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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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8月 21日袁水文地质局党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举行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
精神贯彻落实情况野回头看冶专题学习会议袁再
次对标国企党建的方向和要求袁以野回头看冶的
自觉袁凝聚野向前走冶的力量袁推动全局党的建设
在继承中发展袁在创新中提升遥党委书记尧董事
长尧局长蒋向明主持会议袁并代表局党委汇报了
野回头看冶工作的开展情况遥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党史学习教育第三指导组组长高俊良及有关同
志到会指导遥

蒋向明指出袁 水文局党委高度重视 野回头
看冶工作袁坚决贯彻落实国资委党委尧总局党委
部署要求袁第一时间传达学习袁第一时间安排部
署袁第一时间贯彻落实袁研究制定方案袁精心组

织实施袁从讲政治的高度抓紧抓实野回头看冶各
项工作袁谋划早尧行动快尧部署实尧督导严袁做到
了经验成效尧短板弱项一起查袁特色亮点尧突出
问题一块儿找袁形成了上下联动野一盘棋冶袁确保
野回头看冶方向不偏尧内容不虚袁扎实推动野回头
看冶工作全面开展遥

蒋向明回顾了五年来水文局党委贯彻落实
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主要情
况遥他指出袁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召
开以来袁水文局党委聚焦强野根冶固野魂冶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
坚持在实践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
企业改革发展党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袁 始终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遥 但同时也清醒

地认识到水文局仍存在差距与短板遥他表示袁水
文局党委将以本次野回头看冶为契机袁进一步认
真落实国资委党委尧总局党委野回头看冶工作部
署要求袁进行更加全面尧系统尧深入的对标检视袁
逐项研究袁明确时间节点袁有目标尧有计划尧有条
理地推动工作开展遥坚持问题导向袁突出问题整
改实效袁 重点细化和完善问题及整改措施台账
清单袁 强化责任落实袁 明确责任主体和整改时
限袁开展针对性督导检查工作遥扎实开展中央企
业野党建创新拓展年冶专项行动袁认真落实总局
党委野党建工作引领创新发展年冶部署要求袁 着
力推动党的建设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袁 以改革
优化完善产业布局袁 以创新激发企业发展活
力袁 以党建创新引领企业开拓创新袁 以改革发

展成绩检验落实党建工作成效袁 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高质量发展遥

高俊良表示袁 水文局党委对全国国有企业
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野回头看冶
工作高度重视袁政治站位高袁理解认识深遥强化
组织领导袁压实工作责任袁安排部署周密迅速袁
工作措施细化具体袁有力推动了野回头看冶工作
的上下联动袁取得了阶段性成效遥专题学习内容
丰富尧主题突出袁工作总结客观尧推动有序袁班子
成员思想觉悟高尧担当精神强袁中心组学习起到
了锤炼思想尧提升能力尧推动工作的作用遥他还
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两点要求院 一是继续深入查
摆问题袁切实抓好整改工作曰二是深入总结再出
发袁推动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遥 李新宏

水文局党委以野回头看冶的自觉凝聚野向前走冶的力量

本报讯 野成绩多袁 问题少袁 需重新撰写
个人发言提纲冶 野批评说优点不提缺点袁 不过
关冶 野会后要进一步梳理问题列出清单袁 销号
整改冶袁 湖北煤炭地质局 3个督导组在开展专
题组织生活会督导时指出遥 截至 8月 31日袁 该
局 27个党支部如期完成专题组织生活会袁 督
导组通过把好会前尧 会中尧 会后三个环节袁 促
进会议开出实效遥

野清单式冶督导袁做野细冶会前审核遥抓好会前
筹备袁统一党员思想行动遥各党支部按照叶关于
认真开好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的通
知曳要求袁认真做好会前学习尧征求意见尧查摆问

题尧谈心谈话尧制定专题组织生活会方案尧撰写
对照检查材料等工作遥 局党委将党史学习教育
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展情况列入党史学习教育督
导重点袁规范程序促严谨袁确保把握原则与方向
不偏倚遥

野全程式冶 参与袁 做 野准冶 会中点评遥 抓
严会中检视剖析袁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遥 全局各
党支部紧扣 野学党史尧 悟思想尧 办实事尧 开新
局冶 主题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袁
对照党史学习教育目标要求袁 全体党员立足岗
位尧深刻检视尧认真剖析袁查摆自身在党员理想
信念尧历史自觉尧党性锤炼尧弘扬优良传统尧联系

