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在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月期间袁陕
西省一三一煤田地质有限公司紧扣活动主题袁
结合公司实际袁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尧内容丰
富的宣传教育活动袁着力筑牢党员干部遵纪守
法尧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袁营造风清气正的良
好氛围遥

一是召开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月活动动员
大会遥会上袁纪委书记齐正伦带领大家学习了
叶陕煤地质一三一公司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月活
动方案曳曰总经理柴宏有进行了动员讲话遥

二是组织开展了系列学习教育活动遥党委
中心组召开了年度第六次中心组理论学习会袁
认真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叶当前纠正野四风冶
工作中存在问题及下一步要求曳曰 组织机关中
层以上干部学习了陕西省煤田地质集团有限
公司 叶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办法曳曰 在公司内刊
叶煤勘通讯曳上开辟廉政专栏袁宣传普及廉政小
知识和纪检监察信息等曰在节假日期间袁向公
司 80余名党员尧 中层以上干部发送了 3次节
日廉政短信提醒遥

三是开展了送廉政知识下一线尧进社区活
动遥齐正伦带领纪检监察室等部门负责人到山
西谭平井筒检查孔施工现场尧韩城柏林油气修
井项目部尧 桑树坪丁公庙滑坡治理项目部尧板

桥镇李家辿崩塌应急治理项目部袁通过制作展
板尧发放学习资料尧开展集中学习等形式袁为野
外一线职工送上廉政文化大餐遥同时袁在家属
区开展了野送廉政知识进社区冶活动袁以通俗易
懂的形式把廉政知识传播到家属群众中袁让风
清气正的良好风尚充满社区遥

四是组织 47名党员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遥
在马栏革命纪念馆袁 聆听了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的光辉事迹曰 在照金陈家坡纪念馆前袁
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曰 在照金革命纪念馆袁
深切感悟老一辈革命家不怕牺牲尧 献身革命
的精神遥 通过此次活动袁 大家表示袁 要始终
牢记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使命袁以饱满的热情为
公司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遥

五是举办了野立足岗位做奉献尧勤政廉洁
促发展冶演讲比赛遥12名选手结合自己的学习
体会和工作实际袁阐述了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深刻理解和对反腐倡廉工作的认识曰用身边鲜
活的人物事迹赞扬地勘人勇于奉献尧执着坚守
的高尚品格曰 用铮铮誓言表达了自己不忘初
心尧廉洁自律尧奋进新时代的信念和决心遥

六是开展了廉政书画作品尧廉政征文和廉
政格言警句征集活动曰组织观看了廉政教育片
叶黑瞳曳袁上了一堂生动的廉政教育课遥 高举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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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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渊上接第一版冤
读叶梁家河曳袁向领袖学习袁不忘初心袁

坚定理想信念

学习总书记坚定的理想信念遥总书记说院野陕
北高原给了我一个信念袁也可以说是注定了我人
生过后的轨迹遥经过陕北这一人生课堂袁就注定
了我今后要做什么袁 它教了我做什么遥冶野在当年
陕北贫瘠的黄土地上袁不断思考耶生存还是毁灭爷
的问题袁最后我立下了为祖国尧为人民奉献自己
的信念遥冶野人来到世上袁 就是要为人类办好事遥冶
总书记以对党的崇高信仰和 野为人民做实事冶的
执着追求袁带领梁家河人搏击贫困尧艰苦创业袁在
这里挥洒了浸透忠诚与实干的火热青春遥学习总
书记坚定的理想信念袁 要在思想上绝对忠诚尧政
治上绝对可靠尧行动上绝对紧跟曰要牢固树立野革
命理想高于天冶的坚定信念袁坚定搞好国有企业
的信心和决心袁 坚定不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袁坚
定不移促进国有企业创新袁坚定不移推动国有企
业发展袁实现总局做强做优做大遥

学习总书记求知若渴的精神遥叶梁家河曳中这
样写着院在梁家河人的印象里袁习近平平常看砖
头一样厚的书袁吃饭在看袁上山放羊时手中还不
忘拿书阅读遥2013年 4月 4日袁总书记说院野我到
农村插队后袁给自己定了一个座右铭袁先从修身

