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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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袁 中煤地第二
勘探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
讲话精神袁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尧 国资委党
委尧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党委党史学习教育各
项部署袁聚焦野四个突出尧四个围绕冶袁深入开
展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实践活动袁既把为国为
民尧服务群众尧造福社会作为产业发展尧技术
创新的出发点进行布局探索袁 又聚焦身边职
工群众的现实需求袁 将解决职工生活中的操
心事尧烦心事尧揪心事作为落脚点袁增强职工
群众生活的幸福感袁以实际行动践行着野以人
民为中心冶的思想遥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技术创新
为国利民

二勘局集团公司党委积极贯彻新发展理
念袁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袁 在推动
野碳达峰尧 碳中和冶 目标中主动作为袁 在绿
色地勘装备研发和大气治理技术方面取得重
要突破遥

深耕绿色地勘装备研发遥在立足野美丽中
国冶 建设的声频振动环保钻机项目相继获得
国家专项立项尧入选野中央企业科技创新成果
推荐目录冶后袁二勘局集团公司继续高标准尧
高质量推进系列钻机后续研发工作袁 抽调精
锐力量组建党员突击队袁 集团副总经理带队
全程参加钻机试验工作遥 党员突击队克服艰
苦条件袁 带领技术人员连续奋战 10余天袁顺
利完成野外场地试验袁进尺达到设计指标袁通
过总局的阶段性验收遥2021年 7月袁 二勘局
集团公司野域型 50米声频环保钻机冶获评全
国煤炭地质行业野十三五冶优秀地质成果袁钻
机研发成果在行业内获得充分肯定遥

烟气治理技术打响蓝天保卫战遥 二勘局
集团公司积极投身总局 野三个地球冶 建设袁
整合民营资本和技术袁 成立混合所有制企
业要要要中煤玮坤节能环保科技公司遥 中煤玮
坤公司研发的新型清洁脱硫烟气治理技术开
创了技术新思路袁 实现了二氧化硫近零排
放袁 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遥 该公司新天铁项
目试运行成功袁 引起邯郸市政府和业界的广
泛关注袁 并得到国家发改委相关专家的推
荐遥 目前袁 公司已与苏尧 辽尧 鲁尧 豫尧 晋尧
粤尧 闽等地多家钢铁企业达成合作意向袁 技
术应用前景良好遥 高炉煤气精脱硫尧 高炉水
冲渣冷凝除尘协同消雾尧 烟气余热回收利用
等技术的研发投用袁 对进一步改善区域环
境袁 推进钢铁行业 野碳达峰尧 碳中和冶 具有
重要意义袁 为钢铁工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带来
了福音遥

履行央企责任 助力创城和乡村振兴

二勘局集团公司党委立足所在地区和自
身实际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袁把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作为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袁 在完成
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对口扶贫任务后袁
积极做好帮扶共建后续工作袁 投身乡村振兴
事业遥2021年以来袁 集团公司组织采购张家
川县特色农产品 23万余元袁为当地产业发展
提供助力遥

注重企地共建袁 持续助力河北省涿州市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遥 二勘局集团公司党委成
立了创城工作领导小组袁由工会尧团委牵头袁
所属各单位参与袁按照涿州市部署袁与所在辖
区密切沟通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袁为改善涿州
市容市貌尧 助力涿州市当选文明城市作出了
贡献袁并得到涿州市政府的肯定遥

所属企业积极承担区域经济发展和城乡
建设责任袁 深入推进企地共建袁 展现央企良
好形象遥 2021 年 7 月袁 常州物流公司发挥
货运平台的优势袁 积极参加河南抗洪救灾袁
组织力量筹集救灾物资 3500余件袁 第一时
间发往河南受灾地区袁 助力防汛抢险及灾后
重建遥 印务公司利用自身业务优势袁 发挥党
建引领职能袁 与北京市房山区江村消防站共
建读书角袁 为消防站捐赠文献书籍百余本袁
助力其党史学习教育的开展袁 丰富了消防员
的业余文化生活遥

