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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稳步推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行时

国际勘探事业部党委快速制定主题教育实施方案，成

立了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及领导小组办公室，明确职责分工；

聚焦主题教育根本任务，做实做细主题教育实施方案，从五

个方面对主题教育做出总体安排，在把“规定动作”做到位

前提下，做好“自选动作”；按照主题教育总体要求，不断细

化实施方案，将主题教育工作细化分解到月，形成了 14 项

重点内容和 40 项工作要求，内容清晰。 （王玮 董功）

西南物探分公司党委中心组召开第九、十次学习暨主

题教育第二、三次研讨会，以“用理论滋养初心，以实干践行

使命”和“对照法规和《党章》检视差距，自觉自律履行岗位

职责”为主题进行了学习 ,并进行了“如何通过提高分公司

发展质量、员工获得感来实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求；

对照初心使命，从全面从严治党角度分析安全生产经营管

理上的风险源”等两个方面的研讨。 （杜平 王波）

塔里木物探处党委高度重视、认真策划、周密安排、统

筹推进，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对学习教育

做出了具体安排，制定了工作运行大表。努力实现理论学

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

难题、清正廉洁做表率的目标，把党员干部队伍打造成为政

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的石油铁军，做党和国家最可

信赖的油气勘探急先锋。 （王健）

吐哈物探处制定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

施方案，召开推进会。处领导带头通读选编内容，讲体会、

悟原理。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作表率；要将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

容。同时党课、党支部书记培训班、主题教育读书班等一系

列活动相继开始。 （马胜利 华顺祥）

大庆物探一公司按照公司党委要求，两次召开部署会，

制定运行表，成立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明确职责，精准谋划，

把主题教育工作落到实处。组织多项突出大庆特色的参

观、宣讲活动；按章节制定学习计划，保证了学习的进度和

质量；采用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营造了浓厚的主题教育学

习氛围。 （袁峰 贾方超）

物探队由于常年在荒无人烟的大漠或在崇山峻

岭中作业，野外一线一直以来都属于男性的天下。然

而，在塔里木物探处 2100 队的测量组里，却有 28 名常

年坚守在测量岗位的勘探女工，占到了测量组总人数

的五分之二。近日，笔者走进她们中间。

“我们组今天测量震源炮点，要不是今天大钻和

沟渠等障碍物比较多，我这会已经测了 7 公里了。”笔

者在草场上见到测量女工何金美，彝族人古铜色的皮

肤在烈日照耀下和汗水映衬下显得愈发闪亮。她是

塔里木物探处 2100 队测量组现今唯一一名掌握测量

背包技术的一线岗位女工。

何 金 美 貌 不 惊 人 ，在 放 线 班 一 干 就 是 13 个 年

头。2017 年，测量组缺人从放线班抽调人员补充到

测量组。刚开始何金美负责的插旗工作单调而没技

术含量，她听说背包工一天能挣 200 元，便暗自下决

心一定要把测量仪器学会。工作时何金美就留意测

量员操作的流程和要领，闲暇时她对不懂的问题不厌

其烦地问一直到弄懂才罢休。一个施工季下来何金

美已完全掌握了测量仪器的操作，可以独立作业。

“既然做了这份工作，我就要尽力把它做好。”朴

实简单的背后，是何金美默默付出与坚守。

今年，2100 队博孜北三维项目启动通知她时，何

金美甭提有多高兴了。但当时何金美年迈的母亲正

在住院，来不来新疆出工成了何金美犯难的事。经过

一夜辗转难眠，她把母亲托付给姐姐后，毅然踏上了

开往新疆的列车。 （叶小保）

彝族玫瑰绽放博孜北

近日，公司对来自来各二级单位的 153 名负责质量管

理的人员进行了 QC 活动培训，培训共计 5 天。

近年来，公司持续加大力度开展 QC 小组活动。丰富

的 QC 小组活动，对公司每年的降本增效、创效增效有着重

要的意义。本次培训特别聘请集团公司行业内资历深、水

平高的 QC 专家授课，目的是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质量

问题，进一步提高历年优秀 QC 成果的推广和转化成效。

通过培训，学员们将了解新的 QC 标准和要求，对公司今后

的 QC 活动开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任晓杰）

近日，由集团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中国石油

文联主办的第七届中国石油职工艺术节舞蹈大赛

成功举办。

公司参赛单位精心组织、精细策划、认真编排，

积极参赛。经过激烈角逐，公司信息技术中心创编

的独舞《鼓舞人生》、大庆物探一公司创编的群舞

《物探情深》两支舞蹈双双获得舞蹈大赛铜奖，公司

荣获本届舞蹈大赛优秀组织奖。 （公司工会）

10 月 10 日 ,新兴物探开发处党委正式推出了《绿

色物探文化手册》和《工农工作文化手册》，下发到所

属 11 支地震队和主要业务科室，进行培训推广。这

是该处党委在践行党的绿色生态文明理念，十年坚持

绿色物探课题研究，坚持用课题成果指导野外生产一

线取得的又一新进展、新成果。

自 2014 年新兴物探开发处政研会成功发布了绿

色物探课题成果以来，始终没有停止研究的脚步。

2019 年以来，新兴物探开发处党委高度重视政研课

题成果对实践的指导工作，特别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照课题研究“三

为主”原则，对课题成果再次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完善，

使课题更加能满足野外一线生产需求，适应时代脉

搏，课题成果再次得到深化和升华。

根据物探队的要求，主研人员以“实用”为目标，

进一步精简成果文本，提炼精华和实操部分，从 2019
年 6 月到 10 月，历时 4 个月，推出了附带照片场景和

说明的“目视化”版本的《绿色物探文化手册》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MV 版本 ,同时还有姊妹篇《工农

