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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研究院党委召开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
3月6日，唐山研究院党委召开

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领导班子

成员、中层领导干部、各党支部纪

检委员等60余人参加了会议。党委书

记、执行董事李岿然主持会议。

会上，总经理程宏志解读了中

国煤炭科工集团“1245”总体发展思

路；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何建新传达

了陈超英同志在中国煤炭科工集团

2018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上

的讲话摘要。

李岿然作了总结发言。他首先

对新班子成立以来开展的几项主要工

作进行了总结，分析了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

向。随后，他结合集团（下转第4版）

天地（唐山）矿业科技有限公司举办
2019年安全生产职业健康全员培训

3月2日，天地（唐山）矿业科

技有限公司在丰南产业基地举办了

2019年安全生产职业健康全员培训。

副总经理杨子海以及生产中心、选检

中心、采掘装备研究所、选煤装备第

一研究所、选煤装备第二研究所等单

位的共160余名员工参加了培训。

培训开始前，杨子海就天地

（唐山）矿业科技有限公司目前的安

全生产情况及本次培训的重要性作了

简要介绍，强调了风险管控和隐患排

查在安全生产中的重要性，希望大家

能够重视本次安全培训，认真听讲，

认真学习和思考。（下转第4版）

兖矿集团领导来唐山研究院考察交流
3月28日，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伟、副总经理尹明德等一

行六人到唐山研究院考察学习唐山

南湖采煤沉陷区治理经验。唐山研

究院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李岿然，

副总经理杨子海，唐山研究院矿山

测量研究所所长滕永海等有关人员

参加了考察交流会。

交流会上，李岿然向来访客人

介绍了唐山研究院的整体情况，对

各位领导前来考察交流表示热烈欢

迎。滕永海介绍了矿山测量研究所

的基本情况和所从事的业务范围。

技术人员重点详细介绍了唐山南湖

采煤沉陷区的复垦治理、生态环境

保护、周边商业开发等相关情况。

李伟对唐山研究院在唐山南

湖采煤沉陷区治理工作中的理论研

究、技术创新、工程实践等方面给

予高度评价，并表示唐山研究院在

采煤沉陷区修复、湿地保护与利用

等方面做出的很多有益探索具有很

好的实践价值和指导意义，值得兖

矿集团认真学习和借鉴。最后，李

伟希望今后唐山研究院与兖矿集团

在采煤沉陷区的治理建设方面继续

加强交流与合作。

会后，李伟一行到唐山南湖进

行了参观考察，并就采煤沉陷区治

理技术和施工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

交流。■张丽霞

（上接第1版）公司“1245”总体发

展思路和陈超英同志的讲话摘要，对

唐山研究院未来发展提出了四点希望

和要求：一是唐山研究院的发展要紧

跟国家宏观发展方向，适应新时代发

展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积极主动把

问题想在前面，把工作做在前面；二

是要对标集团公司“1245”总体发展

思路，分析自身优势，找准发展方

向，制定符合唐山研究院实际的发展

战略；三是要把握好唐山研究院与北

京华宇深度融合的契机，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积极配合做好各项工作，

推动唐山研究院向前发展；四是广大

干部职工要认真学习陈超英同志讲话

精神，对照文件和规定，认真自查自

纠，积极整改，在公司上下营造守纪

律、讲规矩的氛围，为企业改革发展

创造良好的环境。■隋占峰

（上接第1版）培训邀请了有着

丰富安全培训经验的高级工程师赵鸣

放进行授课，他从增强安全生产意识

入手，结合工作经验和事故案例分

析，围绕安全生产风险辨识管控和事

故隐患排查治理等方面，深入浅出地

向大家讲解了安全在一线生产中的重

要性，介绍了一线员工需要注意及容

易忽视的风险，其间与参会人员多次

互动，现场气氛活泼热烈。

通过此次培训，广大干部职工

进一步增强了安全生产意识，有助于

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发现和重视各类

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为今后加大安

全管理力度，保证安全生产打下了良

好基础。■黄肖然

唐山研究院基层党支部开展
“义务绿化·为春添彩”志愿服务活动

3月15日，唐山研究院大方公司

党支部和国选精煤公司党支部联合组

织部分党员、团员青年开展“义务绿

化，为春添彩”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清除绿化带

内杂草，整理草坪，修剪树枝，清扫

落叶。经过2个多小时热火朝天的劳

动，院内环境干净整洁，焕然一新。

通过本次志愿服务活动，大家

利用业余时间美化工作环境，体现了

广大党员干部职工主动作为、共建美

好的信心和干劲，起到了很好的模范

带头作用。■王燕

唐山研究院团委开展“弘扬雷锋精神，
培育时代新人”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根据集团公司团委、“煤科小