服务群众尧 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等方面的差距和
不足遥 全局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均以普通党员
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
活会袁 与所在支部党员一起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野七一冶重要讲话精神袁畅谈学习感悟袁带头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袁 带动其他党员积极发表
意见遥其他党员逐一发言袁注重查摆问题袁不讲
空话套话袁批评见人见事见思想遥督导组全程参
与各单位主要领导所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袁
查人员尧盯程序尧看质量尧作点评袁确保各党支部
党员自我批评不脱离主线袁互相批评广开言路袁
达到预期目的遥

野跟进式冶督促袁做野实冶会后整改遥抓实会后
问题整改袁不断自我完善革新遥各党支部抓好会
后整改落实工作袁 针对专题组织生活会上查摆
的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尧分析研究袁并制定切实可
行的整改方案袁党员作出整改承诺遥局党委强化
管理监督袁 将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整
改措施落实情况纳入各督导组下一阶段重点工
作袁 对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
全方位督导袁确保整改到位遥各党支部书记作为
党支部委员会整改第一责任人袁 要专题报告整
改落实情况袁确保整改见实效遥

任慧芳

湖北局党委督导抓好野三个环节冶 开好组织生活会

本报讯 近日袁陕西省煤田地
质集团有限公司召开叶陕西省煤
田地质局渊集团公司冤志曳终审会
议遥本次终审会由省煤炭志编纂
委员会组织袁 中国工程院院士尧
陕西省煤炭学会理事长王双明
出席会议袁原陕西省煤炭生产监
督管理局副局长尧叶陕西煤炭工
业志曳总纂尧陕西省煤炭学会常
务副理事长张志民主持会议袁陕
煤地质集团党委书记尧 执行董
事尧编纂委员会主任谢辉出席会
议并讲话遥

集团总工程师尧编纂委员会
副主任段中会代表编纂委员会袁
从志书编纂工作始末尧志书编写
情况说明尧志书主要内容尧取得
的主要成果尧存在的问题及下一
步工作计划等方面袁向与会人员
作了简要汇报遥

王双明院士指出袁 陕煤地质
集团有着辉煌的历史袁 为陕西
省煤炭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袁
本轮志书修编袁 不仅是对过去
的记载袁 更为陕煤地质集团今
后的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袁 起
到了存史资治的作用遥

张志民对志书终审稿给予
了较高评价袁 并提出了修改建
议袁确保志书高质量出版遥其他
专家围绕篇目尧资料尧体例尧行文
等各抒己见袁进行了全面尧深入尧
细致的点评袁并提出许多宝贵的
意见建议遥与会专家认为评审稿
观点正确尧体例完备尧篇目合理尧
内容全面尧资料翔实尧文字流畅袁
是一部基础较好的志稿袁一致同
意通过终审遥

谢辉代表志书编纂委员会
对出席会议的各位专家及全体
参编人员表示感谢遥 他强调袁编
纂人员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做好志书的编纂工作袁再现野陕
煤地质冶随国家命运脉搏的起伏
而跳动尧 与社会前进的脚步同行的极不平凡的
发展足迹遥 他要求各单位尧 各部门切实负起责
任袁对涉及本单位尧本部门的相关内容袁各级领
导一定要亲自审核尧仔细把关袁确保最终志书的
准确性和真实性遥要竭尽全力做好编纂工作袁争
取早日完成编纂任务遥

谢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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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5日袁安徽省煤田地质局水文队工会尧
总工办联合组织开展了野职工子女地质知识科普
活动冶遥副队长尧总工程师尧工会主席查显东向孩
子们科普了水文地质知识遥随后袁在讲解员的带
领下袁孩子们又了解了地球的结构与物质组成等
地质知识袁并通过触摸岩石标本袁体验了地质美
学遥此次活动袁不仅增加了职工子女对地质行业
的了解袁还激发了孩子们探索自然的好奇心和求
知欲遥 林 艳 赵梅梅 桑永伟 摄影报道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袁 山东省煤

田地质局二队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 野七一冶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尧 当前理论武装的重中之重尧 党
史学习教育的核心内容袁 通过 野党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要基层党支部要
青年理论学习小组要党员个人冶 的
学习机制袁 在全队掀起了学习热
潮遥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以上率下

野领学冶遥 二队将习近平总书记 野七
一冶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党委会第一
议题和理论学习中心组必学议题袁
班子成员带头交流学习心得袁 结合
工作实际谈认识尧谈体会尧谈打算遥

基层党支部结合职能 野深学冶遥
二队发挥党支部直接教育尧引导尧服

务党员的功能袁通过野三会一课冶尧主
题党日尧支部集体学习等方式袁结合
工作实际袁因地制宜尧定期组织开展
集体学习曰对于野外一线项目袁利用
野灯塔-党建在线冶野学习强国冶等平
台及时开展学习遥

