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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双节前夕慰问野外职工 

9月 21日，“国庆”、“中

秋”双节来临之际，我公司党

委书记、工会主席李存购前往

彬县、麟游等地区。走访慰问

了公司野外一线职工，向节日

期间奋战在生产一线的职工

送去了公司的关怀。 

李书记一行首先前往彬

县工区，与长期驻守在此的煤田勘探工程处、油气钻探工程二处职工进行了交谈。听取

了近期的生产工作情况，询问了一线职工的生活情况。他要求生产一线职工要持续树立

安全第一的宗旨，扎实做好本职工作。 

在崔木煤矿，李书记看望慰问了煤炭运销部、矿井地质技术工程处、矿井地质技术

研究院、永陇投资公司及油气钻探工程二处钻机职工。他再三叮嘱要时刻做好安全工作，

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要以崔木煤矿为基点，将矿井地质逐渐做大做强，树立起一八六

品牌。 

在此次慰问中，李书记代表公司向野外一线职工送去了节日的祝福，也为每个实体

和钻机带去了猪肉和啤酒等慰问品。使野外职工在浓浓真情、融融暖意之间感受到了公

司领导的关爱。一线的干部职工备受鼓舞，纷纷表示，一定坚守岗位，踏实工作，为公

司的发展不断努力。 

(张小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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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基层全覆盖  狠抓实干保安全 

——我公司开展节前安全大检查 

为确保祖国 68岁生日和中秋佳节的平安祥和，推动节日期间公司各项工作安全推

进。国庆、中秋前夕公司领导兵分三路深入基层一线，走遍生产安全各个环节，扎实开

展节前安全大检查。 

9月 25日，副总经理陈利群前往彬县工区，检查野外实体、钻机节前安全工作并

召开节前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会上，陈总向参会的实体安全负责人传达了公司节日期间

工作部署，煤田钻探工程处经理李宪峰、油气钻探工程二处经理南军校分别就各自生产

经营情况和工作规划及节假日期间工作安排做了汇报。听取汇报后，陈总针对两实体实

际情况，分别下达了具体要求。随后，陈总前往亭南煤矿观测孔项目、郭家河煤矿防治

水项目、崔木煤矿泄水孔项目、崔木煤矿井检孔项目等地，深入一线钻机检查生产生活

安全，并对检查出的隐患做出具体整改要求并落实责任到人。 

29日，副总经理鲜和荣前往太乙路基地，检查温泉大厦、机械修理厂等驻太乙路

基地实体部门节前安全工作。温泉大厦经理李增收、机械修理厂长倪俊武等就各自生产

经营情况和节前安全工作部署等向鲜总做了具体汇报。随后，鲜总对太乙路基地消防水

电、房屋、厂房等设施做了深入全面的检查，并要求各部门对检查发现的隐患责任到人，

抓紧整改，确保节日期间各项工作安全顺利推进。 

同日，党委副书记杨占盈、总工程师郭云带领由高新基地安委会委员组成的检查组

对高新基地进行节前全面安全检查。检查组首先对高新基地办公区消防、应急照明、办

公用电等办公安全相关环节进行全面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作出记录，明确

整改责任、期限。随后检查组深入地下 1楼、2楼，在技术人员的带领下分别对配电室

和取暖锅炉等设备做了全面细致的检查。为确保所有环节检查到位，不留死角，对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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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且容易忽视的蓄水池，总工程师郭云亲自上梯检查蓄水池蓄水情况。 

安全是企业生产工作的核心工作，做好国庆、中秋期间安全工作不仅涉及企业经营

发展，也事关广大职工的幸福生活，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此次安全检查，夯实了双节

期间安全工作，为公司后续生产安全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鑫鑫） 

～～～～～～～～～～～～～～～～～～～～～～～～～ 

我公司纪委安排 “双节”期间纠“四风”工作 

 “国庆”和“中秋”长假来临，在这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68周年的节日

前夕，我公司纪委紧抓“节日”这一关键节点，针对

节日“走人情、拉关系”、“送节礼”、公款消费、公

车私用等节日易发问题，下发了“关于做好 2017 国

庆期间纠正四风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通知要求公司各领导、各部门和经济实体严格按

照“通知”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能源集团“十项严禁”要求，

“清清爽爽过节”。 

通知要求党员和领导干部要提高政治素质和政治觉悟，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纠正“四风”问题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同时释放出越往以后执纪将

越来越严的信号，驰而不息纠正“四风”， 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公司纪委将加大检

查力度，立足抓早抓小、有效推进党的“八项规定”制度常态化、长效化，用风清气正

的工作和生活氛围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 

（杨淑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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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纪委召开新任中层干部廉政座谈会 

