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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投集团总经理宋老虎走访慰问我公司困难党员职工成永康 

2 月 2 日，春节来临之际，陕西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宋老虎在煤田地质集团党委书记王

中锋的陪同下，走访慰问了我公司困

难党员退休职工成永康。 

在慰问中，宋老虎与成永康进行

了亲切交流，询问了他现在的家庭情况以及生活困难情况，叮嘱他要保持心情愉悦，乐

观生活。同时，宋老虎代表陕投集团向他送上了慰问金，把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了他

心中。 

陕投集团工会工作部主任张楠、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小英，煤田地质集团工会主席

杨敬敏、党委工作部主任薛有斌，我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占盈等人陪同参加了

此次慰问。 

（蔡立卓） 

 ～～～～～～～～～～～～～～～～～～～～～～～～～  

煤田地质集团党委书记王中锋走访慰问我公司困难职工张庆和 

2 月 1 日，煤田地质集团党委书记

王中锋前往我公司高新基地，走访慰问

了困难职工张庆和。 

在慰问中，王书记与张庆和同志进

行了亲切交谈，询问了他的病情和生活

情况，叮嘱他要多保重身体，乐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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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享晚年。 

同时，王书记代表组织向他送上了慰问金，把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了他的家中。 

（张小龙） 

 ～～～～～～～～～～～～～～～～～～～～～～～～～  

煤田地质集团党委书记王中锋走访慰问我公司困难党员及职工 

2 月 2 日，春节来临之际，煤田地质集团党委书记王中锋在我公司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杨占盈等人的陪同下，走访

慰问了公司 4 名困难党员及困难职

工，向他们送去了新年的祝福。 

王中锋一行在深入慰问了公司

困难党员及职工的同时，也给他们

送上了慰问金，把组织的关怀和温

暖送到他们心中。 

在困难党员职工陈新家中，王中锋与他进行了亲切交谈，询问了他的病情和生活现

状，认真听取了他对组织的意见建议，叮嘱陈新的家人要在照顾好他的同时也要保持心

情愉悦，有困难及时向组织反映。随后，应老人要求向他送去了十九大新修订的《党章》。 

煤田地质集团工会主席杨敬敏、党委工作部主任薛有斌，公司工会副主席张晓镝等

人陪同参加了此次慰问。 

（蔡立卓） 

 ～～～～～～～～～～～～～～～～～～～～～～～～～  

我公司领导班子走访慰问公司离退休老干部 

2 月 7 日，春节来临之际，公司领导班子走访慰问了 8 名公司离退休老干部，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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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送去了节日的祝福，送上了慰问金，送达了组织的温暖与关怀。 

公司领导每到一户都与老干部们亲切交谈、嘘寒问暖，询问他们的家庭情况，关心

他们的生活情况，了解实际困难，并代表组织为离退休老干部们送去了慰问金。 

公司总经理宋宽强向老干部们简要介绍了公司近来的情况。离退休老干部们对我公

司 2017 年度取得的成绩表示了肯

定，并就公司今后的发展向领导班

子成员提出了建议。公司党委书记

李存购感谢老干部们对公司发展的

关心，并希望离退休老干部们能继

续支持公司的各项工作，同时祝愿

他们身体健康，度过一个欢乐祥和

的新春佳节。 

（蔡立卓） 

 ～～～～～～～～～～～～～～～～～～～～～～～～～  

我公司总经理宋宽强看望节日坚守岗位的恒悦物业公司职工 

2 月 16 日，农历大年初一，我公

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宋宽强看望了节

日期间坚守在一线的恒悦物业公司职

工。 

宋宽强询问了恒悦物业公司节日

值班工作的相关安排，仔细检查了供

暖锅炉、消防水泵等设备的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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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宽强对恒悦物业公司的后勒保障工作提出了安全运行，热情服务的要求，并代表

公司向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职工表示感谢。 

（杨  磊） 

 ～～～～～～～～～～～～～～～～～～～～～～～～～  

我公司总经理宋宽强一行检查指导野外一线安全生产工作 

2月 28日，我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宋宽强与副总经理陈利群一

行前往野外生产一线检查指导了公

司施工项目的安全及生产工作。 

宋宽强一行先后前往亭南煤矿、

崔木煤矿、郭家河煤矿等我公司野

外钻探施工一线，检查调研生产工

作情况。宋总仔细询问了各施工钻机的项目施工进展情况，检查了各项目的施工记录及

安全防护措施，向一线职工送去了新年的祝福。 

随后，宋宽强一行在彬县工区召开了钻探生产工作会。煤田钻探工程处及油气钻探

工程二处职工及各钻机机长参加了会议。 

会上，煤田钻探工程处和油气钻探工程二处分别总结了近期的生产经营工作情况，

汇报了2018年的工作规划及存在的问题。与会项目管理人员及钻机机长结合自身工作，

围绕总经理工作报告及公司 2018 年工作会议精神进行了座谈交流，对公司项目施工管

理提出了切实具体的建议和意见。 

宋宽强针对与会人员提出的问题和建议进行了一一解答，简要通报了公司 2017 年

的生产经营工作情况，并对做好 2018 年度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从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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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做起，尽快收心，切实投入到工作中来；二是要怀着敬畏之心抓好安全工作，各级