围绕职工诉求 为职工群众排忧解难

二勘局集团公司党委深入基层一线了解
职工诉求袁梳理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事项 91
项袁 形成集团层面两批重点民生项目 13项遥
目前多个项目已完成袁并获得良好效果遥

福慧嘉苑小事不小袁 桩桩件件解民忧遥
北京福慧嘉苑小区是总局的职工住宅小区袁
小区物业由二勘局集团公司华谊物业负责管
理遥 近年来袁 这个已建成 20年的老小区陆
续出现一些影响居民生活的问题遥 如北京实
施垃圾分类后袁 垃圾桶的摆放位置成为业主
间争论不休的问题袁 甚至影响了邻里关系遥
自 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 实践活动开展以来袁
按照二勘局集团公司党委的要求袁 华谊物业
成立了专项工作组袁 通过广泛调研走访袁 最
终以建造垃圾房安放垃圾桶的方式袁 彻底解
决了垃圾桶味道大尧 不美观尧 清运难等问
题袁 获得业主的好评遥 这一举措还被社区作
为标杆向周边小区推广遥 此外袁 华谊物业还
规范了电动车管理袁 为电梯安装了电动车阻
拦系统袁 统一安装了充电桩袁 保障了小区的
居住安全曰 夏季袁 物业人员冒酷暑尧 忍恶

臭袁 解决了小区地下车库长期渗水的问题曰
在正门通道加装了高空坠物防护网袁 保障了
业主的通行安全遥 在二勘局集团公司党委的
关注下和华谊物业工作人员的努力下袁 老小
区不断焕发出新活力遥

增设人行横道袁 保障群众通勤安全遥 涿
州市范阳西路改造后袁 两个路口没有人行横
道标识袁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遥 为了保障职
工群众的交通安全袁 二勘局集团公司党委积
极与涿州市地方相关主管部门联系袁 在两个
路口增加了人行横道和 野礼让行人冶 标识袁
为职工和附近小区住户提供了安全保障遥

所属企业关爱职工袁解决急难愁盼问题遥
一七三队开设了食堂袁 解决了单身职工和家
在外地职工的用餐问题曰 多方协调地方职能
部门袁与当地学校签署租赁办学合作协议袁解
决了职工子女就学难的问题遥 印务公司改善
了职工工作生活环境袁 升级改造了卫生间曰
野党员突击队冶冲锋在一线袁缓解了车间一线
职工的生产压力遥 华谊亨达汽车公司通过统
筹规划尧合理布局各个区域袁解决了职工自行
车停放尧 电动自行车充电尧 私家车停车等问
题遥 华谊楼饭店将闲置房间建成儿童学习园
地袁由党员担任轮值野班主任冶袁为放学后无人
看护的职工子女提供学习场所遥 一件件暖心
事尧贴心事袁让职工群众感受到了温暖袁获得
了实实在在的幸福遥

二勘局集团公司将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
机袁推动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形成长效机制袁让
全体职工尧 广大人民群众和全社会共享企业
发展成果遥

二勘局集团公司院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
阴 杨 靖 赵 越

本报讯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国煤炭
地质总局 叶关于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的指
导意见曳和江苏地质矿产设计研究院叶积
极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的实施方案曳
有关要求袁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尧深化合
作袁积极履行央企社会责任袁融入地方经
济发展袁 助力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乡村振兴袁2021年 12 月 13日至 14日袁
江苏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王琦袁
党委委员尧 总工程师王彦君一行赴张家
川县进行交流学习袁 并与张家川县委书
记张思佳袁县委副书记尧县长马创成等进
行了座谈交流遥