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层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和教育，根据集团公司纪委和我公司纪委

要求，10月 9日下午，我公司纪委对地质勘查研究院院长杨磊、纪检监察室副主任杨栋、

机械修理厂副厂长文宏宗三名新任中层干部进行了廉政学习和谈话，本次谈话由纪委书

记杨占盈主持。 

在此次谈话中，组织新任中层干部认真学习了能源集团“十项严禁”和微腐败的三

个典型案例。公司纪委书记杨

占盈提出了六点要求：一是提

高大局意识，协助抓好廉洁从

政建设；二是严格遵守廉政规

定，做好表率；三是自觉接受

群众监督；四是如实报告个人

重大事项；五是加强廉政学习

教育；六是工作中常怀宽容之心。 

三位谈话人表示，一定不辜负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用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

己。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及时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不越雷池，不碰“红

线”，为公司的发展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最后，杨书记勉励大家要珍惜此次机会，不辜负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在做好本职

工作的前提下，做好廉洁自律工作，推动我公司健康良好发展。 

(杨淑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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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召开新任部门负责人座谈会 

10 月 17 日，我公司召开了新任中层负责人座谈会。会上，党委书记李存购代表公

司党政领导和新任的地质勘察研究院院长杨磊、纪检监察室副主任杨栋进行了谈话。 

李存购首先对他们的任职表示祝贺。同时，对他们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希望他们

尽快转变角色，由被动接受完成工作任务向主动布局、安排、推动工作转变；二是要不

断提升理论水平、业务素质和思想境界，主动学习，发挥内因作用；三是要大胆开拓市

场、开拓局面，敢于担当，克服不足，有所作为；四是要处理好同级、上下级之间的关

系，扬长避短，形成合力，为组织争光，为职工做事。 

两位新任中层负责同志表示不辜负组织的关心和厚爱，珍惜岗位，继续努力，干好

工作。 

（王晓云） 

～～～～～～～～～～～～～～～～～～～～～～～～～ 

我公司多项措施加强秋季生产安全管理 

入秋季以来，我公司不断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从秋季生产、隐患治理、员工培

训等多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筑牢安全防线，为秋季安全生产提供坚实保障。 

严控安全生产管理。加强对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力度，严格油料、工业气体储罐

通风、气体放空等安全措施落实，加强危险品管理，防止火灾爆炸等事故发生。加强装

置用电安全管理，重点做好线路、配电室的巡检，落实施工现场用电、电器维修等作业

安全监管。深入开展隐患排查，依据秋季钻探施工特点，制定专项检查表，对重点生产

区域和关键要害部位进行防泄漏、防火、防爆专项检查，对供暖设备装置等重点部位逐

一排查，对发现的隐患按照“定时间、定人员、定措施”原则进行专项整治，确保安全

生产不留死角，生产设备受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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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实安全生产措施。树立“防大冻、抗大寒”思想，各作业班组对装置设备逐个进

行隐患排查，扎实做好各类设备器材保温工作；落实设备管理制度，提前做好冬季安全

生产准备；着力加强冬季生产危险源辨识，认真分析每个操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害，

有针对性地制定防范措施。为增强员工安全生产意识及操作能力，一方面开展安全生产

检查、总结，另一方面抓实践培训工作，确保不同工种、不同岗位受训覆盖面和培训的

实用性。 

严格落实风险应急预案管理制度。明确公司、工程处、钻机三级安全生产管理责任，

以各工程处为核心根据项目施工现场季节、地域气候特点制定事故应急预案，并组建事

故应急机构，明确人员岗位、责任。针对秋冬季节，我公司施工地域有可能发生的冰冻、

大雪封山等自然灾害，以钻机为单位组织班组进行灾害预防演练。 

（王鑫鑫） 

～～～～～～～～～～～～～～～～～～～～～～～～～ 

油气钻探工程处集中力量推进秋冬季生产工作 

进入秋季，伴随着崔木山区的降雪，秋冬季钻探生产工作迎来严峻挑战。在该地施

工的我公司崔木煤矿泄水孔项目部积极谋划、精心组织，采取多项措施稳步推进秋冬季

节钻探生产工作。 

建立健全责任落实。构建以钻机为核心的工程处、钻机、班组三位一体的责任落实

体系，全面迎接秋冬季生产工作挑战。通过明确三级生产管理责任，加强督导检查力度，

重点做好物资保障、灾害防治、森林防火等工作。 

明确重点工作领域。定点突破，确保钻探生产工作安全推进。工程处根据当地气候

特点和钻探施工实际，拟定了取暖安全、设备管理、防滑防冻、森林防火、道路安全、

物资保障等重点工作领域，明确组织架构，责任落实到岗，加强钻机日常检查，加大工

程处不定期专项检查力度和范围，侧重督导检查隐患整改落实情况，下大力气做好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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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重点领域的生产安全工作，确保工程正常施工。 

