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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者之歌
要要要写于安徽局水文队成立 40周年之际

回忆往昔篇

40年前的江淮大地上袁
一群热血青年带着简易的行囊袁
响应国家号召袁齐聚汴河之滨遥
他们意气风发袁血气方刚曰
他们怀揣梦想袁激情奔放遥
为铸就能源工业大省的辉煌袁
为抒写共和国勘探史的华章袁
南征北战袁
奋勇前行遥
一座座钻塔在祖国大地奔腾轰鸣曰
一座座矿山在淮河两岸拔地而起遥
向世人昭示几代水勘人的豪情袁
以献身地质尧找矿立功尧艰苦奋斗为荣噎噎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袁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水文勘探队应运而生,
逐步成为煤田地质尧水文地质勘探袁
矿山注浆堵水尧大口径钻孔施工袁
非常规天然气勘查和开发袁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及治理袁
水源凿井与工程勘察等领域的专业队伍遥
40年风雨征程袁我们挥洒汗水袁砥砺前行曰
40年驰而不息袁我们追逐梦想袁硕果累累遥
几代水勘人践行初心使命袁
凭借野团结拼搏尧锐意进取尧以队为荣冶的水勘精神,
将辉煌的足迹载入历史的长卷遥

辉煌发展篇

回首往事袁
几台旧钻机尧几驾马车袁
就是勘探队的全部家当遥
一晃 40载袁
在几代水勘人的拼搏下袁
现代化大型地勘装备尧计算机数字化处理技术袁
地物化测尧遥感钻探袁
已然旧貌换新颜遥

春华秋实 40载袁
地质立队不动摇袁
做足野水冶文章袁
念好野山冶字经袁

查明水资源储量 14.9亿立方米袁
探明煤炭资源储量 10亿余吨袁
为 30多对矿井找到理想水源地袁
成功缓解了云南等干旱地区的灾情袁
有力推动了工业建设和城市化进程遥
顺势而为袁市政建设行业领先曰
强化特色袁公益保障美誉流传遥
面对错综复杂的发展局面袁
水勘人勇立潮头把方向,
驾驶这艘集高科技多元化为一体的地勘航母袁
向资源尧减灾尧勘察施工进军袁
向环境尧地热尧城乡供水前行遥
先后成立了宿州市地质灾害防治中心尧
宿州市矿山应急救援技术保障中心遥
不断提升和拓展公益服务范围袁
向着地质找矿袁
风驰电掣袁破浪远航遥

40载时光如绣汇聚水文队发展壮大的动力源泉袁
40载锦绣诗篇凝聚着水勘人心中满满的成就感遥
服务发展袁我们竭尽全力袁
建设家园袁我们满怀激情遥
实力更强袁形象更美袁
办公环境逐年改善袁
会议中心尧教育场馆成为煤田系统样板曰
小区面貌焕然一新袁
高层公寓尧活动中心成为宿州文明亮点曰
职工风貌昂扬向上袁
文体活动尧志愿活动广为社会各界称赞遥
天道酬勤袁
辛勤的耕耘必定带来丰收的喜悦遥

如今袁野1248冶总体工作思路指明方向
要要要高质发展步伐坚定袁
要要要地勘主业越做越强袁
要要要市政领域逐步扩大袁
要要要四个支点相得益彰袁
要要要八大举措齐头并进袁
要要要地质市场拓土开疆袁
要要要品质工程广受好评袁
要要要职工收入大幅增长遥
通过了野三标一体化冶管理体系认证袁

先后获得重合同守信用等 7项 AAA级荣誉袁
入选 2020年第二批地质勘查信用信息红名单遥
野十二五冶以来袁
连续 10年跨越发展的成功实践袁
再度吸引了业界的目光遥

奖项荣誉篇

平凡铸就伟大袁
艰辛铸就辉煌遥
水勘人袁
在锐意进取中走过了 40年非凡的时光袁
在团结拼搏中迎来了 40岁难忘的生日袁
以队为荣袁
铸就我们火焰般的灵魂和愿望遥
以创新为笔袁以实干为墨袁
书写着水勘人的夙愿遥
获得地质勘查甲级尧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各项资质 26个袁
提交各类地质报告 145篇遥
野全国煤炭工业地质勘查先进单位冶
野国土资源系统西南抗旱找水打井工作先进集体冶
野安徽省直机关五一劳动奖状冶
野安徽省劳动竞赛先进集体冶
野安徽省工人先锋号冶
野安徽省青年文明号冶等殊荣袁
激励着几代水勘人走向辉煌遥

展望未来篇

回顾历史袁我们心潮澎湃曰
展望未来袁我们豪情满怀遥
我们用新时代的彩笔袁
描绘地质工作的春天遥
水勘人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袁
奋力将水文队建设成为技术先进尧
服务全面的综合性地勘单位遥
砥砺奋进正当时袁乘风破浪再扬帆遥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袁
面对野十四五冶时期新的机遇和挑战袁
我们将继续奋进袁
在这片广袤的沃土上袁
昂首阔步袁快马加鞭袁
谱写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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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朗威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河北朗威石油装备有限公司始建于 1996 年袁是
一家集石油钻具设计尧制造尧检测尧维修于一体的专业
石油装备制造企业遥

