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9月 15日袁第一勘探局党委书记尧
局长冀涛走访慰问了一二九队患病退休
职工曾铁军袁叮嘱他保重身体袁并送去中
秋节祝福遥 陈素忍 李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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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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以来袁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水文队党
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袁认真贯彻落实局党委各项决策部署袁充分发挥党
建引领作用袁广泛探索野党建+冶模式袁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高质量发展袁为单位改革发展注入强大动能遥

野党建+中心工作冶袁助推综合实力大幅跃升
水文队党委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袁 紧紧

围绕安徽局党委野1248冶总体工作思路袁将党建工作融
入中心工作全过程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袁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遥 持续巩固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成果袁扎实开展野三查三问冶袁深
入推进野讲重作冶野讲严立冶野三个以案冶警示教育袁不
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袁 以主题教育和巡视巡察整改
为契机袁实现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遥 队党委核
心领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袁基层组织基础不断夯实袁
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更加坚定袁 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
建设不断加强袁风清气正尧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进一步巩固袁经济建设持续保持稳中有进尧稳中向好
的发展态势遥 野十三五冶期间袁水文队综合实力大幅跃
升袁实现经营收入 6.97亿元袁实现净收入 4039万元袁
利润率增长 1个百分点袁净资产达到 1.12亿元袁主要
经济指标增速全局第一遥

野党建+创新创效冶袁助推一流地勘队伍建设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袁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遥 水文队党委认真贯彻叶安徽省煤田地质局关
于建设煤田地质勘查行业一流队伍的实施意见曳袁成
立队科技创新工作领导小组袁以野劳模创新工作室冶
为核心袁通过成立的农业与城市地质中心尧灾害地质
中心尧水工环地质中心尧科技与招投标中心等野四个
中心冶袁不断开展各种技术创新袁充分激发单位创新
活力遥 与中科大合作的野皖北采煤塌陷区地质环境调
查及防治对策研究冶 被列入省公益性地质工作项目

库袁与安徽理工大学合作开展了科研项目野淮北矿区
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与开发利用研究冶遥 先后获得实
用新型专利 2项尧软件著作权 1项袁实施钻机动力源
野油改电冶尧 优化钻探施工工艺等一系列技术革新袁大
口径尧高精准定向尧下管固管等关键技术取得重大进
展袁为推进水文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尧打造行业一
流地勘队伍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遥

野党建+经营管理冶袁助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水文队党委充分发挥党委在把方向尧管大局尧促

落实方面的核心作用袁把党建工作写入叶水文队内部
控制管理手册曳袁 明确重大事项执行党委决策前置袁
对野三重一大冶事项由党委严格把关袁切实把党的领
导融入经营管理袁真正实现抓党建尧促经营尧防风险
的战略目标遥 支部书记全程参与实体公司决策管理袁
保障队党委各项决策落到实处尧取得实效遥 相继开展
了 野规范管理提升年冶野精益管理年冶野制度执行提升
年冶野管理执行年冶活动袁制定完善 76项规章制度遥 运
用管理学原理和方法搭建了目标尧制度尧会议尧问责
激励等野四大工作体系冶袁持续开展野创先争优冶野季度
之星冶评选活动袁持续提振干部职工精气神遥 科学规
范的运营管理使得水文队核心竞争力尧项目部建设尧
资质管理和市场开发工作得到明显加强袁野十三五冶
期间袁全队干部职工用实干成就了水文队从野跟跑冶
到野并跑冶野领跑冶的跨越式发展遥

野党建+人才培育冶袁助推核心竞争力稳步提升
人才资源是单位的第一资源遥 水文队党委牢固

树立野人才强队冶战略袁深入贯彻野党建+人才培育冶发
展理念袁切实抓好野五支人才冶队伍建设遥 强化思想政
治引领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袁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尧三
中尧四中和五中全会精神袁充分利用野学习强国冶App
等载体袁组织党员干部和职工积极学政治尧学理论尧

学文化尧学业务袁努力创优人才成长环境袁不断搭建人
才成长平台遥制定全员培训计划袁定期对科级干部尧中
青年优秀人才进行党的理论尧 业务知识及战略管理
等方面知识培训遥 量化职称聘任条件袁 突出科研创
新导向袁 鼓励干部职工在专利尧 论文等方面取得新
突破遥 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袁 精准科学选配各级
领导班子袁 大力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遥 通过突出
政治引领袁 建立健全业务培训尧 职称评聘尧 选拔任
用机制等举措袁 让干部职工创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尧
聪明才智充分发挥袁 为单位核心竞争力的稳步提升
注入强大动能遥

