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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局两家企业通过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本报讯 近日袁 浙江煤炭地
质局 渊浙江中煤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冤 所属浙江煤炭测绘院有
限公司及浙江中煤检测有限公
司顺利通过了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袁 获得 野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冶 称号遥 自此袁 浙江局迈

站在新起点 扬帆再出发

总局召开企业改革发展调研座谈会
本报讯 1 月 3 日至 4 日袁 中国煤炭
地质总局企业改革发展调研座谈会在总
局总部召开遥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尧 中煤
地质集团有限公司尧 水文地质局等 9 家
单位分别就 2018 年工作情况尧 2019 年
工作思路和具体措施尧 存在的问题和困
难袁 以及对总局发展战略尧 定位尧 目标
等认识作了汇报遥 总局领导尧 总助级领
导尧 首席专家组长尧 各部门负责人参加
会议袁 并针对各单位 2019 年工作部署尧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袁 共同就如
何加快改革发展把脉问诊袁 提出了具体

1 月 3 日 8 时 48 分袁宜
宾市珙县上罗镇尧 玉和苗族
乡交界发生 5.3 级 地震 袁震
源深度 15 千米袁部分乡镇受
灾严重遥
四川省煤田地质局一四
一队在得知地震发生的第一
时间袁 立即成立以队长刘靖
为组长尧 总工程师李正武为
副组长的抢险救灾领导小
组袁 积极与地方政府及应急
管理部门对接袁 形成快捷的
响应机制袁 派出地质灾害防
治专业队伍遥 队资源环境研
究院和岩土公司的 8 名专业
技术人员组成第一批救灾队
伍袁 于当日中午携专业设备
赶赴灾区袁 协助开展应急抢
险工作遥此前袁2018 年 12 月
16 日袁 宜宾市 兴文 县 发生
5.7 级地震袁一四一队技术人
员同样在第一时间驰援灾
区袁开展抢险救援遥
两次地震的叠加使灾区
遭受的破坏更为严重遥 珙县
地震中袁 一四一队充分利用
兴文地震救灾经验袁 安排技
术人员对巡场尧珙泉尧洛表等
5 个镇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及
人口密集区袁尤其是学校尧医
院等场所进行地质灾害隐患
排查袁 严防次生地质灾害的
发生遥
目前袁 救援组正在各隐
患点和居民集中点进行实地
勘查袁 为全面完成地质灾害

的意见和建议遥
会议认为袁 2018 年袁 参加汇报的 9
家企业做了大量积极有效的工作袁 改革
发展总体良好袁 大部分单位能够采取有
力措施袁 确保了各项工作任务的圆满完
成袁 为 2019 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袁
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存在遥 各单位
2019 年的工作部署思路较为清晰袁 措施
较为得当遥
会议指出袁 总局 野11463冶 总体发展
战略清晰袁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世界
一流地质与生态文明建设企业集团已成

治理尧避免重大人员伤亡尧保
障灾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
努力遥
图为一四一队技术人员
正在进行地灾隐患排查遥
汪琛尧 摄影报道

福建省国土测绘院
卫星遥感技术推进 野两违冶 治理
本报讯 日前袁 由福建省国
土测绘院组织实施的厦门卫星遥
感影像及 野两违冶 图斑比对数据
渊第二三季度冤 项目成果顺利通过
厦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组织
的专家组验收遥
专家组在听取了项目负责人
关于项目开展情况尧 项目实施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处理方法的书
面汇报袁 审阅了相关成果资料后袁
经过质询袁 一致同意项目通过验
收遥
据了解袁 该项目通过卫星遥
感获取厦门市全区域星下点优于
0.5 米 渊含 0.5 米冤 的亚米级高分
辨率卫星立体影像袁 制作正射
渊立体冤 影像图遥 通过比对前后两
期的数字影像图袁 提取区域内新
增占地或建设图斑遥 项目对新增
图斑逐个进行外业核实调查并进
行违建性质认定袁 同时与数字城
管平台对接袁 实时更新全市非法
占地尧 违法建设等行为动态袁 实
现 野两违冶 精细化管理遥
对于 野两违冶 现象整治工作袁