积极采取保障措施。崔木煤矿泄水孔项目是崔木煤矿防治水项目的重要工程，工程

处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工作方针。通过加强与矿方相关部门的技术交流力度，组织施工、

管理等各级责任人的技术交流，严格把控工程质量，确保煤矿防治水工作顺利推进。 

（王鑫鑫） 

～～～～～～～～～～～～～～～～～～～～～～～～～ 

埋头苦干 谱写企业安全管理新篇章 

       ——我公司大力推进标准化体系建设工作 

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质增效，不断推动企业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营造

良好的生产经营氛围。公司以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建设为契机，积极推进创新生产经营

工作，着力谱写公司现代化管理新篇章。 

标准化体系建设工作以公司生产经营项目为主体，引入行业标准化规范框架，通过

专家指导，对生产经营所涉及的各项工作进行标准化管理。我公司标准化体系创建工作

分为创建和自评、评审、持续改进三个阶段展开。公司通过成立标准化体系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外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劳动安全卫生研究所专家团队，组建标准化体系创建工

作小组等系列措施，全面聚焦落实标准化体系创建和自评阶段工作。  

在创建过程中，相关人员以具体规范为依据，结合公司生产经营业务特点划分三个

创建小组，专人负责，具体模块责任到人。通过同专家团队的学习交流，摸底排查，对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管理体系进行了全面细致的了解，完成了基础评测。同时，达成了后

续工作开展方式和工作安排。经过标准化体系创建工作小组长期不懈努力，目前已初步

完成标准化建设模块创建阶段相关工作，公司标准体系框架已基本搭建成功。下阶段，

将加强同专家团队的交流，进一步细化相关内容，完成自评前的所有准备工作，争取早

日送出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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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行百里半九十”，标准化体系创建工作虽然已初步成形，但全面依据标准化规

范运营，落实标准化体系管理，创新企业管理，提升企业经营效益，依然任重道远。在

后续的工作中，我公司将会发扬地质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

奉献的行业精神，埋头苦干，不断努力谱写经营管理新篇章。 

(王鑫鑫) 

～～～～～～～～～～～～～～～～～～～～～～～～～ 

我公司组织收看党的十九大开幕式实况直播 

10 月 18 日上午 9 时，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我公司组织全

体职工在高新基地五楼会议室集中收看了此次开幕式。 

在观看开幕式的过程，公司全体职工认真倾听了习总书记全面、细致、深刻而又客

观的报告，作为基层工作人员，深

深为祖国取得的伟大成绩而自豪和

感动。 

大家纷纷表示：要更加深入地

学习总书记讲话精神，准确领会十

九大会议精神。以积极的态度和饱

满的政治热情，认真学、反复学、

深入学、联系思想实际学、结合实际工作学，切实把十九大的精神和化为自己的政治理

论和动力。更好的指导自己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不断增强自己的理论水平。同时，

要尽快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并结合单位的实际情况，积极努力工作，为公司发展

做贡献。 

（王  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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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开展反腐倡廉学习教育活动 

10月 19日下午，我公司纪委组织全

体党员和中层以上领导干部 80 余人在五

楼会议室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廉政学

习教育活动。 

此次学习教育活动以学习《中国共产

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为主题，通过一部名为《尺度》的宣传动画片，详尽地学习了作为党员和领导

干部应该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违反党纪党规将受到的处分和处罚，提醒和要求广大党

员领导干部要时刻牢记纪律红线不可逾越，清清白白做事，明明白白做人。 

《尺度》这部廉政教育动画片通过一些典型的、发生在身边的鲜活事例寓教于乐，

使干巴巴的《准则》、《条例》变得通俗易懂，让人易于接受。 

党的十九大胜利开幕了，我公司党员和领导干部将以此次学习教育活动为契机，转

变工作作风，喜迎十九大胜利召开。 

（杨  栋） 

～～～～～～～～～～～～～～～～～～～～～～～～～ 

我公司以做好干部选拔任用为抓手加强干部管理工作 

2017 年，我公司着眼追赶超越，用好“三项机制”，严格落实重要人事任免事项，

坚持选拔任用科学透明，规范了公司的干部选拔任用及管理工作。 

全面贯彻《中层干部选拔任用办法》。公司党委以“三项机制”为抓手，全面把握

《选拔任用办法》的贯彻落实，选人用人一切服务于公司生产经营工作。坚持用人之长，

纠正其短，正确引导，逐步达到干部合理配置，机构优化，融合干事的氛围。在干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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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中，我公司加强组织考察作用，逐步在民主推荐等环节进一步完善举贤纳才的平等原