野党建+民生保障冶袁助推职工幸福感持续提升
水文队党委坚持以更高标准让全队职工共享高

质量发展成果袁健全激励机制袁稳步增加职工收入袁
确保职工人均收入与单位效率效益同步增长遥 2020
年袁事业编制职工人均年收入 12.02 万元袁较野十二
五冶末增长 42%遥加大帮扶保障力度袁贯彻落实安徽局
叶定点救助工作意见曳袁做好职工扶贫帮困工作袁保障
困难职工生活遥 持续实施安居工程袁积极推进第三期
集资建房尧老旧仓库改造等工作袁因地制宜袁搭建野两
室一中心冶渊档案室尧党员活动室尧离退休职工活动中
心冤遥 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袁开展野晓明
周末影院冶尧承办野健康中国 幸福安徽要要要陈小旺太
极拳安徽窑宿州公益活动冶等活动袁持续营造建设美
好地勘家园的浓厚氛围袁 获评安徽省劳动竞赛先进
集体袁荣获宿州市野文明单位冶野双拥优秀单位冶等称
号袁连续两年获评局野先进基层党委冶遥

奋进新征程袁 建功新时代遥 水文队将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 铭记初心使
命尧 认真履职尽责袁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
展袁 以优异成绩奋力开启 野十四五冶 新征程袁 努力
谱写水文队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袁 全力实现新阶段
野两大历史使命冶遥

本报讯 近日袁 江苏煤炭地质局召开党委
会袁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尧 河北承德考察尧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尧
中央深改委第二十一次会议尧 中央政治局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袁 听取有关专项巡察情况报
告袁 研究部署有关专项整治工作遥

会议指出袁领导班子成员要强化野开拓冶野合
规冶意识袁既要积极开拓市场尧抓好重大项目袁又
要做到依法合规尧有效管控风险遥要认真学习尧
严格执行上级制度和管控要求袁做到入脑入心遥

要正确理解担当内涵与要求袁 明白不存戒惧之
心的乱作为绝不是担当袁违反程序尧想走捷径的
乱作为绝不是担当袁 违反纪律制度的乱作为绝
不是担当遥

会议要求袁 要加强对干部教育管理的监
督袁 提高各级党员干部尧 特别是 野一把手冶 的
纪律规矩意识遥 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国有企业
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倡廉的最新要求袁 严格廉
洁自律袁 绝不允许以权谋私袁 要加大对违规挂
靠尧 靠企吃企等腐败问题的查处问责力度遥 要

履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袁 该向上级请示报
告的事项必须及时请示报告袁 不允许 野先斩后
奏冶袁 更不允许自作主张尧 瞒报虚报遥

会议强调袁 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袁 认
真贯彻中央和上级各项工作部署袁 高质量开展
好专项巡察和专项整治工作遥 重点做好巡视巡
察野后半篇文章冶袁按照巡视巡察反馈意见认真
抓好整改袁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袁确保整改成
效遥 要抓好专项整治工作袁 认真开展自查和梳
理排查袁 抓好问题线索查办袁 巩固整治成果遥

会议要求袁 要加强重大风险管控袁 按照上
级要求及时梳理完善管理制度袁 堵塞漏洞袁 防
范化解经营风险遥 要发挥监督合力袁 认真履行
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袁 加强职能监督袁 充分发挥
监督委员会尧 监督协调小组的作用遥 要加强混
合所有制企业合规管理指导袁 帮助修订完善制
度袁 既要管控到位袁 又要区别对待袁 确保混合
所有制企业按制度程序办事袁 实现健康可持续
发展遥

王 波

音9月 16日袁 水文地质局四队组织
发放中秋节福利时袁 针对老同志们年龄
大尧行动不便等实际情况袁进行了周密筹
划袁合理安排发放时间袁避免了人员拥挤袁
并将福利主动送到行动不便和孤寡老同
志家中袁获得老同志的交口称赞遥

梁瑞环

江苏局党委研究专项巡察与专项整治工作

本报讯 9月 10日袁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纪委副书记田选鹏一行到陕西省煤田物探测绘
有限公司袁围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建设尧岗位
廉政风险防控等工作开展调研交流遥

调研组参观了物测公司野德润三秦冶摄影书
画作品展袁 查阅了 叶廉政岗位廉政风险防控手
册曳叶物测清风文集曳叶陕煤物测廉政简报曳 等相
关材料袁并通过叶物测公司风雨 60年曳专题片了

解了公司的历史沿革及主营业务遥
在座谈交流中袁物测公司执行董事尧总经理

韩志雄对公司基本情况尧产业布局尧经营状况等
方面进行了介绍遥 物测公司纪委书记张鹏介绍
了公司岗位廉洁防控工作开展的基本情况袁说
明了岗位廉洁防控工作的重点袁以及编制叶廉政
岗位廉政风险防控手册曳 中遇到的问题与解决
的对策遥随后袁会议就开展岗位廉政风险排查整

