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3 月 1 日, 山西省煤炭地质一一四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胡顺鹏一行深入野外施工现
场袁为荣获 2021要2022 年度山西省野安康杯冶竞赛

野安全示范班组冶称号的 T130 车载钻机机组颁发奖
金遥公司领导对该机组员工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敬
意袁希望他们继续发扬团队协作精神袁不断提升技
术能力袁以更大的勇气攻坚克难袁努力为山西省矿
山抢险救援事业作出更多贡献遥受表彰的机组成员
备受鼓舞袁表示决不辜负公司领导的期望袁将以更
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袁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风貌
和饱满的工作热情袁全身心投入工作袁更加积极主
动投身到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遥 马 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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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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钻机女工多豪迈袁擎天钻塔脚下踩遥风
沙雨雪任吹打袁青春似火映钻塔遥冶这是 1976
年成立的山东省首台三八女子钻机的光辉
故事遥4 年时间袁 平均年龄 19 岁的姑娘们共
完成钻孔 45 个袁累计钻探进尺 23748 米袁年
年超额完成国家任务袁创造了让煤田地质人
至今称颂的业绩遥回首来时路袁郁郁满芳华袁
三八女子钻机的故事深深打动尧鼓舞尧激励
着一代代地质人袁三八钻机精神永垂不朽遥

刚刚入职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一队海洋
地质技术中心一年多的杨春丽袁在听完三八
女子钻机的故事后流下了感动的泪水袁她
说院野我实在难以想象冯朝兰机长一口气爬

到塔顶的艰辛袁也难以想象赵春英班长跳进
泥浆池忍受搅拌的痛苦袁前辈为地质找矿事
业付出了太多袁作为新时代地质人袁我们生
活工作的环境比以前优越太多袁更应不懈奋
斗袁为煤田地质事业贡献力量遥冶她是这么说
的也是这么做的袁秉承着地质人的野三光荣冶
野四特别冶精神袁以优异的工作业绩袁传承地
质荣光袁勇担时代使命袁延续精神血脉遥

不忘初心 脚踏实地

怀揣着对海洋工作的热爱袁硕士研究生
毕业的杨春丽来到一队海洋地质技术中心
工作遥 野只有在项目中学习袁 学得才是最快
的袁记得也是最牢的遥 冶一入职袁杨春丽就赶
上了省地勘项目的野外验收工作袁大量的图
纸报告需要准备和修改袁她牢牢抓住学习机
会袁常常奋战到凌晨袁被同事们称为野工作疯
子冶的她在短时间内就摸清了工作的野门道
儿冶袁熟练掌握了工作软件的操作袁从野一无
所知冶的野职场小白冶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
技术人员遥

严以律己 勇担使命

野重点沙滩与修复现状调研冶 是海洋技
术中心承担的重点调研任务尧重要公益性项
目遥山东有绵延 3000 多千米的海岸线尧几百

个沙滩袁因此时间紧尧任务重遥作为主要参与
人员的杨春丽在接到任务的第一时间就一
头扎进了调研组袁认真研究实施方案袁遇到
问题就向同行尧专家请教遥在两个月内袁她走
遍了青岛尧日照尧烟台尧东营尧潍坊的沙滩袁克
服重重困难袁披星戴月地不停奔波袁最终向
省政府提交了一份高质量调研报告遥

行远自迩 笃行求索

2023 年袁春寒料峭之时袁山东省与江苏
省省界的绣针河口滩涂湿地袁身穿红色工作

服的杨春丽正拿着 RTK 进行测量遥野第一次
接触蓝碳这种国内外热点领域的项目袁是很
难得的机会袁提前来踏勘袁掌握一下基本情
况遥冶蓝碳调查这一领域袁目前国内技术体系
尚不成熟袁海洋地质技术中心也缺乏相关经
验袁 在最初的实施方案编写阶段举步维艰袁
于是杨春丽从最基本的概念查起袁 通宵达
旦尧废寝忘食地工作袁后经多方论证尧数次修
改袁 终于成功争取到了地方蓝碳调查项目袁
同时又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了山东局重点
科研专项基金项目袁为实现野双碳冶目标贡献
了海洋地质力量袁也为单位海洋工作开辟了
新领域遥

野丰碑无语袁行胜于言遥冶杨春丽把这句
话贴在工位上袁并不断践行着遥她是地质野红
色娘子军冶的一员袁不忘初心尧砥砺前行袁有
着野撑起地质半边天冶的决心袁有着野献身地
质不言悔冶的壮志袁在辛勤耕耘中继承发扬