青”爱心团队总队关于开展2019年

“弘扬雷锋精神，培育时代新人”学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安排，唐山研究院

团委和“煤科小青”爱心团队唐山研

究院分队积极开展“学雷锋纪念日”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3月4日，唐山研究院团委书记

和“煤科小青”爱心团队唐山研究院

分队选煤装备第一研究所小分队的志

愿者们来到唐山尚信社区，与社区居

委会一起，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学雷锋

志愿服务活动。

志愿者们首先参加了“关注消

防，平安你我”消防讲座，参与了消

防安全知识竞赛；随后，大家向社区

居民发放了消防安全、反家庭暴力

法、防范非法集资等文明宣传材料，

帮助居民解读相关知识；在社区周边

摆放共享单车、清除小广告，美化社

区环境；并在“三八”妇女节来临之

际，为社区女同志朗诵诗词，向广大

女同志送上节日祝福。

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当

天，选煤装备第一研究所小分队和机

关小分队的志愿者们在唐山研究院主

楼大厅内，向广大职工发放了“做城

市文明人”倡议书以及消防安全、反

家庭暴力法、防范非法集资等材料。

志愿者们在两天的活动中，向

唐山研究院广大职工和社区居民共发

放各类资料200余份。

通过此次志愿服务活动，进一

步弘扬了雷锋精神，同时通过“煤科

小青”爱心团队与社区居委会联合行

动，积极参加本地的志愿服务活动，

充分展示了“煤科小青”的良好社会

责任形象。■隋占峰

踏春
刘洁

乍暖还寒三月末，

相邀水镇共寻春。

粉墙黛瓦隐花小，

玉带乌蓬染柳匀。

两岸青山眉点翠，

一池碧水袖凝银。

长城古道蜿蜒处，

芳草丝丝逐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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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唐山研究院安全生

产管理部党支部组织召开2018年度组

织生活会。唐山研究院党委委员王兆

申、党群工作部负责同志、安全生产

管理部党支部全体党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安全生产管理部党支部

书记许建军代表党支部委员会向全体

党员述职，汇报了党支部2018年在思

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特色主题活

动、党风党纪教育等方面开展的主要

工作，并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提

出了整改措施。随后，大家就党支部

·3月18日，唐山研究院选煤装

备第二研究所党支部组织召开2018年

度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活动。

唐山研究院副总经理杨子海、党群工

作部负责同志、选煤装备第二研究所

非党员领导班子成员、党支部全体党

员参加了会议。

·3月1日，唐山研究院科技研

发党支部组织召开2018年度组织生活

会。唐山研究院党委委员、总经理程

宏志参加会议并讲话。

会前，各位党员积极进行沟

通，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为扎实认

真、严肃活泼地开好组织生活会奠定

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会上，科技研发党支部书记杨

俊利代表党支部委员会向全体党员作

了述职，明确阐述了存在的问题，深

刻剖析了问题的根源，并提出了今后

的改进措施。参会党员对支部工作提

出了诚恳、客观的意见和建议：一是

建议丰富党课活动形式，提高党课学

唐山研究院基层党支部联合组织开展“感悟冀东
抗战的历史贡献”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党课活动

3月20日，唐山研究院行政机关

党支部联合党群机关党支部、选煤装

备第一研究所党支部、选煤装备第二

研究所党支部、安全生产管理部党支

部、科技研发党支部共同组织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活动，并邀请潜心研究冀

东抗战历史的王辅睿老师以《感悟冀

东抗战的历史贡献》为题讲党课。

王辅睿老师是冀东抗日英雄王

汉三烈士的后人，原唐山市广电局副

局长、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职业记

者，退休后一直致力于冀东抗战历史

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和推广工

作，著有《血路》《高昂的头颅》

《不死的高桥》等多部关于冀东抗战

的优秀作品。王辅睿老师将自己多

年来研究冀东抗战的心血进行浓缩

提炼，精心编排了本次党课内容。

在近3个小时的讲课过程中，82岁高

龄的王辅睿老师思路敏捷、清晰，

将冀东抗战的历史及其对解放东北乃

至全中国的历史贡献，以通俗易懂的

朴实语言、详实严谨的图文资料、

生动感人的人物事迹，为大家呈现

了一堂精彩的党课。

最后，王辅睿老师得知公司正

在筹建职工书屋，特意将自己精心挑

选的多部著作予以捐赠，并希望大家

了解、牢记、传播冀东革命历史，以

告慰牺牲在冀东大地上的革命英烈。

通过本次党课活动，大家深刻

感悟了冀东大地上抗日先烈们的不屈

精神，体会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力量源泉，有助于广大党员干

部进一步提升党性修养，为公司改革

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早日实现贡献应有力量。■刘慧慧

和党员如何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开展

丰富多彩的党建活动、推动党建工作

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党支部堡垒作

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交流。■徐海

习氛围，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

组织红色教育党建活动及“微党课”

