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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局渊中煤浙江冤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济源市东方重工有限责任公

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石油钻具的新

型高科技企业遥主要产品有各种规
格型号无磁钻铤尧 无磁承压钻杆尧
整体加重钻杆尧方钻杆尧普通钻铤袁
以及客户定制的非标产品等遥

无磁钻铤
Non-magnetic Drill collar

钻铤
Drill collars

整体加重钻杆
Integral heavy weight drill pipes

方钻杆
Square Kellys

济源市东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院0391-6658108 13849532358 18803903253
网址院www.jysdfzg.com

类别 规格渊mm冤
无磁钻铤 88.9 104.8 120.7 127.0 158.8 165.1 171.4 177.8 203.2 241.3
整体加重钻杆 73.03 88.9 114.3 127.0 139.7 168.3
普通钻铤 88.9 104.8 120.7 127.0 158.8 165.1 171.4 177.8 203.2 241.3
方钻杆 63.5 76.2 88.9 108.0 133.4
接头 转换接头尧提升短节尧定向接头

安徽三华卧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企业简介院 我公司是以生产销售柴油机尧 发
电机组尧 农业尧 工业用离合器机组的专业企业遥 发
电机组类产品符合国标郧月圆愿圆园要怨园或陨杂韵愿缘圆愿要缘之
规定曰 农业工业用离合器机组可实现多点输出袁 并
可根据用户需要单独设计加工中间车系统袁 产品稳
定尧 可靠袁 广泛用于煤田勘探尧 浅层石油钻井尧 热
水井钻探等行业遥

主要产品院 员援 以上柴 野东风冶 牌源员猿缘尧 远员猿缘尧 员圆灾员猿缘柴油
机配套的离合器机组袁 本机组含院 水箱尧 电池尧 离合器尧 柴油
机尧 公共底盘以及用户需要的多点中间车系统遥

圆援 缘园要员园园园运宰柴油发电机组袁 本品以上柴 野东风冶 柴油
机尧 兰州发电机尧 沃而沃柴油机尧 康明斯柴油机尧 野兴锋冶 牌柴
油机尧 斯坦福发电机等为主要配套产品袁 并可实现自动化尧 并车
等技术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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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袁江苏地质矿产设计研
究院分别与江苏新材料公司和徐州建筑
科技公司签订了科研生产合作协议书袁将
两项实用新型专利推向市场袁在装配式建
筑领域成功实现成果转化遥

一种双层式预制混凝土叠合板模具
实用新型专利袁为装配式构件厂提供了叠
合板生产的新模具袁提高了预制构件叠合
板尺寸的精准度曰一种新型预制混凝土叠
合板模具实用新型专利袁应用于装配式叠
合板的生产袁解决了混凝土叠合板成型后
的脱模问题袁简化了脱模的步骤遥通过合
作袁两项专利成果可进一步为装配式构件

企业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袁有效降低生产
成本袁提高生产效率袁增加经营收益袁实现
合作共赢遥

近年来袁江苏研究院加大科技创新成
果转化力度袁把科技地质部更名为科技发
展部袁 设置专门机构负责科技成果转化袁
把原本仅作为内部使用的自主知识产权
转化成为资产袁实现了野知产冶的盘活袁让
野纸上专利冶变生产力遥该院将持续加大科
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力度袁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袁 以多种形式推动单位科研成果产业
化尧市场化袁为该院高质量发展和服务地
方经济建设提供动力遥 陈茂伟

本报讯 进入秋冬季袁新冠肺炎疫情
从境外通过冷链等渠道传入浙江省的风
险明显加大袁 疫情防控形势日趋严峻遥对
此袁浙江煤炭地质局渊中煤浙江地质集团
有限公司冤严格执行野外防输入尧内防反
弹冶防控策略袁坚持野人物同防冶野多病共
防冶原则袁对全局中高风险地区渊境内外冤
往返人员进行动态排查袁抓紧抓实抓细各
项防控工作袁筑起应对境外疫情输入风险
的坚固防线遥

针对海外家属归国情况袁浙江局渊中
煤浙江冤教育引导职工家属到家后再居家
隔离 7天袁职工居家办公 7天遥隔离期满
后袁职工持本人及家属的核酸尧抗体双阴
性检测证明回单位上班曰针对冷链输入情
况袁浙江局渊中煤浙江冤及时提醒局本部和

所属单位职工在选购尧加工冷冻食品时应
该注意的事项袁并在最短时间内排查到一
名职工曾前往相关超市渊未买冷链食品冤袁
要求其第一时间就近做核酸检测袁再持核
酸尧 抗体双阴性检测证明回单位上班曰针
对营业性公共服务场所袁浙江局渊中煤浙
江冤要求杭州华辰旅业集团有限公司严格
落实防疫工作袁 各酒店强化扫健康码尧测
体温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查验核酸检测证
明尧信息登记尧密闭场所消毒等管控措施袁
把严防境外疫情输入作为当前乃至较长
一段时间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遥

