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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状元集团

队属企业“湖南状元集团”，是一家集
钻探工具科研、生产与营销为一体的综合
性企业。主要生产和加工各类电镀金刚石
钻头、扩孔器，热压金刚石钻头、扩孔器，潜
孔锤钻头，复合片钻头，绳索钻具、普通钻
具及各种钻探工具等“状元”牌系列产品。
产品广泛用于地质矿产勘探、水电建设、地
质钻探等矿产施工，销售网络遍布全国，市
场覆盖面达二十多个省（市），产品远销美
国、苏丹、越南、泰国等十多个国家。

集团拥有一批地质技术高工，可为客
户提供地质技术咨询服务，欢迎来电垂询
业务。

标贯器、取土器、自动落锤

热压钻头 电镀金刚石钻头

复合片钻头

便携式取样钻机单动双层岩心管钻具

公司地址：永州市冷水滩长丰工业园长丰大道 销售热线：0746—8450360/8450022 公司网址：http://www.hnzy40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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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28 日上午，永州市市委书记陈文浩、

市长向曙光带领市园区发展和项目建设流动现场会全

体与会人员深入到我队长丰基地考察，队长廖凤初陪

同。

陈文浩一行一到队长丰基地，就立刻深入到状元

集团车间视察，认真查看车间的生产设备和产品，耐心

听取队负责人的介绍汇报。详细了解后，陈文浩对队

工作给予了肯定，并对我队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希望：要

更注重产业结构调整，要充分发挥地质技术力量的优

势，拓宽地质装备制造的延伸领域，做大制造业，为永

州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多做贡献。

近年来，尤其是省局和永州市政府签订地质技术

战略合作协议后，我队充分发挥地质技术服务优势，加

强与市县国土部门的密切合作，积极推进协议高效实

施，先后在永州范围内承担了祁零盆地整装勘查、水埠

头矿区锰矿详查、宁远县集体土地确权等大型地质项

目，并取得了良好的地质工作成果。同时我队每年都

主动参与市、县（区）的地质灾害应急抢险工作，为永州

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做了大量的无偿服务。随着双方

合作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扩大，我队在广泛参与永州市

的各项地质技术服务工作，获得了政府部门的认可和

好评。（潘长刚 、李爱丽）

陈 文 浩 、向 曙 光 视 察 队 长 丰 基 地

跑山野 住山涯

什么样的住地都是我的潇洒。

走群山 留足迹

脚下的路在山海里荡起涟漪。

雪峰山上的油毡闻得出石漆远古的味道，

武陵山中茅草有麦秸的清香和绿意。

都庞岭的吊脚楼有野狼的嚎叫蛇的蠕动，

越城岭的竹楼打翻身吱呀吱呀的音律。

湘北的干打叠泥土清凉舒畅 、芳芬，

湘东的活动房有着帆布和螺钉的气息。

湘中的牛栏飘来了百草的离离，

湘南的树干杉木有于置身原始森林，

矿山里同矿工述说消息与秘密。

田垌中与老百姓吃粽粑闻香汗娓娓道来，

村镇的“别墅”飘着花生米酒的香醇。

城市的高楼车水马龙有宾馆的施设，

游击的“游民”姿态美妙得很。

哪里需要，

哪就有地质锤、罗盘、行囊里的岩芯。

刘野平

本报讯 10月 14日上午，局巡视员邓

荣生一行三人深入到我队调研，队长廖凤

初、党委书记易祥成陪同。

邓荣生一行首先深入到队状元集团生

产车间了解生产情况，对绳索钻具和微型

钻机生产销售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随后

召开座谈会，听取集团干部、技术骨干、销

售管理人员关于目前生产经营情况的详细

汇报。邓荣生肯定了状元集团在困难时期

所采取的经营策略。他要求状元集团越是

在困难时期越要以创新求发展，以发展谋

生存。

座谈会结束后，邓荣生一行察看了我

队棚改房和基地改造进展情况。随后队领

导班子向调研组汇报了近期全队产业发展

和基地建设情况以及下一步工作安排。邓

荣生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队在本届队领导