传统做法是全区域实地巡检排查袁
耗时且耗力遥 福建省国土测绘院
敢为人先袁 主动对接厦门市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局需求袁 首次将卫
星遥感影像应用于 野两违冶 执法袁
全方位无死角对 野两违冶 现象进
行动态监测袁 利用测绘高新技术
推进科学化 野两违冶 治理袁 在福
建省尚属首例遥
厦门卫星遥感影像及 野两违冶
图斑比对数据项目共完成全市 6
个区 38 个镇 渊街道冤 近 1700 平
方千米的图斑比对工作遥 该项目
验收成功袁 表明 野两违冶 整治查
处方法取得重大突破遥 测绘院在
项目实施进程中袁 充分与执法局
相关部门沟通袁 详细了解需求 袁
制定科学合理的项目实施方案袁
生产出了形式多样尧 图文并茂尧
符合实际应用需求的数 字产品袁
为后续分局和中队执法提供了准
确真实的系统数据袁 做到了有效
追踪尧 定点查处袁 切实提高了厦
门市城市管理水平遥
赵雪峰 陈 森

为全局干部职工的共识曰 加强党的建设袁
加快 野6+1冶 产业建设袁 促进总局持续尧
健康尧 快速发展的路径更加明确遥 各单
位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尧 转变观念袁 按照
总局赋予的产业发展定位袁 坚持目标导
向尧 聚焦主责主业袁 步子要快尧 胆子要
大尧 目标要高尧 措施要实袁 推进企业做
强做优做大遥
会议强调袁 要继续深化 野三项制度冶
改革袁 充分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尧 主
动性袁 传导压力尧 激发动力尧 释放活力曰
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袁 以经营模式创新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 40 个年
头袁一路走来袁满目芳华遥改革开放的劲
风吹拂祖国大地袁成立于 1968 年的江西
省煤田地质局二二六队在改革的大潮中
勇敢沉浮蜕变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袁
焕发出蓬勃的发展活力袁 走出了一条适
应改革形势的产业发展道路遥

钻探勘察破冰逐浪
20 世纪末袁 国家推行地勘单位结构
调整袁地质队伍的野大锅饭冶被打破遥面对
改革的滚滚浪潮袁 二二六队全体干部职
工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院面向市场袁寻求突
破遥该队抓住国家实行改革开放袁大力发
展新型工业化尧新型城镇化的时机袁成立
水文地质公司袁 面向全国承接钻探尧工
勘尧找水成井业务遥1980 年 2 月袁在萍乡

为杠杆袁 以机制创新为保障袁 加快产融
结合袁 实现产业跨越发展和经营规模的
突破曰 要进一步提高执行力袁按照总局的
发展战略和既定目标袁把抓落实体现在措
施的落实尧落细上曰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袁
坚持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袁充分发
挥人才对企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曰要以项目
管理为依托袁加强风险防控袁增强盈利能
力袁提高发展质量曰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袁
确保对所有项目和新组建尧并购公司的全
覆盖袁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持
续深入开展遥
宗聚宣

地质服务兴涛扬波
进入 21 世纪袁国家对矿产资源勘查
开发的重视程度加大袁 这为地质咨询及
地勘技术延伸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商机遥
二二六队审时度势袁 地质勘察院作为全
队地质找矿工作主体应运而生袁 并主要
承担成矿预测尧申报矿权尧承担基金和社
会性地质勘查等各类地质找矿项目袁中
断了 10 多年的地质找矿工作得以恢复遥
地勘院根据煤炭行业的发展趋势袁 凭借
多年从事煤炭勘查专业的技术优势袁以
良好的信誉和优质服务袁 抢占地质咨询
市场袁完成萍乡市资源利用现状调查尧储
量核查尧矿业权核查尧储量动态检测尧地
质灾害评估等地质服务工作袁 被地方政
府列为地质灾害调查尧 防治等工作的支

入了高新技术发展时期遥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 认 定
对企业的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尧
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尧 研发组织
管理水平及各项成长性指标有
着严格要求袁 除了要考察企业
整体经营业绩之外袁 更着重对
企业创新研发管理水平尧 产品
技术含量尧 成果转化能力尧 成
长性尧 质量保证等重要指标进
行考察袁 评审过程严格且苛刻遥
自浙江局确定野158冶具体产
业发展思路以来袁该局紧密围绕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野11463冶总体
发展战略袁 坚持以科技创新为
引领袁 坚决改变技术含量低尧
生产成本高的传统模式袁 以创
新为重点袁 改革科创体系袁 加

