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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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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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磁钻铤
Non-magnetic Drill collar

钻铤
Drill collars

方钻杆
Square Kellys整体加重钻杆

Integral heavy weight drill pi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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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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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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三华卧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像往常一样袁 我早早来到办公
室 袁 先打开电脑浏览一下新闻 遥
野2021年起袁 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生
活院 民法典正式实施袁 我国全面禁止
进口固体废物袁 抗癌药尧 特殊患者所
需食品等零关税袁 累计收入不超 6万
元月份暂不预扣个税袁 新能源汽车免
征车辆购置税噎噎冶 每一项新规都是
一份喜报浴 近年来与民生息息相关的
新规越来越多袁 人民的权益也得到了
更好保障袁在党的领导下袁人民的生活
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遥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我袁 见证了改
革开放以来繁荣富强的发展历程遥社
会主义新时代建设日新月异袁 我深刻
感受到自己的工作生活每天都有新变
化袁社会进步了袁祖国富强了浴

我刚来省城的时候袁 微信和支付
宝已被普遍使用袁日常购物尧乘车已悄
然过渡到了网络支付遥 我用现金支付

时袁发现许多商家为了方便尧快捷袁都
在使用微信或支付宝扫码收款袁 这时
我才意识到自己落后了遥

如今袁手机上 App的种类越来越
多袁支付尧出行尧运动健康尧购物尧学习
等包罗万象袁点划之间袁科技使生活越
来越便捷遥 有一次袁 我独自去北京出
差袁手机突然出故障了袁晕头转向的我
感到自己就是一个野瞎蜘蛛冶袁这瞬间
让我体会到没有 野网冶 简直是寸步难
行遥如今袁网络已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
我们的生活袁万物互联袁中国成了野领
跑者冶袁也必将为世界创造出全新的产
业与模式遥

因为工作性质袁我经常出差袁每次
去往边远省份袁连续几天都在路上袁坐
车久了便感到腰酸腿疼遥 经过几年的
建设袁现在祖国东西南北高铁飞架袁天
堑变通途遥现在去北京办业务袁往返千
里有余袁还不耽误晚上回家吃饭遥同事

们都说世界变小了袁 而我却深刻感到
是祖国的发展变快了袁 而且是几何式
的递增袁跑得快了袁效率高了袁效益翻
番了浴

现在袁 国家社会保障政策越来越
好袁 全国建立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
保障体系遥 野互联网+医保+医疗+医
药冶 的服务模式消除了人民群众的后
顾之忧遥 个人医保账户直接扣减支
付袁 国家负担了大部分医疗费袁 简化
了医疗流程袁 轻松方便遥 打开山东社
保或爱城市网 App袁 医疗尧 社保尧 养
老等一览无余袁 许多业务在网上就可
以办理袁 足不出户就能感受到国家的
温暖浴

发展较快的城镇也没有忘记落后
的乡村袁 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共同致
富遥 在党的领导下袁 全国有 20 万驻
村第一书记帮扶脱贫袁 山东省煤田地
质局物测队也连续几年派驻第一书记

对口扶贫袁 还经常收到脱贫乡亲寄来
的感谢信遥现在袁全国 832个贫困县已
全部脱贫袁共同迈进小康社会遥

祖国的强大来之不易袁 中国人民
在抵御外敌和新中国建设中付出了巨
大牺牲遥 2020 年是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 70周年袁 关于抗美援朝的纪录片
我看了三遍袁 壮烈的战斗场景每次都
让人泪目遥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袁 伟
大的中国人民顽强抗敌袁 为新中国赢
得了几十年和平发展的机会袁 向世界
证明了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一切敌
人都是纸老虎袁 中华民族有能力尧 有
资格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浴

刚刚过去的庚子年袁 疫情肆虐袁
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袁 同心协力袁
白衣天使冲锋陷阵袁 在最短的时间内
遏制了新冠肺炎疫情遥 这不仅彰显了
中华儿女一心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袁还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尧中国

力量尧中国担当袁人民的自豪感尧幸福
感空前提升遥每当叶歌唱祖国曳的音乐
响起袁我就感到热血沸腾袁为自己是中
国人而感到自豪浴

记得小时候在农村老家袁 每年春
天母亲都要在自家的地头和沟边种下
一些芝麻袁 它的生长也不需要特别照
料遥 到了开花的时候袁 花朵自下而上
陆续开满枝头袁 洁白无瑕遥 母亲说院
野芝麻开花节节高浴 以后袁 你们会越
来越好的浴冶