班子的带领下所做出的成绩。并对下一步

全队工作提出要求：一是要重视人才的培

养和引进；二是要加强资质建设，扩容增效

提升资质等级；三是要拓展业务范围和地

域范围；四是要要重点加强测绘地理信息

业务市场开拓；五是要加快基地建设，做好

规划，提升品位。 （潘长刚）

永州市委书记陈文浩(左二)、市长向曙光(右三)等市领导视察队长丰基地 潘长刚/摄

前段时间，妻子和儿

子一起来队办交款手续，

我陪他们来到建房工地，

看着他们兴致勃勃，溢于

言表的喜悦之情，我的思

绪又回到了那个物质匮

乏的年代。

那是七十年代初的

一个深秋，乡下老家的堂

兄，来到在外地当“国家

干部”的叔叔家——我家。当时我家住在永州冷

水滩浦口生产队的火烧岭下（队内称：“对门山”）

驻地，堂兄进屋后，见我家居住的低矮苇席土坯

房仅有二十平方米，他把我父亲叫到一边支支唔

唔半天，才道出要修建新房娶媳妇，来“化缘”的

目的。父亲念其是早逝兄嫂留下唯一血脉，和我

母亲商量后，很无奈的将省吃俭用压在箱底的

300元钱给了他。第二天，我和父亲送其去汽车

站乘车返乡，堂兄临别时说：“你们地质队的住房

条件，只比我们乡下多了个水龙头”。

往事如烟，时过境迁，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

大地，我队居住条件也先后从苇席土坯房变成砖

瓦房，再到楼房，居住面积也从户均二十余平方

米到百余平方米不等。特别近几年来，在局党组

的关怀下，通过自身努力，队上的产业经济日益

增强，职工生活水平和居住条件也在逐年提高和

改善，部分职工先后在省城和市区购买了大套间

的商品房。近几年队上又争取国家政策，一次性

修建棚改房和廉租房180余套，后期开发也在规

划中，基地改造也将展开，绿化、美化、亮化日臻

完善，队部职工私家车鱼贯进出，职工子女教育

硕果累累，近两年，有近 30 名职工子女金榜题

名，创下建队来历史最好水平。所有这些是我们

老一辈地质人奋斗几十年所追求的梦想，同时又

是我们新一代地质人更应肩负的责任。

周老师傅名叫周主成，今年 83岁。这位耄耋老人，见单身

宿舍楼的前坪和排水沟，杂草越生越多，越长越深，有些人随手

将垃圾丢在草里。草多，垃圾多，滋生蚊虫、苍蝇，影响大家的健

康，影响队容队貌。周老师博萌生拔掉杂草，清除垃圾的想法。

想干就干，挽起袖子就拔。拔草是个费力气的活，拔一会后腰酸

腿疼，几乎直不起腰来，只好停下来休息。就这样拔一会休息一

会，今天拔一点，明天拔一点，断断续续拔了六七天，将杂草拔

完，垃圾清净，给自己和大家一个清新舒适的好环境。过路行人

无不称赞。

创造文明卫生城市，需要全市人民的齐心协力，自觉行动。

创造省级文明卫生标兵单位，更需要全队干部职工、家属小孩，

乃至过路行人共同努力，方能见效。让我们都来向周主成老师

傅学习，创建省级文明卫生标兵单位，从自己做起，从点滴做起，

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潇洒的住地（夏居的味道）
陈署东

赞周老师傅 郭怀安

邓荣生深入我队调研
本报讯 近日，我队承担的白沙子

岭锡矿补充勘查项目传来喜讯，在该矿

区以往工作的空白地段——北东部杨

柳塘地段发现厚大岩体型锡（化）体。

该项目是队地调所 2014 年承担的

商业地质勘查项目，经目前两个钻孔验

证，见含锡云英岩蚀变体厚 73.80～
78.0m，蚀变体中见矿体3～5个，累计厚

7.58～10.0m，锡品位 0.35～0.50%；己揭

露含矿带长约 300m，宽约 200m。经地

表槽探揭露和物探成果显示，推测该岩

体型锡矿化带长约 1500m，展布宽约

300～500m，预测锡资源量达 1 万吨以

上。为加大找矿力度，较准确了解其规

模，经合作方同意，在原有设计工作量

基础，再增加约 2000m 钻探工作量，以

扩大找矿远景。杨柳塘地段找矿的突

破，不仅为矿山提供了一个“新的白沙

子岭锡矿”，而且为矿山的开发注入了

动力和信心。（曾志方）

白沙子岭锡矿勘查取得重要进展
落日余辉落日余辉

邓荣生（左一）在状元集团调研 潘长刚/摄

本报讯 10月24日，队测绘分院一举

中标“道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

记颁证项目”的第三标段，我队测绘分

院自今年“湖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颁证项目”开展以来，中标的

第三个该类项目。

今年以来，测绘分院主动出击占领