野地质铁军冶的优良作风袁在急难险重任务面
前做勇于担当尧敢于亮剑的巾帼队员遥这就
是杨春丽袁一名新时代 90 后地质青年袁一朵
立志为海洋事业奉献青春的绚丽之花遥

杨春丽院为海洋事业奉献青春的绚丽之花
阴 古明霄

本报讯 近年来袁山东省煤田地质
局物测队野善冶用督查引擎袁全面履行督
查野参谋助手尧综合协调尧服务保障冶职
责袁聚焦主责主业袁以集体智慧形成强
大合力袁助推全队经济高质量发展遥

善用台账袁野挂图对表冶定目标遥该
队领导班子高度重视督查督办工作袁带
领督查室将局尧队党委部署的重点任务
目标逐项分解袁形成任务台账袁逐一明
确责任领导尧责任部室和任务目标遥承
办部室对照台账目标 野挂图作战冶袁督
查室野挂单督办冶袁即每月梳理汇总目标
完成情况袁通过野红冶野白冶两种名单公开
工作进展状态遥对进展缓慢的标野红冶项
目袁队领导班子召开专题会议袁深挖问
题原因袁统筹提出对策建议袁及时解决
制约重点任务推进的瓶颈问题袁 疏通
工作落实的堵点曰 针对进展顺利的标

野白冶项目袁逐步实现目标任务与督查
督办工作的良性互动袁推动各项工作任
务取得突破性进展遥

善用技术袁野信息管理冶抓落实遥该
队督查室依托信息技术袁注重督查督办
实效遥将有督查督办任务的立项尧落实尧
反馈尧催办尧结果运用等各环节纳入野山
东省煤田地质局信息管理总平台冶袁通
过通知督办尧调研督办尧电话督办等方
式实现了对重点尧难点尧亮点工作的全
流程野线上+线下冶闭环管理袁由系统线
上动态提醒未办结的工作袁 专人负责
线下电话催办需完成的任务袁促使局尧
队党委的决策部署及时落实到位遥野信
息管理冶大幅提升了督查督办效率袁助
推全队生产高质量运行袁起到了事半功
倍的效果遥

善用智慧袁野瞄准目标冶解难题遥该
队党委注重一线督查督办袁聚焦高质量
发展袁集思广益袁巧用智慧抓落实遥围绕
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尧黄河重大国家
战略和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
设及局党委野113388冶发展战略等重要
工作开展督查督办遥 督查室定期对南
四湖地区多项性生态地质调查与评价项目尧 黄岛三维综合管
网系统项目袁 以及山东省新型基础测绘试点项目等重点工作
进行督查督办遥问题难点在哪里袁督查的野利剑冶就指向哪里袁
持续坚持精准发力袁重点了解一线施工项目卡点尧难点袁跟着
问题走尧盯着问题办袁敢于动真碰硬袁妥善解决了施工中遇到
的一系列难题袁打通了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野最后一公里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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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第 60 个野学雷锋纪念日冶到来之际袁为进一步
弘扬和传承雷锋精神袁扎实推进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实践活动
走深走实袁3 月 3 日袁安徽两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机关党支部
与合肥市高新区香御社区党支部联合开展野党建引领聚合力袁
志愿服务促文明冶主题党日活动袁为辖区居民提供义诊尧义剪尧
义务磨刀及赠送野爱心健康包冶等志愿服务遥

早春三月袁乍暖还寒袁但在社区空地的临时义诊岗却很热
闹遥前来接受义诊的社区居民有序排队进行询问诊疗遥医务人
员热情地为居民量血压尧测血糖和检查口腔袁讲解日常疾病预
防知识尧注意事项和饮食安全袁耐心回答居民提出的有关医疗
保健方面的问题遥

爱心义剪活动在轻松尧欢乐尧温馨的氛围中有序进行遥野您
想剪什么样的发型钥冶野头发剪到这么短可以吗钥冶 在义剪过程
中袁志愿者与老人们拉家常尧聊心事袁其乐融融遥野我年纪大了袁
腿脚不好袁去理发店不方便袁我们老年人图个简单清爽就好袁
你们开展的义剪活动袁真是想到了我们的心坎上浴冶社区老人
笑着说道遥与此同时袁现场的磨刀师傅也忙得不亦乐乎遥当居
民看见自家的剪子尧刀具被打磨得光亮如新时袁纷纷为师傅点
赞袁并表示诚挚的谢意遥