开始遥一物不知袁深以为耻袁便求知若渴遥上山放
羊袁我揣着书袁把羊圈在山坡上袁就开始看书遥锄
地到田头袁开始休息一会儿时袁我就拿出叶新华字
典曳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袁一点一滴积累遥我并不
觉得农村七年时光被荒废了袁很多知识的基础是
那个时候打下来的袁现在条件这么好袁大家更要
把学习尧把自己的本领搞好遥冶野我爱好很多袁最大
的爱好是读书遥冶野读书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
式遥冶野书里有更广阔的世界袁有丰富的知识袁通过
学习袁人能增长见识袁汲取了知识袁就变得更强尧
更大遥冶我们要学习总书记这种求知若渴的精神袁
把学习梁家河精神与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袁进一步坚定理想
信念袁提高工作的水平和干事的能力遥

学习总书记对技术和创新的重视和追求精
神遥在梁家河插队期间袁他前往四川取野真经冶袁解
决技术尧土壤松软等难题袁带领群众建了陕西省
第一口沼气池遥 总书记说院野我们不管干什么事袁
都面临巧干和苦干的选择袁 我们要想办法巧干袁
避免苦干遥冶野实践证明袁 科技与政治是紧密联系
的遥科技搞上去了袁生产生活问题解决了袁就会得
到人民拥护遥冶我们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袁构建科
技创新体系袁特别是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要加大
科技投入袁助推产业转型升级袁向打造世界一流
地质与生态文明建设企业集团奋力迈进遥

学习总书记不畏艰难尧 百折不挠的顽强意
志遥总书记说院野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
锻炼很大袁后来遇到什么困难袁就想起那个时候
在这样困难的条件还可以干事袁 现在干吗不干钥
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遥这个对人的作用很
大袁一个人要有一股气袁遇到任何困难事情都有
挑战的勇气袁什么事都不信邪袁就能处事不惊尧知
难而进遥冶野近平一直拼命干袁从不 耶撒奸儿爷冶袁乡
亲们是这样评价的遥总书记从梁家河村的实际出
发袁带领干部群众打井抗旱尧打坝淤地尧修建公
路袁以实干作风和担当精神推动梁家河发生了实
实在在的变化袁让大家看到了北京后生的敢作敢
为遥总局的全面深化企业改革尧转型升级创新发
展是一场大考遥要交出一份让上级放心尧职工群
众满意的答卷袁 就必须学习总书记不畏艰难尧百
折不挠的顽强意志袁发扬野一切从实际出发冶的作
风袁牢记野什么叫实际袁什么叫实事求是冶袁坚持讲
实话尧用实劲尧干实事袁勇于负责尧敢于担当袁用我
们共同的辛勤努力袁创造经得起实践尧群众和历
史检验的业绩袁为实现野11463冶总体发展战略袁推
动总局做强做优做大而不懈奋斗遥

学习总书记的为民情怀遥总书记用自己的满
腔热忱和实干精神袁 带领梁家河群众搞生产尧谋
发展袁无论何时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遥建沼
气池尧开铁业社尧办扫盲班等袁一个个想法变成了

现实遥总书记说院野现在我看到贫困地区的老百姓
啊袁我确实是发自内心地同情他们袁我们作为共
产党人袁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放在心上袁真正地为
他们办实事袁 否则我们的良知在哪里啊浴冶野要当
好一个村领导袁必须一碗水端平袁群众最讲究的
是耶公道爷二字袁最信服的就是公道人遥哪怕一毛
钱的事袁你处理得不公袁群众也不答应曰十块钱的
事袁你处理得公道袁群众也没有意见遥无论大事小
事袁该咋办就咋办遥冶我们学习总书记的为民情怀
和公道办事的作风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奋斗目标袁就要与职工水乳交融袁与职工交朋
友袁用心接触职工尧依靠职工袁听职工之声尧汇职
工之力袁为职工办实事尧解难题袁为职工解决最关
心尧最现实尧最直接尧最根本的利益问题遥坚决做
到耿直为人尧公道处事尧公心谋事尧廉洁奉公袁以
野一碗水端平冶深深地赢得民心袁调动广大职工融
入企业发展袁共享企业改革发展成果袁使职工在
企业发展中获得幸福感遥