截至目前袁浙江局渊中煤浙江冤没有出
现一例感染病例遥华辰旅业集团在抗疫中
的先进事例入选国务院国资委叶中央企业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案例集曳遥 徐 娴

本报讯 渊记者 叶 静冤 1要11月袁江苏煤炭地质物测队共签订合
同 326个袁合同额同比增长 15.48%袁项目储备额较 2019年大幅度增
长曰完成经营收入同比增长 8.89%遥面对疫情大考袁物测队交出了一张
逆势上扬的成绩单袁生产经营依然充满韧性和活力遥

经济要发展袁 项目是支撑袁 市场开拓是关键遥物测队队长潘锁良
介绍袁该队在市场营销体系建设方面出实招尧做加法袁市场开拓有五大
诀窍遥

诀窍一院积极谋篇布局袁建设业务网络遥物测队在海南尧湖北尧河
南尧江西尧广东等省的重要城市和江苏省内的无锡尧徐州尧高邮尧昆山等
地设立了 13个办事处袁 并把新疆办事处的业务进一步拓展到塔城地
区尧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袁全力扩大业务承接
范围遥

诀窍二院开展战略合作袁实现资源共享遥物测队与地方政府部门尧
高等院校尧科研机构尧大型国企和民企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袁发挥各自
人才人脉和技术区域优势袁研讨市场行情袁共同开拓市场袁项目中标成
功率显著提高遥

诀窍三院密切沟通联系袁及时掌握信息遥物测队常态化走访新疆尧
广东尧河南尧江苏等省市自然资源部门和政府有关部门袁经常性邀请各
矿业集团和各省市国土尧住建尧规划尧交通等部门来南京队部调研指导
工作袁洽谈合作事宜遥该队关注业主的工作需求袁及时提供有力的技术
支撑遥深度介入高邮尧溧水尧宝应和新疆塔城地区等自然资源局的技术
服务袁并以合同制职工和劳务派遣人员等形式袁将物测队技术团队派
往当地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袁与业主形成了持久良好的业务关系遥

诀窍四院诚信做人做事袁服务质量为本遥在市场开拓中袁物测队立
足长远合作的目标袁坚持与业主先交朋友尧后谈业务的原则袁想业主之
所想尧急业主之所急袁诚实守信尧真诚相待袁言出必行尧信守诺言遥在生
产经营中袁物测队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发展理念袁以质量创信誉尧保市
场求生存尧谋发展促升级袁提高全员质量意识袁健全和完善三级质量验
收制度袁切实提高了物探测绘成果报告的质量遥

诀窍五院建立营销队伍袁重奖有功人员遥物测队注重将个人素质
优尧业务水平高尧开拓能力强的干部职工选拔到市场营销队伍中袁通过
有意识尧有计划的岗位锻炼袁培养了一批不怕吃苦尧能拿项目的年轻业
务能手袁建立了野队领导亲自推动尧业务部门渊办事处冤具体负责尧业务
员实时跟进冶的三级营销体系遥鼓励全队职工积极关注尧参与市场开拓
开发袁提供市场业务信息遥完善市场业务奖励办法袁重奖在巩固尧拓展
市场中贡献突出的人员袁最高一次奖励 10万元左右遥

一系列开拓市场的 野组合拳冶 为物测队打开了新天地遥 潘锁良
表示袁野十四五冶时期袁物测队将以国有企业的综合优势尧民营企业的灵
活执着尧百年老店的经营理念和企业家的战略眼光袁准确把握市场需
求信息和变化趋势袁超前谋划增强市场预测水平袁继续提升市场竞争
能力遥

安全生产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遥建筑
施工作为安全生产领域的八大高危行业之一袁施工
一线安全生产管理来不得半点马虎遥陈军袁从专职
驾驶员尧项目施工员一步步成长起来袁现任中煤长
江基础建设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质量安全部主管遥
今天袁让我们走近陈军袁探访他如何用野三心二意冶
在分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一线真抓实干遥

