尧 中南部非洲尧 东亚尧 南亚尧 东南
亚尧 中东尧 中亚等板块袁 辐射 30 多个国家和
地区袁 致力打造 野国际化知名承包商冶遥
李琳丽 钟 林

浙江局渊中煤浙江冤

推进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工作
本报讯 9 月 8 日袁浙江煤炭地质局渊中煤
浙江地质集团有限公司冤视频参加国务院国资
委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现场推进会遥浙江局
渊中煤浙江冤领导田招龙尧李非尧陈方敏尧张雄
邦尧陈必权尧常郑有尧陈昱参加会议遥
截至 2021 年 8 月底袁浙江局渊中煤浙江冤对
标提升清单目标完成率已达 55%遥 为确保取得
实效袁浙江局渊中煤浙江冤党委书记尧局长尧董事
长田招龙指出袁 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已
时间过半尧 任务过半袁 进入推动落实的关键阶
段袁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袁按照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部署袁充分发挥
管理标杆的示范带动作用袁学习好做法好经验袁
推动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走深走实遥要
深刻认识开展管理标杆创建的重要意义袁 继续
深化野三个标杆冶创建袁坚持抓好基础管理尧管理
创新尧体系建设和文化培育等重点任务袁更加注
重运用先进管理方法尧优化管理流程尧推进机制
创新袁打造一批高效协同的管理项目袁充分发挥
管理标杆的示范引领作用袁推动浙江局渊中煤浙
江冤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再上新台阶尧取
得新成效遥
项谦和 张 琛

施救近百人袁 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数
十亿元袁 在笃实前行中彰显了央企责
任与担当遥
叶驻村有梦曳 微视频通过采访尧拍
摄航测遥感局驻陕西省澄城县塔塚村
扶贫干部走村串户袁了解致贫原因袁跑
资金尧 搞产业袁 一心助力当地脱贫致
富袁 从侧面反映出总局助力脱贫攻坚
的信心与决心遥 据了解袁圆园员远 年以来袁
总局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员猿园园 多万元袁
先后选派 猿 批次 缘 名优秀干部袁 通过
打好 野消费帮扶垣科技帮扶垣党建帮
扶垣教育帮扶垣就业帮扶冶 等一系列
野组合拳冶袁与 猿源 万甘肃省张家川县人
民走上致富脱贫新路遥视频以点带面尧
以小见大地反映了广大驻村扶贫干部
的真实经历和感受袁 并向长期坚持在
扶贫一线的人员表达敬意遥
总局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袁 踊跃参
与袁 紧密结合庆祝建党百年主题要求
和工作实际袁做好选题策划袁创作推出
了一批主题鲜明尧底蕴深厚尧生动感人
的作品袁在朴实中显大义袁于细微处见
精神袁 生动展示了全局广大干部职工
听党话尧感党恩尧永远跟党走的精神风
貌和责任担当袁 深刻诠释了总局的红
色根脉尧红色基因尧红色印迹与红色品
格袁真实映射出总局听党话尧跟党走袁
勇于担当重任尧 执着接续奋斗的央企
风采遥

总局一项成果获第四届中央企业
QC 小组成果发表赛一等奖
本报讯 9 月 15 日至 18 日袁 中
国煤炭地质总局线上参加了中国质量
协会举办的 野第四届中央企业 QC 小
组成果发表赛冶遥 中煤江南建设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 叶提高地连墙主
孔钻孔一次验收合格率曳 QC 课题代
表总局参赛发表袁 经过激烈角逐袁 从
173 个 小 组 中 脱 颖 而 出 袁 喜 获 一 等
奖遥
叶提高地连墙主孔钻孔一次验收
合格 率 曳 QC 课 题 类 型 为 问 题 解 决
型袁 课题小组通过认真组织袁 团队协
作袁 运用数据统计尧 图表分析等科学
的方法袁 系统化尧 流程化解决实际地
下连续墙施工中遇到的钻孔功效不高
问题遥 通过本次 QC 小组成果发表活

动袁 总局各团队的质量意识尧 创新精
神尧 管理能力得到明显提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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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袁 坚
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袁 坚持质量第
一价值导向袁 积极投身 野透明地球尧
数字地球尧 美丽地球冶 建设袁 全面质
量管理得到加强袁 发展质量进一步提
升袁 治理能力不断提高遥 下一步袁 总
局将持续推进 QC 小组 活动袁 完 善
QC 小组活动运行机制袁 不断加强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袁 提高项目尧 产品和
服务质量袁 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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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荣 李 信

本报讯 9 月 2 日袁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21 年中国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郑重宣布设立
北京证券交易所袁 引起国内资本市场强烈反响遥 为切实
有效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袁 第一时间把握资
本市场政策脉络袁 9 月 9 日袁 中能化创新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举办专题讲座袁 邀请北京金长川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平安详细解读北交所相关政策遥
刘平安在讲座中指出袁 相对于主板尧 中小板尧 创业
板尧 科创板等市值较大的上市企业袁 新三板企业规模适
宜尧 信息公开袁 运作相对规范袁 且价值被严重低估袁 是
较为优质的投资标的遥 北交所的设立为新三板企业直接
转板上市提供通道袁 在为新三板市场释放重大政策利好
的同时袁 也将对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袁 成
为中国版 野纳斯达克冶遥
创投集团在成立之初袁 即发挥金融专业优势袁 研判
政策改革动向袁 提前布局并深耕新三板市场袁 严格筛选
与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野6+1冶 产业具有协同效应的优质
新三板精选层企业实施股权投资遥 北交所的设立在印证
创投集团投资方向的同时袁 也为投资收益提供了保障遥
下一步袁 创投集团将继续秉承总局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
台定位袁 在新三板市场持续发力袁 不断挖掘资本市场
野金矿冶遥
此次专题讲座的举办袁 是创投集团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袁 也是有效落实总局党
委决策部署袁 聚焦集团战略定位袁 发挥总局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平台作用袁 推进股权投资与资本运作主业的重要
内容遥 下一步袁 创投集团将举办各类专题讲座袁 持续跟
踪资本市场特别是新三板市场发展袁 助力集团核心业务
高质量发展袁 为总局 野三个地球冶 建设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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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更
大贡献遥
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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