学习总书记的团结观遥在叶我是黄土地的儿
子曳一书中袁总书记写道院野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
会往群众里钻袁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钥当然要靠
群众遥冶 企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广大职工袁 我们要
团结群众尧依靠职工袁与职工打成一片袁取得群众
的信任袁 充分调动广大职工融入企业改革发展袁
让广大职工共享企业改革发展成果遥团结就是力

量袁团结就是大局袁我们要加强班子团结袁百年修
得同船渡袁大家在一起共事袁何止是百年能够修
来的一种缘分袁要倍加珍惜共事之缘袁相互尊重尧
襟怀坦白尧光明磊落遥总书记常说院野火车跑得快袁
全靠车头带冶野打铁还需自身硬冶遥 我们要积极配
合而不越位擅权曰明辨是非而不斤斤计较曰见贤
思齐而不嫉贤妒能曰 相互沟通而不怨恨猜忌遥在
班长的带领下袁积极进取尧努力工作尧顾全大局尧
团结协作袁既使各自分管的工作卓有成效袁又对
全局工作起到推动作用遥

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袁在思想上拥戴核心袁在政治上维护
核心袁在行动上紧跟核心袁在政治立场尧政治方
向尧政治原则尧政治道路上更加自觉地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遥要提高认
识袁增强紧迫性和责任感袁切实抓好贯彻落实袁增
强野四个意识冶袁不忘初心袁牢记使命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袁以科技进步
为支撑袁以强化管理为手段袁以产业发展为载体袁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袁 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袁在
状态尧敢担当尧勇作为袁团结广大职工群众袁大力
实施野133冶工程袁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袁为实现
野11463冶总体发展战略尧推动做强做优做大而不
懈奋斗袁为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的地
质与生态文明建设企业集团作出更大的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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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 陕西煤田地质油气钻采有限公司
石油项目部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袁 模范践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 以 野两学一做冶
和 野达标创先冶 为活动载体袁 高奏创新主旋律袁
找准基层党建工作的结合点尧 切入点尧 支撑点尧
提升点袁 探索出了一条基层党建工作的新路子遥
项目部及井队全体干部职工在公司和公司党总
支的领导下袁 锐意进取尧 努力拼搏尧 齐心协力袁
克服重重困难袁 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遥

学习实践袁 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通过开展 野两学一做冶 学习教育袁 支部每

个成员积极联系群众袁 竭诚服务职工袁 更好地
代表和维护了每一个职工的根本利益袁 为职工
排忧解难袁 做好暖人心尧 稳人心的工作袁 发挥
了坚强的政治核心作用袁 显示了基层党组织强
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袁 增强了党组织的吸引力袁
把全项目职工紧密团结在党支部的周围袁 与时
俱进袁 不断开创党的工作新局面遥 在党员干部
的先锋模范作用下袁 广大职工不怕苦尧 不怕累袁
克服种种困难袁 生产组织井然有序遥

达标创先袁 严格落实党建目标责任书
党支部根据项目 6 名党员都处在重要岗位

的实际情况袁 特别加强了目标责任书的落实袁
把它作为年终评优评先的一个重要依据遥 党支
部在抓好自身建设的同时袁 领导项目及井队的
群团工作袁 使广大青年职工与党组织紧紧抱成
一团袁 有效地促进了队伍的管理和发展遥 大胆
使用青年人才袁 使他们尽其所能尧 竞展才华袁

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袁求知好学之风也越来
越浓遥党支部还根据项目部和井队年轻人多的情
况袁利用完井时间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袁活跃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袁引导广大员工
树立正确的野三观冶袁培养良好的品德遥

身先士卒袁 充分发挥干部带头作用
党员干部是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骨干力量遥

党员干部袁 尤其是党委书记尧 支部书记是抓工
作尧 带队伍的 野领头人冶遥 项目部领导班子团结
共进袁 带动全项目各井队职工奋发向上袁 提高
了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遥 干群齐心袁 党群合
力袁 是企业蓬勃发展的强有力的支撑点遥 在日
常工作中袁 项目部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袁 将全体员工紧密地团结在党旗下遥
广大员工在生产突击中袁 以党员为榜样袁 以主
人翁的精神忘我工作遥