治尧完善制度机制尧推动廉政风险排查成果运用
等方面进行了沟通和交流遥

田选鹏对物测公司廉政建设工作给予肯
定袁 并对下一阶段的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提出要
求院 一是强化认识袁以宣传发动为导向袁增强参
与岗位廉政防控排查工作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曰
二是深入推进廉政风险防控管理袁 制定防控措
施袁形成工作指南袁从源头上杜绝腐败行为的发

生曰三是强化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袁全面推进岗
位廉政风险排查防控体系建设袁 逐步建立长效
防控机制袁用好经验尧好做法推动廉政风险排查
成果的运用遥

物测公司党委书记张湖钢表示袁 公司将继
续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袁 切实加强
对权力运行的监督袁 积极运用好廉政风险防控
工作成果袁不断推动纪检工作规范化遥 张 岩

陕投集团纪委副书记田选鹏到陕煤地质物测公司调研

党建领航 融合赋能
要要要安徽局水文队党委野党建+冶助推高质量发展侧记

阴 张晓明 刘 晋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精细化科学化管理
水平尧抓好抓实制度落地袁日前袁江苏地质矿产
设计研究院举办了野送制度到基层冶专题宣贯活
动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袁以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为
抓手袁围绕职工群众需求袁将规章制度尧管理规
定宣贯到一线遥

活动中袁 江苏研究院人力资源部和科技发
展部负责人对该院职称申报条件尧 职工薪酬分
配方案尧科技创新管理办法渊暂行冤进行了讲解袁
对职工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袁通过答疑解惑袁
使职工对该院的规章制度和自身的权利义务更
加清楚明晰袁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尧解难题遥

副院长刘威指出袁 此次活动是加强制度化
建设尧推进依法治企尧让制度落地生根的建设发
展需要袁也是该院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实践活动
之一遥他要求袁全院职工要提高政治站位袁坚持
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
引导袁加强野四史冶学习袁把初心落在行动上袁主

动担当尧积极作为曰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尧带头
落实袁 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抓好工作落
实尧促进改革发展的强大执行力曰要珍惜学习机
会袁努力做到学有所思尧学有所悟尧学有所得袁不
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袁以制度建设为抓手袁凝
心聚力推动江苏研究院高质量发展遥 吴 俊

江苏研究院举办野送制度到基层冶专题宣贯活动

9月 15日袁航测遥感局携手西安市文艺路社区袁为城市文明引导员送
去了月饼尧酸梅粉尧饮料尧洗衣粉等慰问品遥文明引导员们对航测局的慰问
关怀表示感谢袁并表示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最好的精神面貌袁为十四运
会做好文明引导工作袁展示西安的良好形象遥 杜旭涛 摄影报道

青海局勘探分公司党员为企业发展建言献策
本报讯 野我认为当前要聚焦主业袁

加强与兄弟单位的沟通联系袁不断提升
整体工作水平遥冶野及时做好现有项目上
设备的维护和维修袁保证施工期间顺利
完成工作任务遥冶野不断增强职工队伍的
创造力尧凝聚力和战斗力袁持续加强交
流袁相互取长补短袁进一步提高工作实
效冶噎噎大家敞开心扉尧各抒己见袁现场
气氛热烈遥

为及时掌握职工思想动态袁加强职
工对单位转型升级尧 改革发展的认识袁
近日袁青海煤炭地质局勘探分公司党委
组织开展了野敞开心扉聚共识 出谋划策

促发展冶专题座谈交流会袁收到各类交
流意见建议近 30条遥

勘探分公司党委班子成员结合行
业趋势尧单位形势和工作实际袁从野危机
意识冶野开源节流冶野市场开拓冶等方面谈
感想袁从野自身能力建设冶和野人才队伍
建设冶方面谈想法袁从叶什么是单位曳一
文中野三个珍惜冶野三个忌讳冶和野团队的
整体荣誉感和责任心冶 方面谈认识遥会
上还要求把各项意见建议进行整理尧归
纳和汇总袁提供给各分管领导和相关部
门袁以便其拿出相应具体措施袁进行有
效的整改落实遥 陈 军

音9月 17日袁 中煤江南广东中煤地
质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刘特辉
带领技术质量部尧安全生产部人员袁走访
慰问了清远市清新区二禾村尧 婆朗村尧李
屋村的 12户困难家庭袁 为他们送去中秋
节祝福遥 邓丽玫

音9月 16日袁 江苏金石稀土有限公
司组织开展中秋节前慰问遥 慰问组一行
为困难党员尧 职工家庭送去月饼等慰问
品袁并与困难职工亲切交谈袁鼓励他们坚
定信心袁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遥

李智伟

音9月 18日袁 水文地质局二队党委
组织劳人科尧政工科尧办公室相关人员袁
赴邢台矿区域探查治理项目施工现场袁
为钻机职工送上水果尧肉尧月饼等慰问品
和慰问金袁并同一线职工一起包饺子袁让
坚守在施工一线的职工感受到组织的关
怀与温暖遥 王永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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