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袁 中化地质矿山总
局举办了 2018年新员工入职
培训遥

在开班仪式上袁 局长尧
党委书记尚红林要求所有员
工必须从基层做起袁 扎根一

线袁 做一名服务基层的 野实干家冶袁 将所学真
正所用袁 在思考中进步袁 在实践中成长遥 党
委副书记尧 纪委书记王勇希望新员工做 野三
光荣冶 野四特别冶 精神的传承者尧 弘扬者和
践行者曰 在工作中不忘梦想袁 释放激情袁 让
青春绽放光芒曰 脚踏实地袁 埋头苦干袁 不断
创新工作方式方法袁 勇做改革的思考者遥

在为期三天的培训中袁 新员工学习了中
化局发展概况与企业文化尧 安全生产尧 规划
管理等课程曰 详细了解了企业人才培养机制尧
薪酬福利待遇等涉及日常工作与沟通交流的
制度与工具遥 此次培训邀请山东地质勘查院
副院长刁海忠尧 新疆地质调查院副院长郭一
鸣等优秀青年干部袁 为新员工进行了经验分
享曰 组织新员工到地质研究院实验室现场观
摩曰 到雁栖湖拓展培训基地进行拓展培训遥

培训后袁 新员工表示袁 培训内容有理论袁
有实操袁 对快速适应角色的转换尧 融入公司
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遥

宋颖超 张璇玑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袁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尧
河南省煤田地质局局长王天顺到漯河市调研国
土资源管理工作遥

座谈会上袁漯河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王喜成介
绍了漯河市基本情况和近年来国土资源管理工
作开展情况袁就耕地保护尧土地市场建设尧土地执
法监管工作安排袁野三块地冶改革尧不动产登记尧第
三次土地调查开展情况袁与河南省煤炭地质勘察
研究总院的合作及在建项目进展情况等进行了
详细汇报遥

王天顺对漯河市国土资源局各项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袁认为该局工作思路清尧办法多尧作风
实尧效果好遥他表示袁面对当前机构改革袁要充分
认识到挑战与机遇袁主动作为曰面对职能拓展袁要
早做准备袁确保自然资源保值增值曰面对当前工
作袁要从严从实袁为今后发展留出一些空间遥同时
对煤勘总院与漯河市国土资源局在城市地质调
查尧地下空间利用尧土地调查等方面的业务合作
提出指导性意见遥

漯河市国土资源局与煤勘总院主要负责人
在座谈中表示袁要继续深化合作袁互惠共赢袁除在
建项目要做牢做实外袁 更要加强在土地调查尧不
动产登记等方面的合作遥 陈 利 刘炎昊

河南局局长
到漯河市国土资源局调研

阴 编辑 傅云青 阴

5月 7日袁 山西省旅游景区 渊点冤 地
质环境调查与评价专家咨询会召开遥 为
摸清旅游地质环境 野家底儿冶尧 助推产业
安全尧 绿色发展袁 山西省煤炭地质局以
半个多世纪的深厚积淀袁 拿出一套 野编
制依据充分袁 技术路线可行袁 工作方法
科学袁 预期成果全面冶 的 野旅游+地质冶
建议书袁 得到中科院院士张国伟尧 刘嘉
麒等专家的充分肯定遥

鲜为人知的是袁 山西煤炭地质人与
旅游的结缘可追溯至 40多年前噎噎

缘 起

故事的起点是 1973年 9月袁 时任法
国总统乔治窑让窑蓬皮杜访华遥 其间袁 在
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同下袁 他专程前往大
同袁 参观云冈石窟遥

周总理陪同蓬皮杜参观了以第二十
窟尧 七窟与五窟为主的北魏艺术宝库遥
巍峨的造像尧 神秘的微笑袁 震撼了所有
人遥 在第五窟袁 蓬皮杜指着 17米高的佛
像由衷赞扬院 野整个云冈石窟和这座佛

像一样袁 是世界艺术的一座高峰遥冶
不仅是蓬皮杜袁 周总理也是第一次

直面这些饱经风霜尧 历经千年的石窟艺
术巅峰和珍贵历史遗存遥 参观过程中袁
周总理对云冈石窟日益风化和逐渐崩塌
的状况十分关注与担忧袁他问讲解员李治
国院野有没有一个维修规划钥 冶当听说国家
文物局有一个十年规划时袁他说院野十年时
间太长遥 冶再问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
秋袁回答依然是院野计划是十年遥 冶

