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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0年 12月 26日袁 第一
勘探局党委召开中心组学习 渊扩大冤 会
议袁 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袁
要求全局各级组织迅速开展宣传学习袁
用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袁 特别是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袁 以高质量
党建引领该局高质量发展遥

会议指出袁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
年袁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袁是在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之后召开的一次十分重
要的会议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的重要
讲话袁 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
略的高度袁深刻分析了野两个大局冶背景
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袁 明确提

出了野十四五冶开局之年经济工作的总体
要求尧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袁为一勘局立
足新发展阶段尧贯彻新发展理念尧构建新
发展格局尧 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
遵循遥

会议强调袁 做好 2021年经济工作袁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袁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尧三中尧四中尧五中全会精神袁进一
步增强野四个意识冶袁坚定野四个自信冶袁做
到野两个维护冶袁坚持人民至上袁关注民生
福祉袁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
2021 年经济形势所作的重大判断尧对
2021年经济工作所作的重大部署上来袁

凝心聚力谋划好 2021年的各项工作遥
会议要求袁 一是深刻认识习近平总

书记对 2021年经济形势作出的重大判
断袁 深化在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
规律性认识袁 增强制度自信袁 增强忧患
意识袁 集中力量办大事曰 二是深刻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对 2021年经济工作的总
体要求和政策取向的重要论述袁 大力推
进改革创新尧机制创新尧模式创新袁聚焦
制约一勘局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问
题袁优化产业结构布局袁以高质量发展为
野十四五冶开好局曰三是深刻认识习近平
总书记对 2021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的
重大部署袁 进一步优化 2021年工作思

路和措施袁 推进一勘局改革三年行动袁
狠抓改革任务落地袁确保 2021年各项工
作高效有序开展曰四是深刻认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
的重要思想袁 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袁 增强政治意识袁 提升专业能
力袁 努力成为领导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行
家里手遥

会上袁一勘局总工程师宋洪柱以叶积
极贯彻新发展理念袁持续加强科技创新袁
助力总局开创国际化业务新局面曳为题袁
与大家共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发
展理念和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遥

郝志辉

一勘局党委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渊上接第一版冤

深抓教育扶贫 激发内生动力

野敬爱的叔叔阿姨你们好浴 我
想有个文具盒袁 以后要好好学习袁
将来做对社会有用的人遥冶 在江苏
煤炭地质局机关工会举办的 野圆梦
微心愿窑结对献爱心冶 活动中袁张家
川县平安乡水泉小学五年级学生杨
雪丽在红色爱心卡上写下了自己小
小的心愿遥 这次活动共收到心愿卡
54张袁 江苏局干部职工积极行动起
来袁纷纷伸出援手袁帮助 54 个孩子
圆梦学习生活中的野小确幸冶遥

赠人玫瑰袁手有余香遥一颗颗爱
心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总局教育扶贫
工作中去遥

再穷不能穷教育袁 再苦不能苦
孩子遥总局打好组合拳袁开展了一系
列教育助学活动院 投入 40万元袁实
施平安乡中心幼儿园安全防护工程
项目曰投入 35.7万元袁对全县 536名
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的小学生进行
教育资助曰投入 30 万元袁为张家川
镇大地小学硬化校园 2000平方米曰
投入 30多万元袁为贫困学生发放助
学金和书包文具尧图书尧校服尧图书
柜尧学习桌尧阅览桌椅等物品遥另外袁

经过积极沟通袁 争取系统内职工捐
助及社会资金袁 对全县部分贫困家
庭的中小学生进行了资助曰 还协调
天津市滨海新区有关单位袁 捐赠了
价值 4万元的图书尧 学习桌及爱心
助学包裹遥

知识就是力量袁知识改变命运遥
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袁 教育扶贫已
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遥

开展党建扶贫 汇聚帮扶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院野越是进行
脱贫攻坚袁 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
导遥冶