则，完善民主监督程序。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握用人的公心度，把政治立场坚定，政治觉悟高，职工信赖，

有一定工作实践经验，愿意为公司发展建设奉献，吃苦耐劳精神强的优秀人才选拔到合

适的岗位，使其在不同的管理岗位上发挥积极进取，不断奋进向上的良好状态。 

严格组织程序。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公司党委坚持民主推荐、组织考察、个别征求

意见，按照“凭实绩、重德才、看民意”的原则，坚持标准，抓住干部选拔任用的关键

环节，严把“五关”：一是把好资格审查关，对不符合任职资格条件的一律不考虑；二

是把好民主推荐关，在选拔中层干部过程中，组成考察组，组织员工开展会议投票推荐

和个别谈话推荐，确保了职工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三是把好组

织考察关，为了有效防止选人失准、失真现象发生，在民主推荐后，党委召开会议，集

体讨论确定考察对象和考察范围，考察对象确定之后，及时发出考察预告，通过不记名

投票、个别谈话、查阅资料等形式，广泛听取民意，全面掌握干部的现实表现，增强了

考察干部的准确性；四是把好讨论决定关，党委在研究任用干部问题上，党委委员充分

发表意见，未获半数以上的不得任职；五是把好任前廉政谈话关，纪委组织了任前廉政

谈话，进一步增强了新任中层干部的廉政自律意识。 

对青年干部既注重日常工作考察又立足长远培养。公司党委非常重视后备干部的培

养和储备，稳定干部队伍，为公司长远发展储备力量。进一步优化配置干部，实现组织

结构的良好搭建，为公司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干部人才基础。 

（蔡立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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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获陕煤地质第七届职工篮球比赛亚军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深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我公司

组织参加了陕煤地质第七届职工篮球比赛。本届比赛于 9月 26日开始，10 月 15日圆满

结束，集团公司系统 10 个代表队、13 个单位、180 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参

加了此次比赛。 

   公司党政领导高度重视此次比赛，各部门积极配合，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训练，在副

总经理鲜和荣的带领下，我公司代表队表现出色，经过小组赛全胜出线后，在半决赛与

B 组第二名集团机关、研究院、化验公司组成的三方联队相遇，经过加时赛获胜后进入

决赛。决赛对手是天地公司、监理

所组成的二方联队，比赛中全体队

员奋勇拼搏、默契配合，由于主力

中锋受伤缺阵，我公司遗憾负于对

手获得亚军，集团机关、研究院、

化验公司组成的三方联队和新能

源公司荣获第三名。 

通过此次篮球比赛，促进了公司职工之间的交流，增强了大家的凝聚力、向心力，

提高了职工进行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充分展示了我公司广大职工的团结协作、积极进取

的精神风貌，在公司内掀起了体育锻炼的高潮。 

（张小龙） 

～～～～～～～～～～～～～～～～～～～～～～～～～ 

原则 

西安市的 700路公交车是我每天上下班必乘的交通工具。起初的一两年坐在车上总

是心浮气躁，急切地等一个个红灯，无奈地等一个个堵点，每每回到家就像翻越了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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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水，已是一身疲惫。 

斗转星移，流年似水，时间磨砺了我的意志，我已然没有了之前的烦躁。乘车的经

历就像随手翻起的一本本故事书，有智斗歹徒的警匪片，有因 700路与其它车辆相撞时

玻璃飞溅的惊悚片，更有夕阳余晖洒落在母子相对而视那温馨时刻的亲情片。 

700 路车，恰似一本移动的故事书，每天都承载着不同的故事；700 路，也是一个

小小的社会缩影，让我阅历各种故事的同时，内心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就像今天所见到

的这个故事，引起了我的沉思。 

一大早挤上开往高新的 700路车，上班高峰乘客很多，好不容易找个地方才把手脚

安放好，闭上眼睛稍息片刻。车上静静地，只有司机每站提醒乘客注意安全和公交车的

电子报站声交相辉映。这司机也太负责任了吧！ 

汽车行驶到高新路突然一阵喧哗声打破了车内的宁静。一位五十多岁的老者拉着买

菜的小拉车坚持要从前门下车，司机师傅让老人从后门下车。这时周围的乘客出奇的一

致，大家都在声援这位老者。 

“老人嘛，你就让他下去吧，大家还急着上班呢。” 