野三年搞好浴 时间长了我们都见不到
了遥冶 周总理生前对文物工作做的最后一
次直接指示袁 就这样辉煌地镌刻在云冈
石窟的历史上遥

随行的时任山西省委书记韩英接到
指示袁 斟酌后将任务交给山西省煤炭化
工局遥 对一处驰名中外的重点文物进行
调查测绘袁 于煤炭化工局而言还是首次遥
最终袁 这一重任落在了全国优秀的水文
地质专家尧 时任地质处处长陆远昭身上遥

而当时的山西省煤炭化工局地质处袁
正是山西省煤炭地质局的前身遥

云冈石窟的调查测绘与煤炭地质设
计的领域完全不同遥 怎么 野调冶钥 如何
野查冶钥 可供借鉴的经验一片空白遥 唯有
野特别能吃苦袁 特别能忍耐袁 特别能战
斗袁 特别能奉献冶 的地质精神和 野敢为
天下先冶 的勇气在支撑着整个项目遥

罗盘尧 放大镜尧 地质锤袁 山西煤炭
地质人带着他们的老三样宝贝出发了遥

体 检

到达大同后袁 大同文教部尧 文化部尧
矿务局尧 煤化局尧 地震台等单位的 18名
人员加入队伍袁 与陆远昭一起前往云冈
石窟遥

为了获得详尽的资料袁 从东到西袁调
查组一个窟一个窟地勘查袁细致分析每个
裂缝开裂的原因遥 有些洞口被重达千斤的
石块封堵袁只能爬上爬下选择合适的缝隙
开口探入袁在没有保护措施的现场袁随时
都有再次坍塌的危险遥 45个主要石窟袁他
们用了四五天时间逐一走过遥

实地勘查后袁 进入崩裂及坍塌原因

的排查工作阶段遥 地质人袁 首先从地质
入手遥

上世纪 70年代袁 石窟周围大大小小
分布了十多座煤矿遥 当时大家一致认为
首要考虑的因素就是周边煤矿和采石场
生产爆破引发共振导致的石窟崩裂袁 所
以优先对煤矿及采石场生产共振数据进
行检测遥 为了准确测算出爆破生产产生
震动对云冈石窟的影响袁 工作组的同志
们在采集每一个数据时都会坚持下矿袁
在选定好矿层爆破地址袁 测量好爆破炸
药的剂量之后袁 再进行试验遥 测试结果
令人欣慰袁 震动对石窟的影响为十万分
之一袁 可以忽略不计遥

除了爆破袁采煤厂车来车往袁交通对
石窟的影响也在考察当中遥 他们排除了火
车尧卡车尧小汽车袁连行人尧马车尧手推车都
不放过遥 最终发现拖拉机才是 野罪魁祸
首冶遥 在那个年代袁拖拉机作为主流农业生
产机械袁使用频率和范围都极广袁来来往
往间就对云冈的岩体产生了危害遥

渊下转第二版冤

一次对云冈石窟的深度地质体检
要要要记山西煤炭地质人 45年前开展旅游地质调查的成功实践

阴 常慧忠 王甲斐

本报讯 7 月 23 日袁 航测
遥感局召开 2018年经济运行分
析会袁 传达贯彻中国煤炭地质
总局 2018年经济运行分析会议
精神袁 回顾总结上半年工作袁
分析经济运行情况及面临的形

势袁 部署下半年工作遥
会议总结分析了局上半年

的经济运行和财务情况袁 通报
了上半年获得的科技类奖项尧
专利申报和获得情况曰 对重大
项目中标和二季度劳动竞赛优
胜单位进行了表彰遥

会议指出袁 航测局上半年
认真落实总局 野11463冶 总体发
展战略袁 大力实施 野133冶 工
程袁 拓展产业布局袁 加强主业
建设袁 深化企业改革袁 加快科
技创新袁 加强市场开发袁 强化
经营管理袁 继续保持稳步增长

的势头遥 截至 6 月底袁 实现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 30%袁 完成全
年指标的 54%曰 利润总额同比
增长 18% 袁 完成全年指标的
58% 曰 经济增加值同比增长
15%袁 完成全年指标的 135%曰
全面完成上半年各项经营指标遥

党委书记尧 总经理赖百炼
对下半年工作进行了部署袁 一
是继续加大市场开拓袁 尤其要
抓好 野三调冶 项目的承揽曰 二
是加快推动重点专项工作曰 三
是以作风建设整治活动为契机袁
改进机关作风曰 四是做好对新
入职员工的培养袁 引导年轻员
工成长成才曰 五是规范离职管
理曰 六是长抓不懈做好安全生
产工作曰 七是激励各单位再接
再厉袁 力争生产经营业绩再创
新高遥 鲁 欣

航测局力争业绩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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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笔者日前从福建