强化队伍袁 提高生产时效争最佳效益
为了取得最佳效益袁 党支部将日常管理不

断制度化尧 规范化袁 推动生产积极有效发展袁
制定了五项标准袁 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切实执行
和不断完善遥 一是在生产组织中实行严密管理袁
把每口井的整个钻井工艺流程视为一条正常运
转的流水线袁 由此制定生产计划袁 做好生产衔
接遥 二是高标准尧 严要求袁 抓好生产过程控制袁
在确保井身质量的同时袁 提高钻井速度遥 三是
做好完井总结袁 着重查找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袁 制定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遥 四是加强 HSE管
理袁 每周组织一次安全基础工作自查自改活动袁
检查结果与班组尧 岗位的效益奖挂钩遥 五是强

化经营管理遥 在油料管理上袁 实行单机组考核袁
建立油料使用登记卡袁 在正常生产情况下袁 测
算出班机组耗油量袁 实行口井考核遥 在材料管
理上袁 实行班组包干制袁 领用材料都要填写清
单遥 坚持交旧领新制度袁 对旧料进行统一管理袁
利用倒班时间和等井位时间修复再用袁 有效控
制了成本袁 提高了经济效益遥

坚持抓生产组织建设遥一是强化干部跟班制
度袁 每一个班组都必须有一名干部跟班指挥生
产袁狠抓现场管理袁从生产时效尧井身质量尧安全
生产尧劳动纪律等方面袁强化监督袁落实岗位责任
制的执行情况袁杜绝了各种事故隐患的发生遥 二
是合理组织生产袁实行交叉作业袁最大限度地提
高生产时效袁减少组停时间尧修理时间遥

创新思路袁 再添党建特色风采
一是夯实党建基层袁 强化党建特色遥 党支

部根据实际情况袁 组织全体党员开展 野党员结
对手拉手尧 共同进步促发展冶 建设活动袁 全体
党员在日常工作中都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袁 充
分体现了党支部的团结尧 乐观尧 积极尧 向上的
风采遥

二是确保 野三会一课冶 落实遥 党支部严格
落实 野三会一课冶 制度袁 定时定期开展活动袁
支部组织生活制度正常袁 每月召开一次以上会
议袁 每季度组织上党课一次袁 认真开展民主评
议党员工作袁 程序规范袁 材料齐全袁 党内活动
党员参与率达到 100豫遥

本报讯 近日袁按照江苏煤炭地质局纪委
关于开展以野落实叶中国煤炭地质总局职工违
规违纪处分暂行办法曳 习惯接受监督冶为主题
的第十三个党风廉政教育月活动要求部署袁江
苏长江地质勘查院党委尧纪委开展了党风廉政
教育月系列活动袁并取得良好成效遥

动员大会上袁 院长刘军传达了文件精神曰
院总工程师沙亚南宣读了院纪委关于此次活
动的工作方案曰院纪委书记贡文辉讲授了廉政
党课遥

勘查院领导带头在野落实叶暂行办法曳 习
惯接受监督冶的主题横幅上签名袁全体与会党
员尧积极分子也逐一在条幅上签名遥活动中袁组
织职工观看了专题片叶巡视利剑曳第一集叶利剑
高悬曳袁大家表示袁要以反面典型案例为镜尧为

戒尧为鉴尧为训袁不断强化纪律意识和法律意
识袁坚决不触制度野红线冶袁不碰法规野高压线冶袁
守住廉洁从业的野底线冶遥

最后袁院党委书记王新民就进一步开展好
党风廉政教育月活动提出三点要求遥一是要深
刻领会遥江苏局纪委已连续十三年开展廉政教
育月活动袁大家务必深刻领会开展廉政教育活
动的重要性袁 深刻领会廉政党课主要精神内
核遥二是要强化责任遥以廉政教育月活动为契
机袁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袁增强野四个意识冶袁严格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遥三是要确保实效遥通过讲党课尧观看警示
片等活动袁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好教育月活动各
项工作袁保证工作效果和各项工作任务顺利完
成遥 曹跃进