“就是，人都有老的时候，你也有老的时候你怎么一点爱心都没有’’ 

“这司机素质太差了，到公交公司投诉他。” 

大家七嘴八舌的说着并为老者让出一条小道。让我意外的是这位司机师傅并没有

因为大家的指责而大开方便之门让老人下去，而是站起来大声说：“请从后门下车，您

慢慢下，没关系我多等一会，请您支持我的工作。”没有人再吱声，可每个人表情中流

露出内心的想法清晰可见。 

老者下车后，司机一边慢慢的坐下一边说：“前门下车确实不安全，我们天天开车，

常有因这样从前门下车而发生危险的事情。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照老人

是我应尽的义务，可作为司机在开车途中更应该安全规范开车，公司有规定，交通法也

有规定，正是因为对他负责所以才让他从后门下车，希望大家都能遵守规章制度。”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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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的几句话，无异于一颗石子投进每个人的心里，微微的涟漪涤荡着那个小小的自我。 

是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建立在有序的基础上，有序就

是按条例规章做事，不违背原则。如果这位老者确因身体或其它突发原因，我想这位司

机师傅一定会大开方便之门，可他能早早的拉着小车去买菜，就说明他是力所能及的。

想从前门下车，也只是为了更加方便自己，这位老人大可提早向后门移动，而前门和后

门的台阶数也是一样的，不会因为这个而给他增加任何困难。一节车厢短短的几步路折

射出一个人的涵养，与人方便才能与己方便。 

司机师傅坚定的维护了公共秩序和安全原则，最终也赢得了大家的认可，我为这

样的司机点赞。 

（李国汝） 

～～～～～～～～～～～～～～～～～～～～～～～～～ 

因为青春，所以我们努力 

人生本是一张白纸，等待每个人用自己的经历来编绘，而青春正是人生这张白纸的

开通，因为青春，所以我们美丽。青春的美丽是自然生成的，我们用自己的素颜来面对

人生，不带丝毫的虚伪，因为青春，所以我们快乐。 

习总书记曾说：“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作为一名一八六人，我们的青春，背

负着一种责任，一种寄托，一种对能源强国的期待。青春不是抱怨年华流逝而感慨万千，

也不是趁着年轻而虚度光阴，我们还有很多事要为之奋斗。 

有人曾说过“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

对于工作更是如此，不容出差错，每一言一行都关乎组织。把握好每次演出便是对人生

最好的珍惜。“一八六”精神的第一点要求就是忠诚担当的政治品格，作为年轻的我们，

更要坚定信念、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同时也要志存高远、德才并重、勇于开拓。 

当我们再次回首往事时，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年轻时，我们为梦想奋斗过，

尽情燃烧过。可以无悔的面对自己，面对未来，不曾有过遗憾。 



 

陕西省一八六煤田地质有限公司              《简 报》                   2017-12 

 Http://www.186mt.com                                                      Email：sx186zzb@126.com 14 

因为青春，我们不怕失败，努力往前飞。因为青春，我们有用不完的精力，去迎接

生命的巅峰。 

(王  璇) 

～～～～～～～～～～～～～～～～～～～～～～～～～ 

有一种幸福叫爸爸明天就回来了 

我的老公是西北民航空管局的一名管制员，主要负责保障飞机的安全起飞和降落。

从认识他的那天起，对于这个不容疏忽的职业我就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和包容。他们没有

节假日没有所谓的春节，每当家人团聚的时刻都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 

最近他要为全国民航空管技能大赛做准备，为期一个月的封闭训练。家里大大小小

的事都变成我来做。孩子从小都比较黏我，没想到在他学习的这段时间里，每天都会问：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都说父亲是女儿上辈子的情人，这话一点都不假。每次他给

女儿洗澡的时候，都止不住感叹：我是在给别人的媳妇洗澡啊。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

却暗含了他对女儿无限的爱。 

爸爸的爱会让女儿更容易快乐。我以前看过一本叫《爱的艺术》的书，里面这样形

容父爱的艺术：“父亲虽然不代表自然世界，却代表了人类生存的另一个极端。父亲是

教育孩子，向孩子指出通往世界之路的人。 

好好陪伴孩子吧，趁时光未老，在她身边的每一天，你都应该觉得是一种幸福与美

好的记忆。不用太过于束缚，不要给孩子牵绊，适时管教，尽力而为，耐心地教会她生

活的本领，日后才能自由的飞翔。因为即使在外忙碌的所有的路都行不通时，依然有一

条路守候着你，那便是，回家的路。 

“爸爸，明天你就回来了是不是？” 

“是的，我一直在你身边！” 

(王  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