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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朗威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公司拥有 3条国际领先的美国 MTI
惯性摩擦焊生产线袁2条美国国民油井生
产的管端镦粗加厚生产线遥 产业链完整袁
是国内国际为数不多的集钻杆尧 钻铤尧加
重钻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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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遥朗威石油拥有系统的产品研发及可靠
的质量保证体系袁 已通过 ISO9001国际
质量体系认证袁 获得了俄罗斯 GOST
RTN尧欧洲 NS-1等质量认证遥 国家万米钻机科研项目袁松科二井钻具供应商

钻 杆院石油尧地质尧地热尧水井尧天然气尧煤层气尧页岩气钻杆
钻杆规格院50袁60袁73袁89袁102袁114袁127袁140袁150袁168等
材 质院E75袁R780袁X95袁G105袁S135袁LZ140袁LV150袁LU160等
螺纹类型院API数字螺纹尧双抬肩螺纹尧高抗扭螺纹尧专利螺纹尧特殊螺纹
加重钻杆规格院73袁89袁102袁114袁127袁140袁150袁168袁194等
钻铤规格院89袁105袁121袁133袁146袁152袁159袁165袁178袁203袁210袁216袁

229袁241袁254等
钻铤类型院光面钻铤尧无磁钻铤尧螺旋钻铤

联系人院赵经理 地址院河北省石家庄市晋州市营里镇北口工业区 网址院www.lwdrill.com
手 机院13803218077 电话院0311-84386267 邮箱院llongwayzx@163.com

走进安庆苏宁广场项目施工现场袁
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繁忙景象袁 塔吊林
立袁机器轰鸣袁工程车尧装载机尧挖掘机
等正在有序作业袁钢筋工尧木工尧信号工
都在各自岗位上紧张地忙碌着噎噎

安庆东部新城袁 一座 野新地
标冶正拔地而起

作为苏宁集团布局全国智慧零售
的重点项目之一袁 安庆苏宁广场项目
是安徽省重点项目及安庆市重点招商
引资项目遥 项目位于安庆市迎江区皖
江大道与独秀大道交叉口袁 拟打造成
安庆最大的城市综合体尧 一站式时尚
潮流智慧生活体验平台遥 安庆苏宁广
场建成后袁 将进一步提升安庆城市内
涵和品质袁完善东部新城功能配套遥可
以说袁 安庆苏宁广场是安庆东部新城
的又一座商业野新地标冶袁将为城市经
济发展注入新动能遥

安庆苏宁广场项目的承建方要要要安
徽两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煤
田地质局出资组建的集多元化产业于
一体的大型国有企业袁 业务涵盖建筑
施工尧房产开发尧环境治理等遥自 2011
年与苏宁置业首次合作芜湖苏宁广场
项目以来袁 安徽两淮控股集团先后参
与了滁州苏宁广场尧宿州苏宁广场尧徐
州苏宁悦城等项目袁 与苏宁置业的合
作关系越来越紧密遥

集结号令响袁野施工大战冶一
触即发

安徽两淮控股集团此次主要承建

的是安庆苏宁广场项目的三大片区袁
即商业片区尧高层片区尧悦城片区袁总
建筑面积约 41.7万平方米袁 是集团公
司 2021年度野头号工程冶遥

野安庆苏宁广场项目社会关注度
高尧体量大尧业态多尧工期紧尧要求高尧
技术复杂遥作为承建方袁我们有能力尧
有信心尧有把握打赢这场硬仗袁以实际
行动争创文明工地袁打造标杆项目袁建
设优质工程遥冶在安庆苏宁广场承建单
位签约仪式暨二期启动仪式上袁 安徽
两淮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尧 总经理李
海蕾说道遥

为确保项目顺利开展袁 安徽两淮
控股集团迅速集结精兵强将袁 成立专
班袁跑步进场展开建设工作遥从组建项
目部袁保证人员尧设备进场袁到积极协
调各方力量尧 抓紧着手各项临建及施
工准备工作袁再到生产技术保障尧安全
生产保障尧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袁都进
行认真研究尧 科学部署袁 做到分工明
确尧责任到人尧落实到位袁实现了野进场
快尧临建快尧开工快冶的既定目标遥

建设正当时袁 快马加鞭跑出
野加速度冶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袁 安徽
两淮控股集团建立起野大兵团冶作战体
系袁高效指挥尧全员参战尧合力攻坚遥安
徽局及集团领导多次到项目一线指导
检查工作袁并从资金尧地方协调等多方
面给予支持遥 项目指挥部蹲守现场协
调各项工作袁合理调配各类生产要素袁
倒排工期尧挂图作战袁开启全天候野战