市场，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

记颁证项目”中屡创佳绩。在承担了湖

南省首个全面铺开的县级确权项目

——宁远县“确权”项目后，不仅积累了

丰富的工作经验，锻炼了队伍，同时也

赢得了好的市场口碑。这次中标道县

项目，正是我队过硬的测绘技术服务和

好的信誉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本次中标的道县“确权”项目中标

价为 280万元，计划在年内完成。测绘

分院将派出精干力量，全力以赴，按时

保质完成该项目。（向波）

测绘分院中标“道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项目”



四四○○九队庆国庆活动多姿多彩九队庆国庆活动多姿多彩

本报讯 9月 30日上午，队安保科负

责人向主管二级单位的队领导及各二级

单位负责人发送了安全提示信息，要求

各单位、各项目在国庆节前进行一次安

全隐患自查自改工作，国庆期间仍在生

产和施工的单位和项目要安排好值班管

理人员，加强监督，切实做好国庆期间的

安全生产工作。

下午，由队长廖凤初、队纪委书记

胡太平带队，安保科、物业中心、纪检监

察室、工会等部门负责人陪同，对西院

棚改房建设工地、山上住宅小区、原硫

酸锰厂基地、长丰基地以及各二级单位

进行了节前安全巡查。在队基建工地，

检查组对施工安全和质量进行了详细

的检查和询问，廖凤初要求现场负责人

和施工人员在国庆期间加强安全防范，

认真查找和整改安全隐患，确保安全生

产；在状元公司生产车间，检查组对车

间生产、用电、物品摆放、生产人员的劳

动防护用品的使用情况等进行了详细

的检查，并就国庆期间的生产情况和安

全保卫工作与二级单位的负责人交换

意见，进行了布置安排，要求各二级单

位搞好国庆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让职

工及家属过一个安全、喜庆的国庆节。

（何华清）

队安委会人员进行国庆节前安全巡查队安委会人员进行国庆节前安全巡查

党支部书记培训心得
为进一步提高基层单位党支部书记的业务素

质，更好地开展好工作。2014年6月24日，永州市老

干局举办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骨干培训班。市直

（中央、省驻永）各单位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70多

人参加，地点在市老干局活动中心，时间为一天。主

要听了《党的根本宗旨与老干党建工作》的专题辅

导，观看《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专题片，赴祁阳县白水

镇竹山村参观新农村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等。特

邀永州市委党校副校长唐柏荣作辅导报告。这次培

训，内容丰富，组织紧凑，时间虽短，但收获大、感受

深。

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的根本宗旨教育。唐副校

长从党为什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

践行，怎样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创

新老干党建工作三个方面作了深刻辅导。近2个小

时的报告，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党的认识，明白了“入

党为什么”的道理。使我深深懂得，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是共产党人的本色。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才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作为离退休党支部，

就是要全心全意为离退休老同志服务好。

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践行群众路线教育。培训期

间观看群众路线教育专题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这是我第二次观看，更加深了我对其中人物的敬