整改隐患用狠心

野严是爱尧松是害袁发生事故坑几代遥冶这是陈军
自今年 6月主持质量安全部工作以来袁对项目管理
人员说得最多的一句话遥 安全管理的重点在一线遥
然而袁 一些项目部有时片面追求工程进度与效益袁
导致安全隐患多尧整改难遥7月的一天袁陈军带队到
溧阳恒大翡翠湾桩基项目开展汛期安全生产巡查遥
刚进现场袁他一眼望见极不野和谐冶的一幕院一台处
于交班间隙的锤击桩机居然将 5 米长的送桩器悬
吊在锤头处遥野简直胡闹浴快叫分包负责人和机台班
组人员都过来噎噎冶陈军给予严厉批评教育袁要求
立即整改并向当班工人开具 50元罚单遥 一旁的项
目经理回到项目部后向陈军委屈地解释道院野对这
类隐患自查自纠也开展了多次袁 没想到还是噎噎冶
陈军 野铁面无私冶院野项目安全管理工作较前次检查
有了质的提升袁但疏忽尧漏洞及隐患依然存在袁这次
项目经理罚款 500元袁希望你们吸取教训遥冶项目经
理及其他管理人员都表示接受遥 主持部门工作以
来袁 他认真落实中煤长江基础公司相关工作要求袁
加大安全检查力度袁通过野安全随手拍冶等活动发动
全员查找各类安全隐患遥 加大隐患整改处置力度袁
并通过视频尧照片等形式宣传或曝光项目部正反面
典型遥该做法起到了警示督促尧互相对标尧整体提升
的效果遥

服务项目有耐心

多年的一线工作经历让陈军意识到院施工一线
安全工作之所以难做袁部分原因在于项目管理人员
对相关法律法规尧安全技术尧季节性安全生产措施
掌握不够遥对此袁他在安全检查中注重这方面知识

的宣传尧培训与普及袁将自己准备的安全资料及安
全管理先进项目部的具体做法及时传达到各项目
部遥进入 6 月的江南梅雨季袁他及时研究制定并下
发叶常州分公司夏季安全施工要点曳袁对防暑降温尧
夏季安全用电尧预防雷暴等极端天气尧疫情防控尧高
边坡及深大基坑危险性工程专项应对措施等开展
了详细部署遥在得知公司承建的常州二院基坑项目
因施工场地受限没有钢立柱加工条件的实际困难
后袁他积极协调后勤部门袁帮助腾出公司大院内一
块场地作为该项目钢立柱加工区遥 加工区启用后袁
他又查出电缆存在重大隐患袁投入 5000余元袁更换
了新的电缆并配备 8个灭火器袁保障了安全生产和
大院用电安全遥

学习业务凭专心

多年来袁陈军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的重要论述袁认真研读相关法律法规袁收看建
筑行业安全事故警示教育片袁并通过业务培训不断
提升自身业务能力遥工作中袁他积极向公司及分公
司领导和上级业务部门领导请教学习袁不断提升分
公司安全管理综合水平遥同时袁他利用野安全活动
月冶尧日常检查尧专项检查等机会强化对一线人员的
业务培训及安全教育遥分公司今年前 10个月 823人
次接受了安全教育培训遥一次袁他陪同建德恒大御
湖庄园挡墙项目总监和公司质量安全部领导检查
该项目施工现场袁总监突然问及挡墙脚手架搭设是
否符合规范要求袁他当场没了底气袁坦言缺乏相关
专业知识袁请总监和公司领导指教遥事后袁他认真学
习相关规范与技术标准袁对脚手架搭设规范和存在
的隐患了如指掌袁工作也更加得心应手遥

关爱同事时时在意

安全生产以人为本遥陈军深刻理解野安全为了
谁尧依靠谁和谁负责冶的辩证逻辑袁工作中时时在意
对全体同事的关心关爱遥今年 6月袁全国野安全生产
月冶与常州市梅雨季和主汛期重叠遥常州分公司认
真贯彻落实江苏煤炭地质局尧 中煤长江基础公司
野安全生产月冶活动与防汛抗洪安全工作部署袁通过

横幅签名尧警示教育尧在线学习与竞赛等形式营造安
全生产氛围遥其间袁他共为各项目制作 14条安全主
题横幅尧50块安全警示标牌袁采购了 8000余元的防
暑降温及防汛抗洪物资袁 还复印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领导关于防汛抗洪专项工作批示 300份发放到一线
农民工手中遥 同步利用微信工作群等营造安全生产
舆论环境袁真正使野安全生产月冶活动深入到每个班
组尧每名职工袁并内化成一线职工野我要安全冶的行动
自觉遥6月 12日袁分公司邀请常州二院护士长尧蓝天
应急救援队专业消防人员为该院基坑项目部职工开
展应急救护培训与消防安全演练袁 并同步以短视频
形式向公司其他项目部员工推送袁 提升员工应急自
救与互救能力遥