近年来袁 总局将党建与精准扶
贫深度融合袁 构建起党建扶贫新格
局袁 将党建优势转化为脱贫攻坚动
力袁 奏响了普惠民生尧 脱贫致富的
乐章遥

总局所属单位投入帮扶资金 40
万元袁 对 2个贫困村尧3个党支部进
行结对帮扶共建曰 总局拨付 10 万
元袁完成了堡山村野两委冶办公硬件
设施改造曰追加 13.4万元袁帮助瓦泉
村野两委冶完成了办公用房改造曰第
二勘探局印务公司尧航测局尧中煤地
质报社分别捐赠了一批党建图书尧7
台电脑和 3个太阳能路灯曰 总局挂
职帮扶工作队组织党建结对帮扶村
的相关人员一行袁 赴宁夏回族自治
区西吉县将台堡开展了以 野重走长

征路袁永远跟党走冶为主题的野七个
一冶党日活动袁 引导党员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袁 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袁 激发党员干部以进取
精神践行初心使命袁 为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和全面小康再鼓干劲袁 再立
新功遥

置身张家川脱贫攻坚主战场袁
党建引领的磅礴力量激荡人心遥

落实就业扶贫 拓宽脱贫渠道

就业扶贫是决定农民增收尧决
定脱贫攻坚收官的关键指标和重要
推力遥2020年是战野疫冶尧战野贫冶的特
殊一年袁就业形势异常严峻袁就业扶
贫任务异常艰巨遥

面对诸多问题袁 各直属单位认
真贯彻总局 叶促进张家川县就业扶
贫实施意见曳文件精神袁先后录用了
当地 11 名大学毕业生到所属单位
就业遥

瓦泉村精准扶贫户马山三的小
女儿马凤兰就是其中之一遥 瓦泉村
第一书记扈猛介绍袁 马凤兰试用期
过后袁工资在 3000 元以上袁她一个
人参加工作袁家里就可以脱贫了遥

野如果没有总局领导和扈书记
的帮忙袁 我女儿不可能有稳定的工
作遥现在袁她的工作稳定了袁我们的
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了遥冶马凤兰的
母亲马社社激动地说道遥

总局还按照国资委 叶关于做好
定点扶贫县贫困农民工就业帮扶工
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曳要求袁结合县里
民工不愿外出的实际情况袁 组织县
人社局尧 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及交通
运输局有关人员走访了承接庄天高
速张家川段 4个标段的各大央企项
目部袁 积极争取落实部分劳动力就
近务工就业遥据统计袁目前已经使用
各类民工 298 人次袁 人均月收入
5000余元遥

总局积极创新帮扶方式袁 集聚
多方合力袁开展精准帮扶袁全力落实
各项帮扶工作袁形成了大格局尧大体
系尧大参与尧大要素的精准扶贫地质
模式袁 走出了一条具有地勘行业优
势的脱贫攻坚创新之路遥

一条条水泥路进村通组袁 一座
座新院落干净亮丽袁 一个个富民产
业遍地开花袁 一张张幸福笑脸灿烂
绽放噎噎如今的张家川袁 一幅幅乡
村更美的新画卷徐徐展开遥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袁 而是新生
活尧 新奋斗的起点遥 今后袁 总局党
委将坚持目标不变尧 力度不减尧 劲
头不松袁 严格落实 野四个不摘冶 的
工作要求袁 继续倾注真情实意袁 咬
定目标不放松袁 落实责任不松劲袁
持续用劲抓巩固尧 促提升袁 为推动
张家川县乡村振兴战略和高质量发
展作出新贡献遥

跨越千里点亮总局特色扶贫路

野请大家保持距离袁戴好口罩袁间隔一米排好队袁准
备好身份证登记个人信息遥冶第一勘探局物测队基地管
理中心主任对前来进行核酸检测的职工说道遥

1月 3日袁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 2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1例袁突如其来的疫情再次打
破了邢台人民平静的生活袁 这座热闹喧嚣的城市仿佛
按下了野暂停键冶袁为人们辞旧迎新的喜悦蒙上了一层阴
霾遥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袁一勘局物测队积极响应市委
市政府的号召袁迅速组织精干力量袁配合医务人员和社
区干部袁 在全队范围内开展了为期两天的全员核酸检
测工作遥大家争分夺秒袁与疫情赛跑袁为阻止疫情的扩散
传播与蔓延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遥