仰。周恩来总理那种贴近群众，忘我工作等精神，进

一步激发我做好离退休老同志工作热情。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为人民群众谋利

益。当天下午，我们全体学员到全国文明村、省新农

建设示范村——祁阳县白水镇竹山村实地参观学

习。首先我们在村支部书记的引领下，参观该村的

居住区。一走进耸立在村口的大牌楼，映入眼帘的

是平坦笔直的村主干道，排列整齐的路灯,翠绿成行

的绿化带，波光粼粼的鱼塘，郁郁葱葱的果树，整洁

美观的村容村貌，栩栩如生的石雕，美丽娇艳的荷

花，挺拔、洁净的立在水池中，设施完备的健身场地，

现代化的小洋楼和飞檐翘角的古民居星落棋布地分

布在村主干道两旁，俨然一座园林式的小城镇。同

行的一位长者深有感触地说：“生活在这里真幸福！

这里的景色比仙境世外桃园还要美。”然后听取大学

生村官支部副书记介绍村党支部团结带领本村群众

艰苦创业，共同致富过程。实地参观让我懂得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办实事，

办好事，让人民群众过上文明幸福美满的生活。

通过此次培训，对我来说，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

党性修养都得到了一次提升。进一步加深了对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认识和理解，也进一步强化了

群众观点和为民务实清廉的理念认识。作为基层党

支部，要密切与群众联系，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全体

党的模范带头作用，团结带领群众为实现党的奋斗

目标勇于创新，敢于实践，务实工作。

（陈爱莲）

９月底，社区组织“迎国庆、贺重阳”老年门球赛，辖区八

支球队参赛。比赛用两天时间，分两组以巡环的方式进行。

２７日，我方队参赛，在首场以一分之差失利的情况下，

毫不气馁，汲取教训，振作精神，奋起迎战。在随后的两场比

赛中，一场比一场打得精彩 。特别是最后一场，一路领先没有

给对方任何反攻的机会，以２３比１０的高分完胜。最终以

小分胜出获得小组第一名。

次日，我方二队参战，第一场比赛，他们执红球首先开球，

并一股作气以１８比１０拿下。首战告捷，赢得先机。次战

上半场比分交替上升，形势不容乐观。战至中场，红球显现出

明显优势。九号球在二门前１号位，只要进好门，就可到３号

位，把一号球送到白球相对集中区，吃掉对方的三个球，对方

就没充足时间组织反攻，就可宣告红球获胜。正在大家准备

欢庆胜利，组织者准备宣告当天比赛结束时，九号球进二门失

利。球场一片哗然，也送给白球一次难得的反攻良机。比赛

进入白热化状态。十号抓住机会准备反攻。全场一片寂净，

几乎停止了呼吸。可惜十号球反攻也失利，大家十分惋惜。

此时我一号球抓住时机，首先将三号球送到三门前，将五号球

送到内侧接应三号进三门后撞柱，然后杀了个回马枪，吃掉二

门后和二门旁的三个白球。再没有给对方反攻的余地。三号

球抓紧时间进三门、撞柱一气呵成，为胜利锦上添花。在其中

某队失权的情况下，我二队以两战全胜的战绩毫无悬念的获

得该小组第一名。

至此，我两支球队在社区“迎国庆、贺重 阳”门球巡环赛中

双双奏凯。可喜可贺。（郭怀安）

双双奏凯双双奏凯

在祖国 65 周年华诞之际 ,我队以“歌颂祖国、凝

心聚力”为主题的职工群众文化活动多姿多彩：一

是组织开展对建国前参加工作老干和省级劳模走

访慰问；二是组织离退休老同志开展室内棋牌和

野外钓鱼活动；三是在职职工中开展了篮球、乒乓

球、跳绳和钓鱼等系列活动。活动始终洋溢着团

结鼓劲、传播正能量、热烈喜庆、安全有序的良好

氛围，为节日增添了欢乐详和的喜庆气氛。 (张静 )