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互动交流

野促学冶遥 二队成立了青年理论学习
小组袁 通过专题报告与个人研读相
结合尧重点发言与集体讨论相结合尧
文本学习与影像视听相结合等方
式袁全方位尧多层次学习研讨习近平
总书记野七一冶重要讲话精神遥

党员个人积极主动 野自学冶遥二
队不断增强党员干部学习的自觉性
和主动性袁 激发每一名党员的学习
动力袁通过学习必读书籍袁推动习近
平总书记野七一冶重要讲话精神入脑
入心遥

宋宗超

山东局二队

9月 2日袁 福建省煤田地质局
党委书记林杰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野七一冶重要讲话精神袁为福建省一
九七地质大队干部职工讲授了党史
学习教育专题党课遥
林杰从一个庄严宣告尧 一个主

题尧32字伟大精神尧九个必须尧三个
不变尧三个绝不尧三个不负尧一个号
召等八个方面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

野七一冶重要讲话精神的内涵遥
在谈到如何结合习近平总书记

野七一冶重要讲话精神开展好下一步
工作时袁林杰指出袁一要提高政治站
位袁掀起学习热潮袁将学习野七一冶重
要讲话精神作为长期学习任务袁要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重要讲话精神
上来袁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判断力尧

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遥 要将学
习野七一冶重要讲话精神同习近平来
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尧省委野三再冶
活动尧向孙丽美同志学习结合起来袁
统筹学习袁形成上下合力遥二要结合
实际推动工作开展袁 要把习近平总
书记野七一冶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到加
强党的各项工作建设中袁 特别要围
绕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
精神及总书记对自然资源工作和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袁 聚焦
生态修复保护尧传统地勘主业尧防灾
减灾治理等重点领域遥 三要加强组
织领导袁 落深落细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野七一冶重要讲话精神遥各级领导
要带头学袁 党组织书记在学习中要
担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袁 以上
率下袁 将学习贯彻讲话精神转化为
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遥 孙轶群

福建省一九七大队

音8月 25日袁陕西省一九
四煤田地质有限公司举行了
金秋助学金发放仪式袁副总经
理尧工会主席殷增辉代表公司
向即将步入大学的职工子女
表示祝贺袁 并发放助学金遥
2021年考入大学的 12名职工
子女是此次野金秋助学冶活动
的普惠助学对象袁根据其家庭
的经济状况袁 分别给予每人
1000元或 1500元助学金遥此
次活动共发放助学金 13000
元遥此外袁公司还将其中 2个
经济较困难的职工家庭上报
陕煤地质工会袁 将他们作为
野普惠性助学冶 对象给予再次
帮扶遥 程 瑜

音日前袁 宁夏煤炭地质局开展了公
共机构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遥
活动期间袁 该局组织干部职工线上观看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举办的全国公共机
构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尧 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公共机构节水论坛尧 直播节能节约
云党课和宁夏石嘴山市联合广东省佛山
市举办的 野公共机构节能低碳高质量发
展冶线上交流论坛会袁参加绿色低碳有奖
问答袁并结合节约型机关尧精神文明等创
建工作袁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袁组
织开展 野五个一冶 能源资源紧缺体验活
动袁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遥此次活动
号召广大干部职工在节能减排中积极行
动起来袁进一步强化节能低碳意识袁推动
形成 野节能减排尧 人人参与冶 的良好氛
围遥 穆静思

音今年 8月 23日至 29日是第 31
个全国节能宣传周袁主题为野节能降碳尧
绿色发展冶遥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三队围
绕主题袁相继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节能宣传活动遥一是以各基层党支
部为单位袁充分利用网络云平台袁组织
干部职工线上收看全国公共机构节能
宣传周启动仪式尧绿色低碳主题系列公
益宣传片尧云党课尧云课堂等袁广泛宣传
节能降碳和绿色发展理念遥二是发挥自
身专业优势袁在项目施工中大力推行绿
色勘查示范项目建设袁深入矿方指导绿
色矿山建设遥活动后袁大家表示袁要改变
旧习惯袁从我做起尧从现在做起尧从小事
做起袁 争做节能减排的实践者和倡导
者袁开启绿色新生活袁追求绿色新时尚遥

任红阳

音9月 1日袁第一勘
探局一二九队开展了以

野节能降碳尧 绿色发展冶
野低碳生活尧绿建未来冶为
主题的全国节能宣传周
和全国低碳日宣传活动遥
活动中袁职工通过观看学
习 野节能减碳尧 央企行
动冶尧2021 年国资委节能
低碳主题讲座等视频袁树
立绿色尧 低碳的发展理
念袁 增强能源忧患意识尧
节约意识尧环保意识和责
任意识遥 职工们积极响
应袁表示要成为节能降碳
的参与者和贡献者遥

刘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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