强重点领域科技立项和攻关袁
推进技术突破尧 工艺改进尧 产
学研用结合袁 提升产业技术附
加值袁 在某些产业细分领域取
得了技术制高点遥
经过两年的努力袁 浙 江 局
两家企业顺利通过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袁 是该局 野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冶 从零到有的重大
突破袁 是该局科学技术水平尧
研发组织管理水平尧 科技成果
转化能力尧 管理规章制度等综
合实力的体现袁 为该局在农业
地质调查评价与治理尧 地下管
线探测及地铁隧道变形监测等
方面实现更大的突破提供了有
力的保障遥
蔡艳玲

山西局物测院
获八项专利授权
本报讯 日前袁 笔者从山西
省煤炭地质局物探测绘院了解
到袁2018 年袁 该院获得国家知识
产权局 8 项专利授权袁其中国家
发明专利 2 项尧 实用新型专利 6
项袁独立申报并获得国家专利授
权达到 7 项遥
2018 年袁山西局物测院大力
实施野创新引领尧转型升级冶发展
战略袁发挥知识产权和专利申报
对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尧增强市场
竞争力的重大作用袁 依托国家
级尧省级尧市级三级野院士专家工
作站冶袁 进行产业转化尧 科研开
发袁并积极引导职工树立创新意
识袁野干什么研究什么冶袁在物探尧
测绘尧无人机航磁和地下管线等
多个领域开展了技术攻关和专
利申报工作遥 该院自 主研发了
野一种城区含煤构造地球物理预
测方法与装置冶袁 首次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曰在 2016 年联合太原理
工大学共同研发野一种多波微测
井激发装置及方法冶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的基础上袁联合中国科学
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共同
研发了野一种评估煤层顶板视涌
水量的方法和装置冶袁 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授权曰在实用新型技术
研发方面袁自主开展了野一种测

地勘单位一样袁承受着改革的野阵痛冶遥国
家任务中止袁钻探勘查几乎停滞袁大批职
工下岗遥二二六队人没有抱怨气馁袁而是
想方设法自谋出路袁 走向市场获取经济
效益遥1984 年 10 月袁 该队成立基础建筑
公司袁 负责对外工程承包袁 施工房屋建
筑袁承接了萍乡市公路局尧综合大队和队
住宅楼的施工任务遥1987 年袁随着市场中
高层建筑的发展袁 基桩施工业务市场需
求猛增遥 二二六队充分发挥熟悉萍乡地
区地质情况尧拥有找煤找水生产技术尧专
业力量雄厚尧劳动力充足的优势袁采用人
工挖桩尧机械成孔注桩尧帷幕灌浆等技术
手段袁 积极发展桩基工程等钻探延伸产
业遥1992 年 8 月袁 首次南下广东创业袁参
与广深高速公路的桩基础机械成孔砼灌
注桩施工遥至 1999 年袁先后承接完成机

绘墙角测距固定架装置冶野无人
机航测测量系统冶野一种地下管
线管理软件系统冶野一种三维成
像信息源采集装置冶野具有物探
发射电流异常报警功能的瞬变
电磁波探测系统冶野便携式抗干
扰物探瞬变电磁波接收探头冶等
研究袁获得 6 项实用新型发明专
利遥截至目前袁该院已拥有 3 项
国家发明专利尧9 项实用新型专
利及 7 项软件著作权袁这些专利
成果的获取为该院后续经营发
展积蓄了前进的动力袁为产业再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遥
据了解袁山西局物测院将继
续发挥好院士专家工作站的作
用袁加大科研投入袁加强人才集
聚袁 加强与院士专家的交流合
作袁 利用好院士专家团队的技
术尧信息尧资源等优势袁积极开展
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袁加快科
技成果产业化步伐袁充分激发一
线职工的创造意识和创造激情袁
瞄准更高目标袁力争取得更多成
果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社会
影响力遥
支婧霞