斗模式冶遥 技术管理人员跟
班作业袁 细化施工任务袁想
方设法打开工作面袁切实解
决当天施工现场存在的问
题袁 提前安排好施工计划遥
安全管理人员每日对施工
班组进行安全教育袁对各自
负责的片区轮班巡视袁随时
发现并排除安全隐患袁并带
着大喇叭在现场喊话袁忙碌
的身影穿梭于各个施工作
业面遥

野重大工程一刻都不能
耽误遥我们每天都有 300多
名工人在现场施工遥冶 项目

生产经理张仁和介绍道遥
在安庆苏宁广场基坑支护工程建

设阶段袁 修建施工临时便道约 3000
米袁铺设钢板 300多块袁投入现场管理
人员近 20人遥 在桩基施工高峰期袁共
有约 20台正反循环钻机尧4 台挖机尧3
辆吊车交叉作业袁 平均单日成桩 18
根袁最多高达 23 根曰支撑梁及高压旋
喷尧 降水施工高峰期同时投入 6个施
工班组同步施工遥最终袁完成钻孔灌注
桩 1077根袁 三轴搅拌桩施工 55600立
方米袁降水井施工 78 口袁支撑梁混凝
土浇筑施工约 9000立方米袁高压旋喷
施工 19369立方米遥

数字也许是抽象的尧枯燥的袁但数
字也是鲜活的尧灵动的遥每一个数字的
背后袁 无不凝结着两淮人的智慧和汗
水遥他们以精益求精的野苛求冶精神及
坚韧不拔的野人格冶力量袁上演了一场
全力推进安庆苏宁广场项目建设的

野速度与激情冶浴
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袁 安庆

苏宁广场项目建设突飞猛进尧 捷报频
传遥 截至 11月 24日袁 商业片区基坑
支护工程尧 支架尧 钢栈桥尧塔吊基础等
已经基本完成袁 负三层地下室已经开
挖曰 高层片区现场临时设施已经基本
完成曰 悦城片区现场临时设施基本完
成袁基坑支护部分完成袁1#尧2#尧4#尧5#
楼已经上标准层 渊其中 2#尧5#楼已完
成四层结构冤曰7#楼负一层墙柱钢筋绑
扎完成曰3# 楼及 3# 楼南侧地库顶板
浇筑完成曰4# 楼与 7# 楼之间地库垫
层防水已完成遥 悦城片区 1#尧2#尧4#
楼主体工程建设进度均达到预售条
件袁 超前完成甲方指定的销售节点工
作任务遥

负重勇攀登袁 勠力同心攻克
野拦路虎冶

逢山开路袁遇水架桥遥项目得以快
速推进袁得益于项目部对卡点尧堵点的
不断攻克遥 安庆苏宁广场项目作为体
量大尧业态多的房建项目袁在开工前夕
就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遥

一是组织管理难遥工程场地狭小袁
基坑开挖边线与用地红线距离近袁工
地周边是居民小区尧 大型渔业市场及
加油站袁 整个施工现场与外部运输条

件十分受限袁对临建布置要求极高遥二
是交叉施工难遥工程涉及桩基施工尧土
方开挖尧机电尧弱电尧消防尧园林绿化
等袁体量大尧专业多尧分工细袁各工种交
叉作业袁协调量大袁成品保护难度大遥
三是技术要求高遥 项目结构总体设计
复杂袁专业交叉多袁因此图纸会审与深
化设计袁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袁 高层运
输尧混凝土泵和外脚手架方案选择袁转
换层钢筋尧模板施工尧建筑垂直度控制
等都是技术管理的重点和难点遥

工欲善其事袁必先利其器遥在诸多
困难和技术挑战面前袁 项目班子化压
力为动力袁变挑战为机遇袁通过对症下
药尧靶向发力尧精准施策袁攻克了一个
又一个难题遥

在场平布置上袁 项目部根据施工
不同阶段的特点和需求袁 设计现场平
面布置图袁实行分阶段式的平面规划遥
在物资供应上袁 项目部利用集团公司
平台大尧 资源广的优势袁 配足机械设
备尧人力尧材料及资金等资源袁全力保
障施工一线物资供应遥在协调管理上袁
建立工程协调部袁加强同业主尧监理尧
设计院及其他合作方的沟通与协调袁
做好技术接口尧工序安排尧现场合作等
方面的管理遥在进度把控上袁运用网络
计划跟踪技术和动态管理方法袁 以产
值指标尧形象进度尧单项进度尧关键线
路野四大监控法冶袁对工程进度实行跟
踪监测袁对资源配置进行动态管理遥在
技术管理上袁通过召开专家论证会尧做
好技术交底工作尧 积极推广应用 野四
新冶渊新技术尧新工艺尧新材料尧新设备冤
等方式袁 突破技术难关遥 在质量管理
上袁 以材料进场检验尧 施工挂牌尧野三