秋后的果实恰似一个个绿色的宝
石镶嵌在笔直的枝干上袁 随风摇曳遥
农闲的时候袁 母亲用收获的芝麻给我
们做芝麻饼尧 芝麻酱尧 芝麻元宵袁 给
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一缕香甜遥

今年是辛丑牛年袁俗话说院牛马年
好种田浴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党的
坚强领导下继续奋发图强袁 我们的生
活也要像这芝麻开花一样步步登高浴

殷 方逵成 渊山东局物测队冤

芝 麻 开 花

生于天地间袁 我们总是在叩问自己袁 生命的
意义是什么钥 是 野取诸怀抱袁 悟言一室之内冶袁
还是 野因寄所托袁 放浪形骸之外冶钥 是 野红泥小
火炉袁 绿蚁新醅酒冶 的惬意袁 还是 野莫听穿林打
叶声袁 何妨吟啸且徐行冶 的豁达钥 是 野大江东
去袁 浪淘尽袁 千古风流人物冶 的豪迈袁 还是 野天
生我材必有用袁千金散尽还复来冶的自信钥是野先天
下之忧而忧袁后天下之乐而乐冶的大爱情怀袁还是
野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袁使我不得开心颜冶的骨气钥
是仰望星空袁还是脚踏实地钥 在我看来袁人生的意
义在于奋斗袁既要仰望星空袁又要脚踏实地袁心怀
梦想袁不断前行遥

此时此刻袁在风雪严寒中袁就有这么一群人袁
他们脚穿土黄色工鞋袁身着大红色工作服袁踏着皑
皑白雪袁迎着刺骨寒风袁战天斗地袁为祖国的地勘
事业奉献着自己的一点点光和热遥 他们就是一群
仰望星空尧脚踏实地的地勘人遥

他们仰观宇宙袁 俯察品类袁 或行走于苍山之
巅袁或深入峡谷腹地袁或穿越在茫茫戈壁袁或航行
于浩瀚大海之中遥很多时候袁工区的地理环境很恶
劣袁需要靠他们自己去努力克服遥但他们不在乎袁
依然用测量仪器勾勒着天地蓝图袁 用勘探仪器寻
找着世间矿藏袁用一颗炽热的心去诠释和践行野三
光荣冶野四特别冶的地勘精神遥

狂暴的风从耳边吹过袁 扬起的沙土从身上掠
过袁他们依然坚定地前行袁仿佛外界的一切都与他
们无关遥他们深知自己的使命袁 既然选择了远方袁
就要不顾一切袁 风雨兼程遥

殷

刘
毅
奏陕
煤
地
质
物
测
公
司
揍

奋
进
中
的
地
勘
人

光
热
源

渊第 943期冤
叶闹曳

谢娇娇 摄

渊一勘局事务中心冤

憨厚壮实担使命袁
拓荒耕作获收成遥
日食百草充饥腹袁
夜宿窝棚伴月星遥
骏马鞭扬方奔跑袁
乌犍蹄奋不吭声遥
九州辛丑潮头立袁
牛气冲天举世惊遥

殷 何 攀 渊重庆一三六队冤

七律窑咏牛

岁末年初
站在历史新的起点上
我们回顾野十三五冶
转变思想观念
一勘局有了敢拼敢闯敢干的魄力
重视科技创新
一勘局有了体系人才资本的动力
布局多维产业
一勘局有了领域规模格局的活力
坚持党建引领
一勘局有了思想机制责任的抓力
从老牌地质铁军到新型国家地勘野战军
一勘局在改革创新的大潮中成长
我们展望未来
纵然世界局势风云激荡
尽管外部环境严峻复杂
但我们有开拓创新的精神
我们有风雨无阻的闯劲
过去
有多少蓝图成为今天的现实
未来
就有多少愿景成为今天的征途
一勘局
我的局
愿您像苍穹里的雄鹰
放飞梦想 展翅翱翔

殷 王兆琦 渊一勘局一一九队冤

放飞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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