省国土资源厅下达的 2018年度
5 个地质勘查工作专项经费项
目任务书中了解到袁 由福建省
一九六地质大队承担的漳州市

区浅层地温能适宜性及开发利

用项目获批袁 这意味着在地质
勘查管理工作专项经费的支持
下袁 福建将尽快查明漳州市浅
层地温能的分布特点和赋存条
件袁 以便今后开发利用遥

浅层地温能是一种新型尧
可再生的优质清洁能源袁 也是
一种特殊的矿产资源遥 该能源
通过热泵技术进行采集利用后袁
不但可以满足供暖 渊冷冤 的需
求袁 还可以实现供暖 渊冷冤 区
域的零污染排放袁 直接改善使
用区域的大气质量遥

据了解袁 该项目总体目标
是充分收集漳州市区城市地质尧
水工环地质等资料袁 对影响浅
层地温能开发利用的地温尧 松

散层厚度尧 单位涌水量尧 回灌
条件尧 含水层厚度尧 岩土的导
热性和地下水水质等条件进行
调查分析袁 总结该地区浅层地
温能资源的赋存现状曰 选择主
要区域进行钻探工程袁 了解地
层结构和富水性曰 收集地层岩
土热物性尧 地下换热系统实际
换热 渊换冷冤 效果袁 地层热流
值及传导系数等参数曰 划分漳
州浅层地温能开发适宜性分区袁
并进行评价袁 为漳州市绿色生
态城市建设布局提供指导遥

该项目起止年限为 2018要
2019 年 袁2019 年 10 月提交报
告遥

林明辉 王仁山

福建省一九六大队承担

浅层地温能适宜性及开发利用研究项目获批

从梁家河的大学问中汲取营养

叶梁家河曳 一书讲述了总书记在梁家河的
七年知青岁月遥 叶梁家河曳 一书用朴素的语
言尧 纪实的方式袁 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总书记年
轻时期扎根农村基层袁 与人民群众共同生活尧
工作的动人场景袁 展示了总书记在梁家河的
七年知青岁月和梁家河发生的巨大变化遥 总书
记说院 野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
河遥 不要小看梁家河袁 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遥冶
总书记总结了两点收获院 一是让他懂得了什么
是实际袁 什么是实事求
是袁 什么是群众曰 二是
培养了他的自信心袁 可
以说人民滋养了他袁 从
此人民在他心中有了巨
大的分量遥

叶梁家河曳一书展现
了总书记坚定不移的理
想信仰袁 无比鲜明的人
民立场遥 总书记说院野15
岁来到黄土地时袁 我迷
茫尧 彷徨曰22岁离开黄
土地时袁我已经有着坚
定的人生目标袁充满自信遥作为一个人民公仆袁
陕北高原是我的根袁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
的信念院要为人民做实事浴无论我走到哪里袁永
远是黄土地的儿子遥冶野我在这里当了大队党支
部书记遥从那时起就下定决心袁今后有条件有机
会袁要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遥冶正如梁
家河村党支部原书记石春阳所说袁野能跟老百
姓打成一片袁群众需要什么袁他就干什么遥冶当年
的北京知青袁从群众最需要尧最迫切的一桩桩实
事做起袁为当地百姓谋幸福尧谋发展袁身体力行
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遥这也成
为他后来一以贯之的人民立场遥

叶梁家河曳一书蕴含着总书记为人民造福的
初心尧追求真理的精神尧中华复兴的梦想遥可以
说读透了它袁 就能理解总书记为什么对人民群
众怀有如此深厚的情感袁 为什么会形成一系列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袁 为什么会产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遥 总书记
说院野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延安人袁 因为这
是我人生的一个启承点噎噎我现在所形成的很
多基本观念袁形成的很多的基本特点袁也是在延
安形成的遥冶总书记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奠
基于梁家河袁 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奠基于梁家

河袁卓越的毅力奠基于梁家河遥
叶梁家河曳一书展现了总书记朴素的人民情

怀遥总书记扎根农村尧接触农民尧操持农活尧读懂
农民尧读懂生活袁读懂了中国社会遥他与人民群
众水乳交融袁 产生了淳朴深厚的情感遥 王宪平
说院野近平从心底里热爱人民袁 把老百姓搁到心
里袁这是哪一所高等学府尧哪一座象牙塔里都学
不到的东西!冶总书记说院野我人走了袁但我把心
留在了这里遥冶野梁家河给我的一切袁我一辈子都
不会忘遥冶梁家河的乡亲说袁野近平的心跟咱还是
那样亲遥冶野近平的心一直在梁家河遥冶总书记说院
野我所记得的袁 是他们曾经无私地帮助过我袁保