工作文化手册》作为绿色物探文化体系的有益补充，

在国庆节后下发到各地震队，在所属物探队秋冬季项

目中再次推广应用。 （王浩）

新兴物探开发处 绿色物探课题成果取得新进展

10 月 9 日，采集技术中心开展了知识产权知识讲

座，对进一步增强员工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加快科技

创新成果集成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讲座围绕 KLSeisⅡV3.0 系列 25 项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申请材料，重点对软件著作权申请的基本要求和

版本升级申请注意事项进行了系统讲解。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推动创新成果转

化是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作用的有效途径。为推动创

新驱动发展，采集技术中心提出了三个具体措施：一

是提升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二是提升对知

识产权成果的运用能力；三是准确把握科技创新方

向，推动创新成果转化。

为使科技创新成果得到有效的保护，采集技术中

心多角度、全方位保护自主创新成果，利用“知识产权

周”活动载体，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宣传力度，组织知识

产权知识的相关培训，进行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切实

提升每位技术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知识产权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2019 年，采集技术中心已提交发

明专利申请 31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申请 35 项，各类

投稿 40 余篇。 （于敏杰 王婧婧）

采集技术中心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推动创新成果转化

农历农历 9月月 9日日，，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滨江社区居委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滨江社区居委
会举办会举办““庆祝建国庆祝建国 70周年周年———舌尖上的重阳节—舌尖上的重阳节””活动活动。。作作
为此次活动为此次活动““后援后援””的西南分公司井中物探研究所的西南分公司井中物探研究所 18名志名志
愿者早早来到现场进行场地布置愿者早早来到现场进行场地布置，，细心引导参加活动的老细心引导参加活动的老
年市民年市民，，对听力减退的市民进行一对一地服务对听力减退的市民进行一对一地服务，，尽最大力量尽最大力量
让让 300余名老年市民玩得开心余名老年市民玩得开心。。对于这样的活动对于这样的活动，，18名志名志
愿者已经在社区自愿服务三年了愿者已经在社区自愿服务三年了。。 刘丽婷 秦俐 摄摄

温暖“夕阳”1000天

志愿者在给听力不便的市民进行服务志愿者在给听力不便的市民进行服务。。

公司载誉第七届中国石油职工艺术节舞蹈大赛 公司2019年QC小组活动培训班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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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中心创编的独舞信息技术中心创编的独舞《《鼓舞人生鼓舞人生》。》。 大庆物探一公司创编的群舞大庆物探一公司创编的群舞《《物探情深物探情深》。》。

渤海湾上的国庆献礼

“理论学习有收获”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的一项重要目标。自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公司各单

位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条主线，引导党员干部以理论滋养初心、以理论引领使

命，不断提升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能力。

9 月 28 日清晨，运作国内首个 OBN 项目的主节

点船 ARGU3 畅游在水深 22-28 米的海面上。后甲

板则是一派忙碌的景象，节点收放工作正有序进行，

不远处的护缆船、二次定位船与节点释放同步跟进。

项目首次在国内引入“大船模式”作业，将仪器、

导航、现场处理和节点收放等工作模块集中到同一

艘船上，项目组为指挥和沟通的中枢，形成统一高效

的作业体系。项目组还对员工开展安全、技能、语言

和民俗等培训，推动项目的全面国际化发展方向，并

营造浓厚的“船舶文化”氛围。

施工一个月来，该项目克服了渔业、船舶干扰以

及钻井平台、海工作业与地震作业时窗重合等困难，

保持安全平稳运作，最高日效达 6311 炮。

节点收放采取 12 小时倒班方式。经过前一天晚

上的高效工作，节点收取和数据采集顺利完成。早

晨 5:30，节点收放后甲板领班廖海龙与同事们便准备

就绪，按照新排列的定位要求有序向水下放置节点。

驾驶室内，印尼籍大副用望远镜查看前方海况，

2159 队队长正认真查看着 DPO 动态定位情况，并不

时通过手持步话机与各施工船舶保持沟通，确保各

工序的合理衔接。在施工船舶上使用了性能优越的

DP2 动力系统，为精准数据采集提供了强大保障。

与此同时，项目导航组、质控组的员工们也是各

司其职。由公司自主研发的 Dolphin 导航系统应用

无线网络技术实现了中央集中管理和远程控制，在

各船之间轻松实现数据交换，能够实时监控各施工

船只的作业情况，并做出各种应急反应。

（魏志红 韩卓君 张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