管理人员一定要切实担负起安全管理责任，从关键环节入手，确保生产安全；三是要以

问题为导向，抓好工作落实，解决好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推动项目管理降本增效，提升

竞争力，谋求公司长远发展，年轻职工要不断加强学习，多总结，勤沟通；四是要规范

经营，处理好与项目各方的关系，切实落实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

净赚钱。 

陈利群就此次检查指导作了总

结讲话并提出了六点要求：一是新

时代、新气象、新作为，要尽快进

入新的工作状态；二是牢固树立安

全意识，切实做好三级安全培训，

落实安全责任，加强项目安全检查

验收工作；三是解决落实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等问题；四是推动项目精细化管理，推

进承包制度，转变职工意识，建立切实可行的配套管理制度；五是不断推动钻探生产工

艺的创新提升，适应市场发展；六是结合施工项目、经营、安全目标责任书，带着问题

去学习总经理工作报告及公司 2018 年工作会议精神，凝神聚气，以饱满的热情，做好

2018年度生产经营各项工作。 

（王鑫鑫） 

 ～～～～～～～～～～～～～～～～～～～～～～～～～  

我公司代表煤田地质集团 

荣获首届陕西国土资源科普讲解大赛决赛三等奖 

3 月 2 日，陕西省煤田地质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段中会带队参加了首届陕西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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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科普讲解大赛决赛。我公司职工雷晓丹代表煤田地质集团荣获了三等奖。 

此次大赛由省国土资源厅科技

与对外合作处、省国土资源科技中心

承办。大赛由自主命题讲解和随机命

题讲解两个环节组成。专家评审现场

即时打分、亮分，记时员在监督组监

督下，进行超时、少时扣分，并公布

最终比赛成绩。共有 20名选手经过各单位层层选拔参加了此次决赛。 

此次比赛受到煤田地质集团高度重视，自收到比赛通知以来，煤田地质集团总工程

师段中会亲自安排部署，与煤田地质集团地质科技部人员多次修改了讲解稿，审阅了讲

解视频，并选派我公司地质勘察研究院职工雷晓丹参加了比赛。 

在比赛中，雷晓丹以《神府兰炭》为题，从 20 世纪 80年代煤田地质集团进军陕北

发现神府煤田讲起，详细介绍了神府兰炭的特点及发展前景。在随机命题讲解环节，她

详细解答了青藏高原的基本概况及特点。最终在比赛中荣获了三等奖，展示了煤田地质

人的精神风貌。 

（蔡立卓） 

 ～～～～～～～～～～～～～～～～～～～～～～～～～  

我公司《李家河东普查地质报告》通过评审 

2 月 3 日上午,陕西省矿产资源调查评审指导中心组织有关专家在西安市协同大厦

对我公司编制的《陕西省黄陇侏罗纪煤田永陇矿区陇县李家河东普查地质报告》进行了

评审，省、市、县三级煤矿主管部门的领导也参加了本次评审会议，陕西省矿产资源调

查评审指导中心高级工程师陈全福担任此次评审专家组长。我公司总工程师，地质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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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院长以及本次报告编写的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评审会上，评审指导中心副主

任冯明伸首先介绍了李家河东基

金项目的进展情况，随后我公司项

目负责郭翔对报告的内容做了详

细的汇报。专家组在认真听取了汇

报之后，经过充分的质询讨论，形

成了评审意见。 

专家组对报告编制充分利用邻区资料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一致认为报告编制规范、

章节齐全、内容丰富、结论可靠，同意通过评审。 

（李  璐） 

 ～～～～～～～～～～～～～～～～～～～～～～～～～  

我公司明确 2018年七项重点工作 

在我公司第九届三次职代会上，我公司明确了 2018年七项重点工作。 

2018年，我公司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落实煤田地质集团“11563”战略，围绕地质勘查，促进转型升级。 

一是立足崔木煤矿，拓展地质服务领域。持续做好崔木煤矿等各项矿井地质服务项

目施工，涉足冻结孔施工技术及项目。完成好郭家河煤矿综合防治水项目、亭南煤矿矸

石充填投料井等项目。跟踪高家堡煤矿、山东新河煤矿矸石充填投料井项。发挥掌握丰

富地质资料的优势，加强与永陇、彬长等矿区的沟通，力争在其他矿区地质服务类项目

拓展上有所突破。 

二是紧抓地勘主业，储备勘查项目。做好基金项目的申报工作以及戚家坡外围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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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煤层气补勘项目施工工作。进一步跟进山西煤层气项目，盘活闲臵设备。逐步扩大高