状元集团科研项目
顺利入选省局科研计划

本报讯 近日，队状元集团申报的

《便携式取样钻机的研发与推广应用》

项目顺利入选省局 2015 年度科研计

划，并获得项目专项科研经费。

状元集团以技术创新为创业之

基，在集团的发展过程中，科技创新也

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年初集团领导

根据市场调研和自身技术优势，决定

把便携式钻机的国产化改造作为2015

年度的新产品研发方向，并据此向局

申请2015年度科研项目。经过精心准

备，状元集团负责人携相关资料参加

了省局的专家评审会议，并顺利入

围，并正式立项。

状元集团负责人表示，会认真做

好项目的计划与实施，注重项目质量，

加强人才培养，力争取得预期成果。

（左明武 陈洋 洪俊展）

队地勘院考察东南亚铅锌矿项目
本报讯 近日，副队长、地勘院院长

蒋佑民带队远赴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

家进行铅锌矿项目考察。

据悉，缅甸铅锌矿点分布在于克伦

邦省某矿区，矿体沿着断裂构造破碎带

层 间 分 布 。 矿 体 长 大 于 1500m，宽 约

50～80m，矿 体 品 位 Zn：40% 左 右 ；Pb:

30%左右。矿体出露于三叠系灰岩、灰

质白云岩中，如果进行系统地质勘查，有

望找到一个中型以上铅锌矿。泰国铅锌

矿点分布在于泰国 Mae Sot 以东的某铅

锌矿区，矿体主要分布在于三叠系灰岩

中，矿体出露面积约 1km2，矿体长大于

2000m，宽 80～120m。矿体品位目估 Pb:

40～70%；Zn：30～60%；该点成矿前景非

常好，如进行系统地质勘查，有望找到一

个大型铅锌矿。

目前地勘院结合本次踏勘资料，正

在进行综合研究分析，编制一个比较完

整工作实施方案，初步主要是开展地表

填 图 、化 探 、槽 探 、钻 探 等 工 作 。

（陈益平）

本报讯 我队门球场项目建设招

标,经队招标领导小组10月14日讨论研

究确定采用“合理定价评审抽取法”。

10月22日下午，经评审合格并响应投标

的三家单位在开标前交付 5%的工程款

作为竞标保证金后在队三楼会议室举

行了开标会。

该工程项目工作内容清单及价格

通过专业人员认真把关和审核，合理定

价，并以此价格作为工程中标价。抽签

工作分二轮进行，第一轮抽取抽签顺

序，第二轮抽取中标候选人。此方法从

源头上预防杜绝招标投标活动中暗箱

操作行为，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

（唐朝辉）

队门球场项目建设进行招标

本报讯 近日，我队承担的湖南省王

师岭矿区水泥灰岩矿普查项目进展顺利。

该项目是县级财政出资申请勘查

新立项目，合同金额200余万元。项目

矿区面积 3.45km2,主要工作为 1:1000
地质剖面测量、1：5000地质填图、探矿

工程（探槽、钻探）施工和地质编录、样

品采集及测试等。通过前期的地质剖

面测量、地质填图、探槽施工，已进入

岩芯钻探及样品采集阶段，目前已完

成野外工作的 60%，根据实施方案，至

2014年 12月中旬，可完成全部野外工

作。预计可提交水泥灰岩矿石资源储

量（333+334）1亿吨以上，并有望转入

详勘工作。（尹辉暾 李亚明）

王师岭矿区水泥灰岩矿普查项目进展顺利王师岭矿区水泥灰岩矿普查项目进展顺利

钻探施工负责人向合作方负责人介绍岩芯探取情况 尹辉暾 /摄

迎国庆系列活动之迎国庆系列活动之
———走访劳模老干—走访劳模老干 潘长刚潘长刚//摄摄国庆节前夕党委书记易祥成带头参加义务劳动国庆节前夕党委书记易祥成带头参加义务劳动。。 李爱丽李爱丽//摄摄