检冶制渊自检尧互检尧交接检冤尧质量奖罚
等十二项制度袁 切实加强对工程质量
野人尧材尧机尧法尧环冶五大因素的把控遥
在安全生产上袁 通过打造实名制身份
识别安全出入口尧 开展每日班前安全
教育尧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等方式袁
使安全管理纵向到底尧横向到边遥在文
明施工上袁实行野无尘化冶施工管理袁建
立文明施工管理措施一览表袁 在现场
围挡与封闭管理尧建筑防火尧机械设备
管理等方面作了规定袁 并设专人专岗
进行巡查落实袁 大力推进文明施工标
准化尧精细化尧规范化尧制度化遥

人员就位袁方法到位遥项目团队本
着野高效精干袁一专多能冶的原则袁千方
百计抓进度尧抓安全尧抓质量袁全力以
赴通堵点尧破卡点尧解难点遥通过科学
规划尧合理组织尧精心安排袁达到了管
理野全覆盖冶袁实现了多个作业面尧多个
工种有序穿插施工袁 为顺利完成节点
工期目标袁打造精品工程尧亮点工程尧
形象工程提供了保障遥

鹏程万里风正劲袁 重任千钧
再奋蹄

每一个急难节点的突破袁 每一项
指标任务的完成袁 都标志着项目建设
离胜利更近了一步遥

两淮战士们一刻也不曾松懈袁并
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状态和攻坚克难
的决心袁一步一步向前迈进遥

眼下袁安庆已经进入寒冬袁但攻坚
战依然在如火如荼进行袁 奇迹不断被
创造袁 辉煌不断被书写噎噎让我们拭
目以待袁共同见证安庆东部新城野新地
标冶惊艳亮相浴

在高效施工中演绎野速度与激情冶
要要要安徽两淮控股集团安庆苏宁广场项目建设纪实

阴 周 佳/文 周 佳 孙 宁/图

音近日袁陕西省一三一煤田地
质有限公司编制的 叶陕西省 2021
年度煤矿超层越界开采省级实地
核查报告渊三标段冤曳通过评审遥该
公司实施的煤矿超层越界开采省
级实地核查项目袁先后完成了延安
市瑞能煤矿尧安喆煤矿和榆林市兴
维煤矿尧东方红煤矿尧袁大滩煤矿尧
盛博煤矿等 8个煤矿的核查工作遥

梁卫涛

音日前袁陕西省一九四煤田地
质有限公司实施的洋县石墨预查
项目通过验收遥该项目共施工钻孔
11个尧 探槽 28条袁 完成地质修测
15平方千米尧地质路线调查 36条尧
路线长度 48千米袁 采集各类样品
1700余件袁新发现晶质石墨矿带 4
条遥截至目前袁该区域共发现 7 条
晶质石墨矿带袁 预估矿物量超 600
万吨袁矿石量 9500万吨遥 吴晓勇

音近日袁江苏煤炭地质物测队
市政勘测院雷达检测组使用探地
雷达袁对安徽省肥东县桥头集站铁
路段进行检测遥经过检测袁发现路
基下部存在 3个空洞道路病害遥这
是物测队市政勘测院首次将探地
雷达应用于铁路段袁并取得了切实
成效袁为铁路工务段的路基维护提
供了一个新的技术方法遥 马玉生

音近日袁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
队实施的山东南四湖省级自然保
护区勘界定标项目通过阶段性验
收袁项目成果被评定为优秀遥该项
目完成野外勘界作业 114.647 千
米袁拾取拐点坐标 253 个袁安装预
留桩 191个遥 卢晓光

音日前袁福建省国土测绘院有
限公司承接的漳浦县 19个千人以
上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划定
项目通过漳州市漳浦县生态环境
局专家组评审遥19个水源地分为地
下水型尧河流尧山溪型袁分布于 8个
乡镇的 17个村袁主要给农村供水遥

王流阳

本报讯 近期袁青海煤炭地质局党委紧扣野提高思想认识尧强化
责任意识尧增强学习意识冶袁开展新叶安全生产法曳及安全生产知识宣
贯月活动袁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袁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袁坚守安全生产野红线冶和野底线冶袁提高广大
职工安全生产意识和能力遥

强化组织领导遥为确保活动实效袁青海局制定了宣贯月活动实
施方案袁部署宣传动员尧宣讲学习尧警示教育和落实跟踪四个阶段具
体工作遥组织召开宣贯活动动员会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宣贯责任袁明
确局属各单位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遥在动员会上袁省应急管理厅
专家解读了新叶安全生产法曳要点袁全局各级安全管理人员更加明确
职责袁表示将把新安法贯彻到具体工作中遥