护过我袁 特别是以他们憨厚朴实的品质影响着
我袁熏陶着我的心灵遥冶总书记说袁他永远不会忘
记梁家河袁永远不会忘记梁家河的父老乡亲遥梁
家河乡亲吕侯生说院野近平袁真不好意思呀袁这一
趟花了你几万块遥冶野近平待我可好哩袁为我这腿
费了不少心遥冶总书记说院野谁让我们是朋友哩浴冶
多么朴实的一句话袁让梁家河人热泪盈眶遥这就
是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人民情怀要要要把人民群众
放在心中最高处袁从最需要处为人民群众服务遥
在梁家河的知青经历袁成为总书记野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冶 执政理念的

源泉遥
叶梁家河曳 一书是我们树立正确人生观尧价

值观袁励志成才和报效祖国的宝典遥 叶梁家河曳
一书展现了总书记知青时期与梁家河乡亲同甘

苦袁人在一起尧心在一起尧吃苦流汗在一起的青
春岁月遥他经受了磨难袁锤炼了意志袁锻造了品
格遥总书记说院野最重要的袁我学到了农民实事求
是袁吃苦耐劳的精神遥冶野无论一个人身处什么样
的逆境当中袁只要能积极地面对生活袁无私地为
他人奉献袁抱有远大的理想袁那你无论将来成为
工人尧农民尧学者尧医生尧教师或是国家干部袁都
能为人民服务袁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袁直至成为

栋梁之材遥冶梁家河乡亲评价院野近平是一个爱学
习袁爱思考袁强调知行合一的人遥冶总书记埋头苦
干的作风袁攻坚克难的意志袁体现了幸福是奋斗
出来的深刻含义袁 阐述了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全
景过程袁 也为年轻人通过奋斗才能成为栋梁之
材树立了标杆遥

叶梁家河曳一书给我们阐释了团结人民群众
的大智慧遥 总书记说院野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
的道理袁 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
结的人袁耶己所不欲袁勿施于人爷耶给人方便袁自己
方便爷袁用他的话讲袁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

自己愿不愿意袁还要考
虑别人愿不愿意袁因为
你生活在人群中袁什么
事都以自己为主袁就是
不行的遥冶野尊重人袁帮助
人袁进而团结人冶袁梁玉
明觉得这个平时话少的
知青不简单遥总书记说院
野凡是团结处理好了袁工
作都能做得比较好曰凡
是团结处理不好袁就都
做不好遥冶在梁家河袁总
书记学会了团结的大

学问袁 形成了扎根人民团结群众的观念袁野能团
结人冶成为他鲜明的领导风格之一遥

叶梁家河曳一书是一部蕴含修身立命尧理想
信念尧为民服务尧治国兴邦和忠党爱党尧治党管
党大学问的经典著作袁 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
义袁针对性尧实效性尧启发性都很强袁是学习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教

材袁是广大干部锤炼党性修养尧强化宗旨意识尧
提升政治素质的宝贵精神财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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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梁家河的大学问中汲取营养
追寻领袖初心 坚定理想信念

要要要学习叶梁家河曳心得体会
阴 王海宁

本报讯 7 月 12 日至 13
日袁四川省煤田地质局召开局党
委中心组学习渊扩大冤会暨经济
运行分析会遥 会议由党委书记尧
局长王庆兴主持遥 会议强调袁要
以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统

揽全局工作袁 进一步统一思想尧
凝聚共识尧埋头苦干袁坚定实施
局野1236冶发展战略和野442211冶
产业布局袁推动全局经济事业实
现高质量发展遥

王庆兴指出袁要以新时代新
担当新作为推动省委决策部署
在全局落地落实遥要深化全要素
经营网络建设袁在扩大野两个拓
展冶上下功夫曰依托温江野产学
研冶创新创业园袁与科研院所尧大
专院校组建野大众创业尧万众创
新冶的项目团队袁在为全局转型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上下功夫曰做

好信誉评价和野四川煤田冶品牌
建设袁 在提高经营质量上下功
夫曰加强激励机制建设袁在提升
对外合作动力和队伍活力上下
功夫遥 要深刻理解省委提出的
野一干多支尧 五区协同冶 区域发
展新格局和 野四向拓展尧 全域
开放冶 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袁
各单位在扎根 野根据地冶 的同
时袁 找准转型发展的契合点袁
不断拓展新空间遥

针对当前重点工作袁王庆兴
指出袁一要扎实抓好省委全会精
神的学习教育和宣传工作曰二要
继续扎实开展野大学习尧大讨论尧
大调研冶活动曰三要对标年初工
作会确定的 15 项重点工作袁及
时查漏补缺袁确保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曰四要加强安全生产及汛期
地灾防治工作遥 赵红梅

四川局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