检查项目处处留意

安全管理的落脚点在施工现场遥今年以来袁分公
司质量安全部不留死角袁 全方位开展各类安全生产
大检查遥分公司以野四不两直冶的方式开展安全检查
43次袁查出安全隐患 61 项袁已整改 61项遥检查中袁
陈军严格依照公司 叶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建设检查
表曳袁对每个项目尧每个区域和每台机械设备等逐一
打分袁检查结果及整改情况实时在工作群发布袁并紧
盯整改落实遥一天袁陈军在常州宝龙城市广场三期桩
基施工现场巡查袁 突然在工棚边缘发现了一个已掐
灭的烟头遥他赶紧把这个野小情况冶记录在工作日记
上袁然后向附近的工人了解情况遥经过询问袁一个工
人终于承认是他在半小时前抽烟留下的遥野烟头虽
小袁但旁边就是氧气瓶和电缆线袁多重巧合下也是足
以引起一场大火的遥冶他边说边掏出手机袁当场搜索
类似案例给工人看遥最后袁当事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了
处罚遥

安全生产就像多米诺骨牌袁人员尧设备尧物料尧环
境等因素就像其中的每一张牌袁 无论哪一张出了问
题袁安全管理必然失败遥以陈军为代表的中煤长江基
础公司安全管理人员就是每张牌的守护神袁 他们正
用野狠心尧耐心尧专心冶和野时时在意尧处处留意冶忠诚
履行着野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袁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冶
的初心使命遥

渊上接第一版冤

坚持自主创新袁打造能源技术服务高地
物探院始终将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袁 围绕发展战略及市场需

求袁大力提升核心竞争力遥通过加大科技投入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袁打造
优秀的创新团队袁集成创新了一批技术领先尧市场潜力大尧价值明显的成
果袁并加大了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袁强化了科技成果转化袁提升了科技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遥野十三五冶期间成功获得了北京市及中关村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遥

据初步统计袁2020年袁 物探院获得发明专利 6项袁 实用新型专利 2
项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9项遥这些知识产权涵盖新能源勘探开发尧深地探
测技术尧地灾防治技术尧生态修复技术尧数据处理技术尧煤田大数据等方
面袁将为我国新能源安全高效绿色开采提供有力的地质技术支持遥

助推新能源技术革命袁贡献物探力量
创新驱动发展袁科技兴企势在必行遥野十四五冶期间袁物探院将以物探

技术支撑野三个地球冶建设为引领袁继续瞄准世界科技前沿袁加大科技研
发力度袁加强野卡脖子冶核心技术攻关袁培育自身核心技术优势袁重点攻关
高精度预测小构造等地质异常技术尧煤矿防治水及瓦斯治理技术与工程
应用尧地应力预测与微震监测技术尧互联网+煤矿大数据等关键技术袁全
力打造科技创新型企业袁继续助推新型能源高效开发利用袁为促进地质
行业发展新生态和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积极贡献物探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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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近日袁 中国能源化
学地质工会全国委员会发
文通报 2019 年度全国能
源化学地质系统优秀职工
技术创新成果评审结果袁
由湖南省地质工会推荐尧
湖南省煤炭地质勘查院上
报的创新成果要要要野南方
复杂地质煤矿生产中的电
磁探测关键技术与应用冶
同时获得最受职工欢迎技
术成果和一等奖两大奖
项遥 曾 丽

音12 月 4 日袁经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委员会审核批准袁
物探研究院获得环保
工程专业承包尧 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承包尧 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四项叁级资
质袁 为该院进一步开
拓市场袁 扩大业务范
围袁 增强综合实力奠
定了基础遥 穆思宇

音12月 8日袁江苏中
煤地质工程研究院有限
公司新增工程测量乙级
和劳务类 渊工程钻探冤资
质袁为公司工程勘察产业
发展再添基石遥两项资质
的取得袁不仅提高了公司
在工程勘察领域的核心
竞争力袁拓展了业务承接
范围和规模袁也为公司实
现工程勘察技术达到综
合甲级水平目标奠定了
基础遥 邢君瑶

音近日袁 中煤
浙江生态环境发展
有限公司获批由浙
江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核发的矿山工
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资质遥 此次资质的
获批袁 对中煤浙江
生态树立品牌形
象尧丰富业务类别尧
提高市场竞争力具
有重要意义遥

郭富强

音近日 袁 根据
叶煤炭地质勘查行业
专家管理办法曳并经
中国煤炭建设协会
审核袁新疆煤田地质
局综合地质勘查队
翟广庆尧 杨秋江尧王
彦钧尧夏文龙尧赵宏
峰尧吴明东尧阿布都
力江窑居玛洪 7 名同
志入选首批煤炭地
质勘查行业专家库
名单遥 苟 钊

近日袁 陕西省一九四煤田地质有限公司所属中深部钻井公司 ZJ40井队施工
的山西柳林煤层气多分支井钻井项目 SX-036-DFZ01井 R1尧L2两分支筛管下入
预定煤层位置袁达到设计目的遥R1尧L2分支长度均为 600米遥 杨卫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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