强化宣传培训遥为营造安全宣传活动的良好氛围袁青海局通过
微信尧QQ工作群尧宣传画报尧LED屏幕等对新叶安全生产法曳进行宣
传遥局属单位负责人结合生产实际袁面向职工开展新安法公开课袁组
织本部及野外项目部人员参加线上+线下专题培训袁 增强了职工们
消除隐患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遥

强化警示教育遥青海局采取以案说法的方式剖析典型事故和灾
害案例袁组织各单位尧项目部集中观看警示教育宣传片袁倡导职工在
安全生产管理中以野超前意识尧预防为主冶为理念袁把生产中的事故
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遥

强化落实跟踪遥青海局对全局各单位宣贯情况进行检查袁推广
好的经验做法遥各机班组举办野无违章尧无事故尧出效益冶创建活动袁
评出工作效率高尧现场安全管理好的班组袁作为年底安全考核及评
优评先的加分项袁 调动了生产一线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的积极性遥在
有条件的项目尧钻机设立野群众安全监督员冶袁让更多的职工参与到
例行安全检查中袁切实提高安全意识遥 王红岩 张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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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袁江苏远方动力
科技有限公司焊材分公司克服新冠肺
炎疫情尧 原材料涨价及能耗双控等影
响袁生产各类焊材 152 吨袁比 2020 年
增长 41.15%遥产品远销美国及东南亚尧
中东尧非洲等国家和地区袁出口额近千
万元遥

一直以来袁 焊材分公司以市场为

导向袁以客户为中心袁不断优化调整产
品结构袁 最大可能满足客户多样化需
求遥目前袁公司可生产磷铜尧低银尧高
银尧黄铜尧焊剂等十几大类尧400多个规
格品种的焊接材料遥

在重点细分市场上袁 公司精准把
脉市场需求袁 提升各类焊环尧 盘丝等
加工技艺袁 开发颗粒焊剂等新品种袁

两三年里袁 仅焊环生产规模就扩大 20
倍以上遥

在生产工艺和先进设备采用上袁
焊材分公司引进中频铸锭加热炉袁 提
高了生产自动化水平遥 加强关键技术
研发袁 新型抛丸工艺代替剥皮工艺袁
产品质量更加可靠曰直径 1.2毫米黄铜
盘丝成功实现量产袁 日产量由原来每

台最多 200 公斤增加到 500 ~800 公
斤袁尺寸偏差为正负 1~2丝渊0.01~0.02
毫米冤遥

在产品质检上袁 引进新智能化光
学检测仪袁提升了产品出厂合格率遥

焊材分公司响应国家野碳达峰尧碳
中和冶目标袁坚持生产符合 ROHS标准
的无毒害钎焊材料遥错峰用电袁采用新
型环保型清洗剂袁 改变以往银铜焊丝
在制造过程中用野酸冶的历史袁最大限
度减少污染物排放遥

王惠勤

江苏远方焊材分公司提档升级跑出加速度

本报讯 野室温可以保持在 25益
左右袁 我们心里暖暖的冶野在寒冷的冬
天袁我们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袁感
觉很幸福冶袁中煤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联
合中材节能国际公司和饶阳旭冬地热
公司实施的首个清洁能源供热项
目要要要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地热关停
热源替代项目经过多次调试后袁 于 10

月底开始供暖袁经过一个多月的运行袁
供暖效果受到当地居民好评袁 也获得
了当地政府的认可袁野不辞辛苦尧 昼夜
奋战袁体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尧使命感冶袁
饶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在表
扬信中这样写道遥

野我们既要做到保护生态环境袁又
要给饶阳县居民提供一个温暖舒适的

生活环境遥经过多次论证后袁我们最终
采用空气源热泵+污水源热泵技术袁并
以天然气锅炉为辅助手段袁 为饶阳县
大约 103万平方米面积提供冬季清洁
供暖服务袁 使 1万多家住户尧3万多名
居民受益遥冶 项目负责人陈东介绍说遥
该项目是中煤矿业深入贯彻落实国家
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部署袁

开拓清洁能源产业市场的有力举措遥
项目于 2020 年 10 月 8 日开工袁

首次面对建设清洁能源集中供热项目
的挑战袁饶阳项目部积极跑政府尧下现
场袁按照既定目标推进各项工作袁最终
实现了如期供暖袁并取得较好效果遥

项目建成后袁 每年可少燃烧标准
煤 1.1 万吨袁 可减排二氧化碳 3.2 万
吨袁与原有地热井供暖系统相比袁每年
可节约水资源 228.5万吨遥该项目将为
饶阳县打赢蓝天保卫战尧助力实现野双
碳冶目标作出积极贡献遥 姜 岩

中煤矿业参与实施河北饶阳清洁能源供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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