迎国庆系列活动之迎国庆系列活动之
———湘江垂钓—湘江垂钓 李乌龙李乌龙//摄摄

国庆系列活动之国庆系列活动之
———篮球比赛—篮球比赛 潘长刚潘长刚//摄摄

迎国庆系列活动之迎国庆系列活动之
———跳绳比赛—跳绳比赛 卜艳萍卜艳萍//摄摄

本报讯 10月 28日，在永州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召开“驻区入园项目联合

审批会”上，我队长丰基地生产实验楼

新建项目通过规划审批。

该项目规划报建持续了近半年时

间。近一个月以来，队物业中心根据

该宗地用地性质不断论证优化，合理

设计规划方案，几易其稿，多次与经开

区主管部门衔接沟通，并在全区“驻区

入园项目联合审批会”上作了详细的

解释说明。得到了经开区相关部门的

高度重视。

目前，我队物业管理部门正在抓

紧办理该项目规划许可证。（唐朝辉）

我队生产试验楼新建项目通过规划审批副队长蒋佑民（右一）在缅甸某铅锌矿区查看岩芯品质 陈益平/摄

重阳节前夕离退休科组织退休重阳节前夕离退休科组织退休
职工进行钓鱼和扑克比赛职工进行钓鱼和扑克比赛 陈陈
爱莲爱莲//摄摄

——记“迎国庆、贺重阳”门球巡环赛

本报讯 近日，省委宣传部公布了关

于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五创四评”活动评

审结果，队总工程师曾志方喜获“省十佳

党员学习明星”称号。

据悉，“五创四评”活动是在全省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中广泛开展的一项学习型

党组织建设工作，入选单位和个人要经过各

市州和系统推荐，省委学习办组织评审，并

报省委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工作领导小组和

省委宣传部同意产生，竞争十分激烈。

曾志方在此次评选中脱颖而出，关键

在于他数年如一日的不断学习积累。二

十多年来，他边工作边学习，先后获得硕

士和博士学位；他每年查阅和学习大量专

业资料，摘录学习笔记 15万字以上；先后

在国家和省级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20余篇；主持和参与科研项目二十余项，

地质找矿和科研成果显著，曾多次在国土

资源部和省局地质找矿成果中获嘉奖。

并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湖南省

劳动模范”、永州市“十佳学习型领导干

部”等荣誉称号。（李爱丽）

队总工程师曾志方获“省十佳党员学习明星”称号 秋季养生食谱

炎炎夏日过去

了，进入了秋高气爽

的季节，但是秋天相

对而言比较干燥，早

晚温差也较大，如果

不注意保健养生，也

可能会成为“多事之

秋”，所以秋季养生，

应先从食谱开始。

1、冰糖银耳汤：

秋天干燥，饮食方面

要注意调和，银耳富

含胶质，有润燥、美

颜之功，配以冰糖煮

成羹汤，是秋季最适

宜的甜品。

2、大枣山药粥：

盛夏时节人体消耗

比较大，入秋需要收

敛补益，大枣补气

血，山药健脾胃，两

者搭配，能有效调和

机体，常食强身健

体，男女老少皆宜。

3、霸王花猪肺

汤：霸王花有化痰止

咳、润肺腑之功，广

东人常用来与猪肺

同煮成汤，对于秋燥

引起的干咳、久咳有

缓解治疗作用，平时

也可当保健饮用。

4、莲藕花生排

骨汤：秋天是收获莲

藕的季节，莲藕有滋

阴补血，美容养颜的

功效，花生富含各种

维生素和蛋白质，有

“长生果”之称，，莲

藕花生排骨煲成汤

是这个季节最适宜

不过了，补而不燥，

最是养人。

5、在平时中，我

们吃水果可以选择

梨子和葡萄这种，可

以对我们的肺部有

很好的滋润的作用，

也要多喝一些水

6、秋天的天气

是比较多变的，我们

要根据温度的变化，

及时的更换衣物，然

后就是可以多喝一

些玉米水和绿豆汤，

这样就减少感冒发

生的可能性了，还要

注意给皮肤保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