江苏局勘查院

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教育月活动

加强基层党建 助推经济发展
要要要记陕煤地质油气钻采公司石油党支部

阴 姬凯轩

航测局为扶贫村小学捐赠爱心图书

本报讯 前不久袁 由航测遥感局制印公
司党总支倡议组织尧团支部具体实施的野煤航
爱心书屋冶 图书捐赠活动在局扶贫对口
村要要要陕西省澄城县王庄镇塔塚村小学举
行遥 制印公司党总支书记高晓梅一行六人给
孩子们送去了爱心捐赠书籍袁 局党群工作部
主任尧塔塚村王书记尧扶贫驻村工作人员出席
了捐赠仪式遥

捐赠仪式上袁 塔塚村小学校长和老师们
对此次活动表示欢迎和感谢遥 当书籍交到孩
子们的手中时袁 每个孩子的脸上都洋溢着开

心的笑容遥
此次捐赠爱心图书活动得到了党员和职

工的热烈响应袁共收到爱心捐赠书籍 586本袁
包括文学名著故事尧教育成长书籍尧小学生作
文图书尧教学教辅书籍等遥捐赠的书籍可以让
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袁 给孩子们带来丰富
的精神食粮遥

此次爱心图书捐赠只是一个开始袁野煤航
爱心书屋冶会一直把这份爱心和希望袁在塔塚
村孩子们心中传递下去遥

蔺建明

创新与和谐

为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袁确保野外
项目安全生产袁7月 16日袁 泉州市总工
会王茂泉尧潘孝铭等领导来到福建省一
九七地质大队驻地袁为坚守在一线的职
工送去夏日的清凉遥 一句朴实的问候袁
一份清凉的饮品袁传递着领导对职工的
关爱遥 孙轶群

泉州市总工会

到福建省一九七大队送清凉

7月 18日袁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副
局长章云根一行赴蚌埠基地管理处开
展送清凉慰问活动遥章云根叮嘱该处负
责同志注意生产一线作业安全袁充分保
障一线职工健康权益袁确保每名职工平
安度夏遥 李 楠

安徽局领导

赴蚌埠基地管理处送清凉

近日袁中煤地质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中煤物探测量有限公司经理刘叶青一
行来到位于青浦区的油墩港地下管线
探测项目部袁慰问在烈日下坚守一线的
员工袁并发放了防暑降温用品遥 公司领
导叮嘱员工增强安全意识袁并感谢他们
为公司作出的贡献遥 贾 焱

地质集团上海公司工会

开展野夏日送清凉冶活动

本报讯 7月 6日袁 山西省煤炭地质局机
关党委赴大寨开展了 野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冶
主题活动遥局党委书记卫洪平袁局党委委员尧总
工程师宋儒袁局党委委员尧副局长张学彦参加袁
局党委副书记李兴武主持活动遥

在大寨干部学院袁昔阳县委党校副校长贾
定龙给大家作了叶大寨人与大寨精神曳的报告遥
昔阳县委常委尧组织部长袁大寨干部学院院长
郭春林与大家一同观看了纪录片 叶昔阳红似
火曳袁 重温了昔阳人民尤其是大寨人火热的革
命热情和拼命精神遥

李兴武在主持活动时袁围绕习总书记在全
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袁对全局基
层党组织和党员提出了四点要求遥一要贯彻落
实好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袁树立党的一切工
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袁不断强化党支部的政治
功能袁提升党支部的组织力袁为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提供坚强组织保证遥二要学习大寨党支部
贴紧党员袁扎扎实实作好党员思想工作袁凝聚
党员力量曰贴紧身边的职工群众袁踏踏实实做
好服务袁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和团结更
多的职工群众遥 三要学习大寨党支部思想领
先尧敢于担当的精神袁推动党支部和全体党员
在政治站位尧理念思路尧能力水平尧状态作风上
有大的提升遥四要学习大寨人与时俱进尧开拓
创新的奋斗精神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袁提高
政治站位袁 以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忘我工作袁
做到困难面前敢闯敢试袁 矛盾面前敢抓敢管袁
风险面前敢作敢为袁彰显新时代山西煤炭地质
人的新担当尧新作为遥

通过此次活动袁大家表示袁要不忘初心尧牢
记使命袁围绕山西省野三大目标冶和山西局党委
工作部署袁以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袁共同谱写
新时代山西煤炭地质事业的华彩篇章遥张晓东

山西局机关党委

开展野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冶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