成果展示

8 座尧公路项目 7 个遥

测绘行业方兴未艾
建队伊始袁 二二六队测绘技术人员
仅进行找煤矿区的地质测绘和钻孔定位
测 量 工作 袁 并且 几 经撤 立 遥 2013 年 7
月袁 该队根据产业建设发展需要袁 拓展
测绘市场袁 成立了以工程测量尧 地籍测
绘尧 地理信息系统工程等为主要业务的
测绘院遥 目前袁 该院拥有较为先进的全
站仪测绘尧 成图软件袁 具备进行数字化
成图尧 GPS 定 位 等技 术 能力 遥 建院 以
来袁 该院先后完成芦溪县农村集体土地
确权登记发证袁 南坑镇尧 长丰乡农村集
体土地权属调查袁 以及花炮厂换证年检
厂房测量等一批测绘 项 目袁 野 三权 发
证冶 项目被原国土资 源 部定 为 国检 项

路漫勇求索 脚步正铿锵
要江西局二二六队 40 年产业发展纪实
要要
阴 沈乐冰
矿区白源井田进行供水水 源 的初 步 勘
探遥1984 年 10 月袁 第一个勘察项目要要
要
萍乡市王坑电站场址工程勘察开钻袁
1990 年成功完成首例找水成井遥2004 年
3 月袁队钻探施工队伍首次赴贵州省赫章
县野马川进行煤炭勘查袁 随后陆续在贵
州尧四川尧重庆尧云南尧湖南等地开展钻探
探矿施工袁从单一找煤发展到铜尧铁尧金尧
非金属矿产尧 地热调查等非煤类钻探探
矿业务遥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袁水文地质
公司目前已发展成为钻探探矿尧 工程地
质勘察尧找水成井专业公司袁除做好国家
钻探任务和基金项目外袁 对外完成钻探
施工业务 71 项袁 钻孔 243 个袁 进尺近
80000 米袁工勘项目 600 余个袁在萍乡尧宜
春等地建成水井 114 口袁 取得了较好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遥

撑单位遥2008 年 9 月袁 省地勘基金项目
叶萍乡市白源北煤矿区地质预查曳项目开
工袁2013 年首次成功申报立项叶江西省上
栗县桥头煤矿普查曳中央基金项目袁2015
年 8 月承担 叶赣西南页岩气调查评价项
目曳袁2017 年首次申报立项非煤基金项目
叶江西省信丰县松杉下水泥用灰岩矿普
查曳 和 叶江西省莲花县大坪里高岭土矿
普查曳遥 该院先后参加了萍乡市芦溪县
野9窑2冶地灾抢险尧宜春西村镇北槽煤矿透
水事故救援尧萍乡市湘东野11窑26冶救援等
抢险救援工作袁 为救援提供地质技术支
撑袁获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与赞誉袁凸显
了地质技术服务社会的强大能量遥

建筑施工启航弄潮
改革初期袁 二二六队和全国大多数

械冲击成孔砼灌注桩项目 28 个袁灌注桩
工程总量 22250.64 立方米袁 开创了江西
局跨省创业的野头雁冶格局遥
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袁 二二六
队野走出去冶的步伐愈加坚定袁规模更加
壮大遥1993 年 8 月袁 首次施工的桥梁工
程要要
要赣州地区宁都县大桥正式通车遥
2002 年 9 月袁 前往昌金高速公路工地的
第一辆车从队部出发袁 开创了队修建高
速公路的先例遥2007 年 4 月袁参加加纳北
部乡村路桥项目的施工人员踏上征程袁
拉开了该队在海外施工的序幕袁 并在市
场开拓中实现了新跨越袁先后在加纳尧塔
吉克斯坦尧赞比亚尧乌干达尧老挝等国家袁
承接公路尧房建尧高架桥尧供水等工程遥截
至目前袁 二二六队共完成房屋建筑项目
20 余个袁面积 40 余万平方米袁施工桥梁

目遥 2017 年袁 首次自主中标芦溪县农村
房屋调查项目袁 入选赣州市南康区土地
房屋征收入户房产测绘项目名单遥2018
年 9 月袁 成功中标萍乡市芦溪县第三次
全国土地调查及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
项目遥测绘行业正以其旺盛的发展活力袁
成为该队经济增长的新亮点遥
回首改革开放 40 年袁二二六队人用
自己勤劳的双手袁 绘制了隽美悠长的发
展画卷袁用特别能吃苦尧特别能战斗的精
神袁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野第一次冶遥他们的
每一次奋进与拼搏袁 都成为该队发展历
程上一个个鲜明的坐标遥
改革开放天地宽袁砥砺奋进正当时遥
新征程袁二二六队人仍将步履铿锵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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