公司拥有国际领先的生产设备遥产业链完整袁是国
内国际为数不多的集钻杆接头尧管端镦粗尧管体热处理尧
摩擦焊接尧耐磨带敷焊尧内涂层加工等于一体的钻具加
工企业袁可生产国标尧美标尧俄标尧欧标等各种规格型号
的钻具袁还可根据客户需求设计尧制造特殊规格的钻具遥

朗威石油已通过 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袁获
得了美国 API SPEC 5DP 尧API SPEC 7-1尧 欧洲
NS-1尧俄罗斯 GOST RTN等质量认证遥

朗威产品质量稳定可靠袁广泛应用于国内国际各
大油田尧煤田尧地矿尧水文尧核工业等领域袁远销德国尧
法国尧俄罗斯尧土耳其尧中东尧南美尧非洲等几十个国家
和地区遥

地址院河北省晋州市营里镇北口开发区 电话院0311-84386267 传真院0311-84386267
网址院www . Lwdrill . com 邮箱院sales@Lwdrill . com

总经理院赵青凯
手 机院13803218077

钻 杆院石油尧天然气尧页岩气钻杆袁煤层气钻杆袁地热井钻杆尧海洋平台用钻杆等
钻杆规格院渍50尧60.3尧73.02尧88.9尧101.6尧114.3尧127尧139.7尧149.2尧168.3尧
193.7等
钻杆材质院G105尧S135尧LZ140尧LV150尧LU160等
钻杆螺纹院API数字螺纹渊NC系列冤袁双台肩螺纹尧高抗扭螺纹尧专利螺纹尧特殊螺纹等
加重钻杆院73.02尧88.9尧101.6尧114.3尧127尧139.7尧149.2尧168.3尧193.7等
钻铤规格院79.4尧88.9尧104.7尧120.7尧133.4尧146尧152.4尧158.8尧165.1尧
177.8尧203.2尧209.6尧215.9尧228.6尧241.3尧254 等袁 光面钻铤尧螺旋钻铤尧无磁
钻铤尧无磁承压钻杆等
钻铤类型院光面钻铤尧螺旋钻铤尧无磁钻铤尧短钻铤尧无磁承压钻杆等
转换接头院各种类型转换接头

国家万米钻机科研项目袁松科二井钻具供应者遥

光热源
渊第 933期冤

叶星月下的钻机曳
曹韵竹 作

渊一勘局华辰公司冤

时间悄无声息袁 不知不觉袁 2020年就要结束了遥 这一年里袁
哭过尧 痛过袁 却从未放弃过曰 累过尧 苦过袁 却从未抱怨过遥 不管
遇到什么困难袁 经历什么坎坷袁 我们全都坚持下来了遥 也许袁 这
就是成长遥

2020年袁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遥年初袁本是万家团圆时袁一场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这种祥和的氛围袁 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悄然打响袁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召唤下齐心协力抗击疫情遥

大年初二袁我的好友作为山西首批援鄂医疗队成员之一袁含泪
丢下自己年幼的女儿袁背起了责任的行囊袁踏上了未知的旅程袁奔
赴湖北袁坚守在抗疫一线遥她在日记里写道院野一路走来袁虽然不易袁
但我不后悔噎噎冶我知道袁救死扶伤是他们的责任和担当袁他们用
自己的逆行袁守护了我们的平安遥

大年初三袁 我的爱人作为一名人民警察也返回工作岗位袁 承
担起忙碌的抗疫工作遥 警察队伍中袁 有的奔赴辖区配合社区工
作袁 有的进驻监狱参加监内封闭管理工作袁 有的进驻机场配合出
入境工作噎噎我知道袁 金色盾牌袁是他们庄严的选择袁既然身着警
服袁就必须用行动去守护人民的安全遥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袁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慌张和不同寻常袁也
让我们看到了那么多无畏尧勇敢和善良遥每一次肃然起敬尧每一次
潸然泪下之后袁都是满满的信心与安心袁虽然我没有冲锋到抗疫一
线袁但守护好自己的小家袁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袁就是当下最应该
去做的事情遥

2020年袁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袁在平凡岗位上默默付出袁是在
平凡中彰显不平凡的最好答案袁 也是我们新时代青年最靓丽的姿
态遥如今袁单位正面临改革转型的攻坚期袁更需要我们青年职工迎
难而上袁 不断适应当前地勘环境的要求袁 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
质袁不断提升服务和竞争意识袁推动单位发展的车轮不断向前遥

此刻袁我只想说袁当清风徐来袁当陌上花开袁愿对未来充满期
待袁努力实现所有等待袁无论你在城市的哪一角袁都是人间留存的
美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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