集团机关党支部的党员志愿者们在做好现场秩序维护的
同时袁还为社区 80 岁以上老人发放野爱心健康包冶遥健康包里
装满了为老人精心准备的家庭日常应急需求药品袁 包括速效
救心丸尧感冒药尧枇杷膏尧筋骨贴尧碘伏消毒液等袁还有一张温
馨的用药提示小纸条袁 无不体现出志愿者们对老人满满的贴
心与关爱遥

本次志愿服务活动共持续 4 个小时袁 服务社区居民 200
余人次遥党员志愿者们真诚尧热情的服务态度收获了居民们的
称赞遥下一步袁两淮控股集团将继续践行雷锋精神袁弘扬时代
新风袁持续谱写平凡而精彩的新时代雷锋故事遥 周 佳

安徽两淮控股集团机关党支部与合肥市高新区香御社区党支部

联合开展野学雷锋志愿服务冶主题党日活动

音2 月 27 日袁总局江苏局党委举办了党
的二十大精神集中轮训暨 2022 年度组织生
活会专题学习班袁邀请江苏省委党的二十大
精神宣讲团成员尧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付坚强教授作专题辅导报告遥付坚
强从党的二十大的主题和主要成果等七个
方面袁 对党的二十大报告进行了系统阐述袁
深入浅出地对主要成果尧创新理论和擘画的
宏伟蓝图进行了细致讲解遥江苏局总部机关
全体党员尧 各直属单位党员共计 600 余人袁
分别通过视频会议尧腾讯会议等不同方式参
加了学习遥 王 波

音3 月 1 日袁 湖南
省工程地质矿山地质
调查监测所党委和湖
南省地质院机关党委尧
团委联合组织开展野微
光聚星海 热血地质人冶
无偿献血学雷锋志愿
活动袁用实际行动让雷
锋精神薪火相传遥此次
活动共有 29 人成功献
血袁 献血量总计 10100
毫升遥 李建平 王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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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一版冤
野我们一九七大队将耶三级联动爷纳入了叶月度绩效考核实

施细则曳及季度党建检查尧年度考核尧党支部书记抓党建述职
的重要内容袁还在党支部书记抓党建述职现场发放叶党建项目
落实情况表曳袁直观反映耶三级联动爷成果袁有效激发了创新创
效活力遥冶

考核成果是指挥棒尧风向标袁是检验各级党员干部成效作
为的野试金石冶袁也是鼓励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野加油站冶遥福建
局将野三级联动冶完成情况纳入考核袁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解放
思想尧奋发进取袁以求真务实尧真抓实干的扎实作风袁把工作任
务落到实处尧干出成效遥

下好人才储备的野先手棋冶
野为了开展好示范项目袁我中心以支部作堡垒袁以党员做

先锋袁在全单位范围内抽调业务能力强尧学习能力强尧思想开
拓创新尧肯担当肯作为的业务骨干成立了生态发展部遥去年我
们有 2 人申请到初级测绘职称袁 同时引进了测绘相关人员 3
人袁 满足了测绘资质申请要求遥野福建省煤田地质岩土测试中
心办公室主任陈金水说遥

福建霞浦-福鼎地区海岸带综合地质调查项目是福建省
煤田地质勘查院重点工作之一遥野我院专门成立海岸带调查攻
坚小组袁抽调海洋地质尧海洋环境尧地球物理等多个专业的技
术骨干组成了一支高学历尧 多专业融合的技术人员队伍遥冶据
该院党务负责人李彩凤介绍袁 目前该项目海上钻探已经顺利
通过野外验收遥

野去年袁我们新引进了本科以上学历技术人员 25 人袁并且
实行导师带徒制度袁业务骨干与一线人员结帮扶对子袁点对点
进行交流培训袁帮扶一线人才成长袁团队实力进一步壮大遥全
年陆续介入农业农村尧 应急保障尧 环境生态等部门的测绘业
务袁全年承揽非自然资源部门项目合同 1900 万元以上遥冶福建
省煤田地质测绘院党务负责人罗冬梅介绍遥

福建局提前谋划尧科学布局袁不断优化人才结构尧扩充人
才队伍袁全方位培养尧引进尧用好各类人才袁为 10 个项目的顺
利完成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保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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