铁工勘项目施工规模。继续做好高陵、临潼、蓝田地质灾害技术支撑工作。研究组建地

质测量小组，开展井下测量业务，向城市测绘、工程测绘、农田测绘等方面拓展业务。 

三是加大贸易力度，提升经营规模。立足改制后的陕西唐都地勘工贸有限公司，进

一步扩展经营范围，从煤炭贸易做起，逐步向金属、建材贸易延伸，使唐都工贸公司成

为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是强化安全意识，确保安全生产。建立完善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

理体系，制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加大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检查力度与频次，

建立起全员参与、全岗位覆盖、全过程衔接的隐患排查治理机制。 

五是实施精细管理，提升管理水平。完善公司薪酬体系，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提

升全面预算管理水平，项目实行成本核算，内部承包管理，将全面预算管理落到实处。

完善制定《煤矿防治水—井下施工企业标准》，最终形成涵盖地面、井下系统的煤矿防

治水企业标准。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明确部门职能、岗位职责，形成用制度管人，

按制度办事的良性管理机制。 

六是做好民生工作，构建和谐队伍。进一步推进“三供一业”改造分离移交工作。

全力解决高新房产及职工房产证办理工作，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七是加强党建工作，促进经济发展。将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段时期内的首要政治任务，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抓手，加强基层

组织建设，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做好干部管理及思想宣传、精神文明创

建工作；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发挥监督执纪问责作用，为企业发展

保驾护航；完善企业内部监督机制，开展效能监察，促进效益提升；大力推进党建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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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君子文化落地工程、文明单位创建工程等方案，树立与时俱进的经营理念、价值

观念和企业精神，为公司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蔡立卓） 

 ～～～～～～～～～～～～～～～～～～～～～～～～～  

我公司民主测评和廉政测评新任中层干部 

3月 2日，我公司分别在高

新基地、太乙路基地召开职工

大会，公司中层干部选拔组对

拟任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吴媛进

行了民主测评及廉政测评。公

司职工 12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发出的 127 分民主

测评票和廉政测评票全部收回，全部为有效票。在随后进行的个别谈话中，50多名干部

职工对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拟任人选吴媛肯定了优点，提出了建议和意见，同时对人力资

源部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建议要求。充分表明职工群众参与公司管理的意愿强烈。 

（杨  栋） 

 ～～～～～～～～～～～～～～～～～～～～～～～～～  

恒悦物业公司荣获西安市高新区 

枫叶惠仁社区“综合管理优秀小区”荣誉称号 

2 月 7 日，西安市高新区枫叶惠仁社区召开了年度工作总结表彰会。恒悦物业公司

荣获社区 2017 年度“综合管理优秀小区”荣誉称号，恒悦物业公司白艳玲获社区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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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优秀志愿者”荣誉称号。 

恒悦物业公司始终在贯彻《物业

管理条例》的基础上，牢固树立“业

主至上、服务第一”的服务理念，发

扬“团结、务实、开拓、创新”的企

业精神，树立了“客户无错”的经营

理念，增强全体员工服务意识。 

此次荣誉的获得是对恒悦物业 2017 年管理工作的肯定，激励了恒悦物业广大员工

的积极性，在今后公司的持续发展过程中，将继续坚持“业主至上、服务第一”的服务

方针。工作会上，枫叶惠仁社区与恒悦物业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书》，明确了用火、

用电、用气、消防、商铺食品安全。 

（王  琳） 

 ～～～～～～～～～～～～～～～～～～～～～～～～～  

恒悦物业公司开展“正月十五闹元宵”活动 

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来临，

为丰富居民元宵节文娱生活。3月

2日下午，恒悦物业公司在高新科

技花园组织开展了“正月十五闹

元宵”活动，本次活动分为包汤

圆、猜灯谜两部分。 

活动现场，邀请了西安市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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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社区主任鲜素蓉参加。物业工作人员和参加活动的业主们一起揉面团、搓汤圆、放馅