1月 6日 10时袁 由邢台市委市政府统一委派开展
核酸检测的医务人员和社区干部抵达物测队袁 早已等
候在集中采集点的职工群众依次排好队袁 自觉佩戴口
罩袁保持间距袁秩序井然遥在采集点的入口处放置着野核
酸检测冶的指引路牌袁引导大家检测遥该队基地管理中心
的工作人员耐心仔细地为前来检测的职工登记身份信
息袁 安全设备科的同志积极协助医务人员和社区工作
人员维持现场秩序袁安排职工群众依次进行检测遥

奋战在一线的野逆行者冶们身穿防护服袁头戴护目
镜袁与社区干部和队基地管理中心尧安全设备科的工作
人员一起袁全力以赴投入到采集尧排查和信息登记的战
斗中遥 当得知该队部分职工和家属因行动不便无法到
采集点进行检测后袁野白衣战士冶 们顾不上吃饭和休息袁
迅速组建医疗小组袁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上门入户袁为
行动不便的职工和家属采集检测噎噎48小时的奋战袁共完成核酸采样近千份袁
按下了抗疫野快进键冶遥

野白衣战士冶整装逆行袁不惧尧无畏袁温暖着寒冬里的你我噎噎
社区干部和物测队工作人员投身一线袁为职工群众提供贴心的服务噎噎
全队居民有序排队等待检测袁寒风中袁积极配合袁秩序井然噎噎
我们相信袁黑夜总会过去袁黎明终将到来遥明天的阳光袁必将再次温暖你我

共同守护的这座城市遥让我们携起手来袁众志成城尧共克时艰袁共同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阻击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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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根据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野党建工作质量提升年冶目标要求袁结合
江苏煤炭地质勘探二队党委开展的机
关作风建设质量提升活动要求袁2020年
12月 30日袁 该队机关党支部深入开展
了机关作风建设质量提升研讨会遥

2020年年初袁机关党支部以野长江
党建+机关作风建设质量提升冶为主题袁
紧紧围绕江苏局野14166冶改革发展总体
思路和二队野1323冶经营工作思路袁结合
机关各部室工作职责袁将机关部室划分
成 6个党小组袁并以部室负责人为党小
组组长开展此项工作遥一年来袁各党小
组针对本部门和个人存在的问题袁进行
了深入剖析尧 认真研讨和切实整改遥此
项活动的开展袁进一步提升了机关党员
的服务意识尧 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袁营
造了担当作为尧 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袁
推动二队转型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再上
新台阶遥
会上袁 机关党支部 12名党员重温

了入党誓词袁并为 7名党员过了政治生
日遥党员集中学习了队党委印发的叶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实施
办法曳袁 现场征集了对队党委班子 2020
年度民主生活会的意见和建议遥

罗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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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1月 4日袁江西省煤田地质勘察研究院院长李长志尧副院长邹勇军前往该院铅山县烟篷里陶土渊紫砂冤

矿普查项目部开展送温暖活动袁为项目部送去了慰问金遥李长志深入项目现场袁详细了解了项目的进展情
况袁并与项目部人员亲切交谈遥 李琳琳 摄影报道

1月 6日袁第一勘探局地质勘查院召开紧急会
议袁传达国家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精神及该局疫情防
控工作要求袁 并对院当前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部
署遥会议要求袁各部门负责人要第一时间传达会议
精神袁时刻保持疫情防控工作的紧迫感袁统筹安排
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遥 李苑小夏

一勘局勘查院积极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1月 5日袁江西省煤田地质局二二七队顺利通
过吉安市国家安全局的年度审查遥审查范围涵盖国
内国外袁包括国内国安人防建设小组每季度会议台
账尧海外国安人防建设小组安全报告和所在国家的
政治稳定情况与社会治安问题等遥为使工作精益求
精袁该队不断完善和更新涉外人员登记信息袁向吉
安市国安局及时按月上报工作情况袁积极配合国家
安全人民防线建设的相关工作遥 刘 鹏

江西局二二七队通过市国安局年度审查

近日袁陕西省煤田物探测绘有限公司机关一党
支部召开了野以案促改冶专题组织生活会遥会上袁支
部班子及所有党员严格按照两个维护尧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尧廉洁自律等野六个方面冶的要求袁紧密结
合工作实际袁 分别深入查摆了自身存在的问题袁剖
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袁提出了具体整改措施袁严肃
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遥 王 鹏

陕煤地质物测公司机关一党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

煤 田 简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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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wdrill.com
mailto:sales@Lwdril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