座谈中袁王琦尧王彦君介绍了江苏研
究院产业结构尧资质建设尧科技创新尧人
才队伍建设等情况袁 重点对该院在综合
检测尧农业地质尧生态环境等领域取得的
成果进行了阐述袁同县农业农村局尧生态
环境局就耕地土壤质量提升与化肥减施
增效尧土壤固碳减排尧林业碳汇调查尧碳
排放核算尧测试人员技术培训尧生态环境
智能监控检测系统尧 科研项目联合申报
等有关情况进行了探讨交流袁 并达成合
作共识遥双方表示袁将发挥各自优势袁加
强沟通对接袁深化帮扶成果袁共同推动乡
村振兴遥 江苏研究院还受县生态环境局
邀请袁作了野林业碳汇助力张家川县乡村
振兴冶主题报告袁为该县开发林业碳汇工
作提供了技术支撑遥

总局挂职张家川县委常委尧 副县长
朱华山袁 派驻张家川镇瓦泉村第一书记
郝志辉袁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兴奎袁县生
态环境局局长马志伟袁 江苏研究院双碳
科技创新中心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加了
座谈交流遥 曹 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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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叶关于鼓励各直
属单位加强干部交流的指导意见曳袁 加强对优秀年轻干部的
历练培养袁深化与属地行业主管部门的合作交流袁中化地质
矿山总局新疆地质勘查院选派干部宋洋尧宋子浩赴阿克苏地
区自然资源局挂职交流遥新疆院党支部书记尧副院长渊主持工
作冤郭一鸣与阿克苏地区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尧副局长杨勇袁
党组成员尧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赵峰座谈袁并就地质灾害与
生态修复领域业务合作进行了交流遥

郭一鸣对阿克苏地区自然资源局长期以来给予新疆院
的支持表示感谢袁 介绍了选派挂职干部的基本情况袁 以及
新疆院承担的新疆塔里木河重要源流区 渊阿克苏河流域冤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监理项目尧 阿克苏
地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点一体化建设工程监理项目的开展
情况遥 郭一鸣表示袁 新疆院将全力以赴支持阿克苏地区自
然资源业务开展袁 希望能与地区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达
成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遥

杨勇代表阿克苏地区自然资源局党组对挂职干部的到
来表示欢迎袁并对新疆院一如既往地支持当地自然资源工作
表示感谢袁 他充分肯定了新疆院在阿克苏实施的地质灾害尧
生态修复监理项目质量袁希望双方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继续
开展合作遥

与会双方还就 2022年即将开展的地质灾害防治类项目
及新疆塔里木河重要源流区渊阿克苏河流域冤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监理项目进行了交流遥

据悉袁宋洋挂职库车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袁宋子浩挂职
阿克苏地区自然资源局生态修复科副科长遥 张皓月

中化局新疆院

选派干部赴阿克苏地区挂职交流

1月 6日袁陕西省一三一煤田地质有限公司总经理柴宏有尧党委书记俱养社到韩城市金城街道办袁向奋
战在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表示诚挚的慰问袁并捐赠了 3000个医用口罩和 30件棉大衣遥金城街道办党工委
书记王婧袁副书记尧办事处主任郭岁威接受捐赠袁并表示感谢遥 苗 丹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袁按照申建中国地
质博物馆分馆要求袁全国首家探矿主
题博物馆要要要山东探矿博物馆成为
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地学专委
会会员遥
山东探矿博物馆以野传播探矿知

识尧讲好地球故事冶为理念袁主要承担
地质科普公益服务袁开展地质科学传
播尧地质技术交流尧地质文化宣教等
业务遥博物馆自 2017年 12月 5日开
馆试运行以来袁共接待 510批人员遥

凭借良好的口碑和社会影响力袁
山东探矿博物馆先后获批山东省科
普教育基地和中国地质学会首批科
普研学基地曰山东省煤田地质局总工
程师尧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究

院院长王怀洪获自然资源部首席科
学传播专家称号袁1名讲解员先后荣
获自然资源部首届科普讲解大赛二
等奖尧全国科普讲解大赛二等奖和山
东省第七届科普奖先进个人等荣誉曰
组织的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连续三
年被省科协评为野优秀活动冶遥