活动；二是建议党课学习循序渐进，

常识性理论知识一定要打牢，并且党

课学习要紧密围绕实际工作，提高理

论知识的消化吸收能力；三是加强对

工作的统筹性、协调性安排，善于利

用、协调各单位力量，提高与其他党

支部的交流，学习好的经验和做法。

程宏志对本次组织生活会进行

了点评，并要求查摆问题要紧密结合

工作实际，建议党支部把问题整改情

况进行定期汇总，对党员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要及时消化，有则改之无则加

勉，更好地开展今后的各项活动。

会后，科技研发党支部召开了

支委会，针对本次组织生活会上党员

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制定了整改措

施，并决定能整改的立即整改，有困

难的创造条件尽快整改，做到件件有

落实，项项有交代，不断提升科技研

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刘欣

会上，党支部书记刘国军代表

党支部委员会向全体党员述职，汇报

了2018年党支部在支部建设、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企业文化宣传等方

面开展的主要工作，提出了2019年的

重点工作并向全体党员广泛征求了意

见。与会党员认真听取了述职报告，

并从党支部活动策划、学习形式多样

化、学习内容直观性等方面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

杨子海对本次组织生活会进行

了点评，肯定了选煤装备第二研究所

党支部2018年开展的各项工作，并就

支部工作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进一

步强化政治理论学习，提高党员的自

我修养；二是强化对标意识，推进支

部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深度融合，促

进研究所整体提升；三是加强红线意

识，做好“一岗双责”。

随后，党支部开展了民主评议

党员活动。参会党员对照党章深入检

查剖析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并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结合党员

日常表现，客观公正地填写了“党员

民主测评表”。最后刘国军要求各位

党员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学习，立足本

职，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企业

改革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赵艳平

唐山研究院选煤装备第一研究所
党支部开展安全生产微党课学习活动
3月15日，唐山研究院选煤装备

第一研究所党支部组织支部全体党员

开展了安全生产微党课学习活动。

会上，选煤装备第一研究所副

所长、党支部青年委员张力强以“安

全生产知识培训”为题为大家讲党

课，通过典型案例，针对生产车间、

工地、上班和出差途中等场所的安全

生产问题进行了安全教育，提醒并警

示大家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严格遵

守安全规程。党支部书记汤凯强调，

安全无小事，各位党员要加强安全意

识，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和应急能力，

更好地履行职责，保障安全。

通过本次学习，全体党员进一

步增强了安全意识，为安全顺利地开

展各项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程宇

女
工
委
圆
满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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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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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3月29日，唐山研究院

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召开了第

十二届一次全委会。会议总

结了上一届女工委工作，通

过了大会选举办法和第十二

届女工委主任、副主任候选

人名单，并以无记名投票的

方式，选举张雁同志为第

十二届女工委主任、阚晓平

同志为副主任。会后，全体

委员共同学习了《河北省女

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唐山研究院工会女工委

换届工作的顺利完成，对提

升女工委工作整体水平，激

发组织活力和创新能力，从

而更好地服务广大女职工具

有重要意义。■白黎鹏

工会工会
动态动态

唐山研究院首个“爱心母婴室”
在丰南产业基地投入使用
3月8日，唐山研究院首个“爱

心母婴室”在丰南产业基地正式建成

并投入使用。

干净、整洁、舒适、温馨的母

婴室能够保障女职工安然度过女性孕

期、哺乳期的特殊生理阶段，让女职

工能放松心情、愉悦工作。

“爱心母婴室”的建成不仅解

决了“背奶族”的尴尬问题，还为广

大女职工提供了交流育儿心得的场

所，切实体现了公司对广大女职工的

呵护与关怀。■王竞涛

公司工会组织女职工集体春游
3月30日，唐山研究院工会为广

大女职工送上了一份迟到的“三八

节”礼物，组织30余名女职工及家属

赴古北水镇集体春游，在欣赏“北方

乌镇”美丽风景的同时，放松身心，

畅享快乐。

旅途中，大家漫步在小桥流水

之中，顿步翘首大自然美景。穿行其

间，青砖灰瓦的门第老宅鳞次栉比，

曲折蜿蜒的石板老街古韵悠长，浮动

的河水透着秀气，在欣赏着古朴、典

雅、风景如画的北方水镇时，大家纷

纷拍照留念，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喜悦

和惬意。■白黎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