料、捏造型，随着一双双巧手的搓转，元宵很快就摆满了桌面，下锅后不一会儿，一个

个又圆又大的汤圆就浮了起来，一碗碗热腾腾的汤圆被送到了小区居民的手中。活动中

充满了欢声笑语，老手帮新手，内行带外行，其乐融融，场面温馨和谐。 

下午 18:00，物业工作人员将 200多条灯谜挂在大红灯笼下面。小区业主踊跃参

加，兴致勃勃，各显其才，纷纷抢摘谜语，投入到谜底竞猜活动之中。小区居民们三五

成群，结伴猜谜，有的自己冥思苦

想，有的正在和同伴商量，竞猜对

的，立马乐呵呵的揭下谜面领取精

美小礼品，脸上洋溢着欢乐、喜庆、

幸福的笑容。 

此次活动不仅加深了邻里之

间的深厚感情，更让大家感受到他

们在小区这个大家庭生活的幸福感，整个活动现场到处都充满了欢声笑语，洋溢着祥和

喜庆的节日气氛。 

（王  琳） 

 ～～～～～～～～～～～～～～～～～～～～～～～～～  

陕西唐都地勘工贸有限公司 

组织参加“传承雷锋精神，建设美丽太乙”志愿服务活动 

3 月 5 日，学雷锋纪念日，陕西唐都地勘工贸有限公司积极响应西安市太乙路街道

办号召，组织十余名志愿者职工走上街头，参加了“传承雷锋精神，建设美丽太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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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服务活动。 

在活动中，陕西唐都地勘工贸有限

公司志愿者统一着装，对沿街车站牌、

垃圾桶、护栏进行清洗，擦洗了路边的

共享单车，并将其摆放整齐。 

通过此次活动，陕西唐都地勘工贸

有限公司职工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弘扬了君子文化，展示了一八六人的精神风貌，为建设美丽西安贡献了一八六力

量。 

（王卫兵） 

 ～～～～～～～～～～～～～～～～～～～～～～～～～  

撸起袖子加油干 

2018 新年伊始，听着习主席的新

年贺词，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直视

问题，真的非常振奋人心。 

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我们国家感到

自豪，为我是一名中国人感到骄傲。

我们都应承认现阶段是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时刻，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千年来，

只有中国共产党让十三亿多人口同时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即将迈入小康社会！ 

一条条高铁，一座座跨海大桥，一年年连涨的养老金，关乎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

位中国人。当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的发展不可能完全符合每一位中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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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望，但是它终将使我们每一个人受益。 

八横八纵强大的交通枢纽网编织着一个美丽的中国梦。近年来，我国不但建设了高

铁网，公路网，并且实施了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工程。政府不惜花巨资把高压网，通

讯基站架到深山老林、旷野沙漠。这些伟大的工程成就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结合，

加速了国家的发展。在国际上，我国援建的巴基斯坦南部港口瓜德尔港和中国西部地区

的庞大工程，其中包涵公路、铁路、石油天然气管道等，以及我国将在尼日利亚建造一

条长达 1385公里的铁路线，在国际上亮出了一张鲜红的“中国制造”，正如习主席在博

鳌会上所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让我们每个人都撸起袖子加油干！ 

（李国汝） 

 ～～～～～～～～～～～～～～～～～～～～～～～～～  

青春絮语 

当钻机停止轰鸣，便开始了看钻的日子。“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几场雪后，

山谷银装素裹，天地一片寂静。山里的黄昏容易让人想起旧事。 

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了一段关于自己母校——河北地质大学的 MV，片中那走过千遍的

熟悉的道路、亲切的建筑，让四年青春的记忆迎面而来。 

在这孤寂的山里，这种情绪来得太猛烈，让人猝不及防。我努力寻找自己留下的足

迹，去记忆、去重新体会。记忆会被时间洗白，也许再过几年，我不再会有关于青春的

思考，现在就感慨一下吧！ 

青春就是混杂着明黄色的阳光和文艺的歌，幼稚的话语和冲动的心情，充满了意外，

充满了偶然。我想对青春作一个总结：年少轻狂，幸福时光。青春还有一个最大的魔力，

就是不管怎样，都有时刻准备跨过未来道路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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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时的我们很稚嫩，总以为毕业会遥遥无期，可转眼已各奔东西。那些青春的脸

庞，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醉酒通宵的夜晚，都早已时过境迁。在这逐渐成长的日子里，

有些人注定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慢慢远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话不谈的人渐渐变少，自

己一个人度过的孤独时光，也会成为回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很多日子过去，很多事情也随之改变，就像经历过岁月沧桑却更容易伤感，越长大

越容易感到孤独，我们都希望在青春的岁月里留下美好的瞬间，又无奈看着青春越走越

远。不知道多年以后会有多少人在某个独处的安静阳光下，回味过去，期待未来。 

终于，我们因为时光的打磨变得越来越成熟。经历了无数的孤独、无助和坚持，在

不停向前的时候，即使依旧会迷茫，依旧无人能陪伴，却依然能为自己喝彩加油，能自

己感动自己…… 

应该庆幸，我们还走在青春的路

上，未来还有很多可能等着我们去尝

试。我们将铭记成长标尺上的那些刻

度，明白肩上的责任，我们要时刻提

醒自己，是自己的担子就要勇敢地承担起来，不再躲闪，因为我们要做更好的自己。 

（权  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