山东探矿博物馆将以加入中国
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为契机袁积极参
加学会各项活动袁强力推进中国地质
博物馆分馆建设袁 全力践行山东局
野地质科普冶公益职能袁加快叶地质一
万个为什么渊概论册冤曳出版进度袁积
极构建山东煤田地质文化传播矩阵袁
助力山东局争创全国文明单位遥

万大庆

山东探矿博物馆

加入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

本报讯 前不久袁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委员尧 工会主
席汪四花一行袁 为浙江煤炭地质局
杭州华辰国际饭店送去了感谢信和
鲜花袁 感谢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中对浙大二院的支持和服务遥

2021年 12月以来袁浙江多地发
生新冠肺炎疫情袁 绍兴上虞本土疫
情形势严峻袁 在浙大二院派出医护
人员紧急支援的同时袁 医院附近的
杭州华辰国际饭店也接到支援请
求遥为避免交叉感染袁医院希望饭店
为驰援上虞后回杭州的 207名野白衣
战士冶 提供集中食宿后勤保障服务遥
杭州华辰旅业党委第一时间将情况
报告浙江局渊中煤浙江冤党委袁党委书
记尧局长田招龙立即作出指示袁要求

饭店全力做好接待服务袁 承担起央
企责任遥

野作为央企袁 服务好医护人员我
们责无旁贷浴冶不到 1个小时袁接待团
队迅速集结完毕遥 大家团结协作尧合
理分工袁 用最快的时间检查电路和
热水系统袁做好区域消毒尧棉织品更
换等工作遥按照防疫要求袁不能使用
中央空调集中供暖袁 饭店就贴心地
给每个房间多配备了一床棉被遥一
系列野量身定制冶袁只为给医护人员打
造一个舒适干净的临时家园遥

为减少人员流动袁华辰国际饭店
认真落实疫情防控要求袁 每天仅留
下必要的人员进行 24 小时轮流值
守袁日夜提供全方位服务袁为野白衣战
士冶撑起了温暖野大后方冶遥 吴剑萍

浙江局华辰国际饭店

为野白衣战士冶撑起温暖野大后方冶
本报讯 自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以来袁福建省一九六地
质大队东辰机械制造有限责
任公司始终把野我为群众办实
事冶实践活动作为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要抓手袁主动把党史学
习教育与生产经营工作紧密结合袁以务实举措解决好职
工急难愁盼问题袁全面改善职工工作环境袁用心用情用
力服务一线职工袁不断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尧幸福感
和安全感遥

由于东辰机械公司生产车间是集机加工尧 装配尧油
漆尧电焊为一体的综合车间袁车间内设备尧人员密集袁电
焊和油漆作业易产生较多热量和粉尘袁加之在建造初期
未能充分考虑到降温通风等功能袁 因此在生产作业期
间袁车间温度较高袁空气流动性和空气质量较差袁如果长

期在此环境下作业袁容易导致职工精神不振袁引发安全
生产事故遥

为彻底解决影响职工身心健康的困难事尧 揪心事袁
东辰机械公司领导班子围绕问题研究对策袁做好论证分
析袁并投入 32.7万元袁全力解决车间通风降温等问题遥目
前袁 解决该问题的项目已经顺利通过试运行和最终验
收袁一切工作步入正轨遥

东辰机械公司把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实践活动作为
砥砺初心使命的野磨刀石冶和培育干事创业精神的野责任

田冶袁切实解决了基层的困难事尧职工的烦心事袁把工作
做到了职工的心坎上遥今年以来袁东辰机械公司先后落
实完成了搭建停车棚尧配套洗衣房设备尧提高餐费标准
和体检标准等多项为民办实事项目袁获得了职工的一致
好评遥

下一步袁东辰机械公司将继续坚持以党史学习教育
为引领袁通过更加有力的举措袁切实把干部职工的切身
利益挂在心上尧落到实处袁真正让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有
速度袁有精度袁更有温度遥 耿文明

福建省一九六大队东辰机械公司

以务实举措解决好职工急难愁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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