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9月 30日袁福建省煤田地
质局发出通知袁要求强化值班制
度袁统筹做好各项工作袁确保国
庆节期间局系统各单位的安全
平稳遥一是强化安全隐患遥二是
强化制度落实遥三是强化减灾防
灾遥四是强化督促检查遥

叶冰斐

航测遥感局遥感信息公司城市综合地质调查团队为了野兵团南进战略冶的实施袁已经连续三年奋战在南疆的
阿拉尔市尧图木舒克市尧昆玉市袁开展城市地质调查遥图为遥感信息公司地质队员在昆玉市开展城市综合地质调
查遥 仙麦龙 摄影报道

音近日袁福建省一九六地质
大队邀请漳州市委保密办主任
林炳南作专题讲座遥林炳南结合
地质工作特点袁为参训干部职工
讲解了信息时代日常工作尧生
活尧学习中常见的失泄密隐患和
防范措施遥培训有效提升了干部
职工对网络大数据时代下保密
工作的认识袁增强了安全保密意
识和防护能力袁为该队进一步做
好保密和网络信息安全防护工
作奠定了基础遥 吴雁林

音近日袁河南省煤炭地质勘
察研究总院向省应急管理厅申
报安全生产许可证袁 通过申报尧
评审尧资料修改及专家验收签字
等一系列工作袁成功获批遥安全
生产许可证的获批袁使总院生产
经营活动进一步得到保障遥

李 宁 李 静

音国庆前夕袁中煤建工集团
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国庆保障
工作专题视频会议遥会议传达了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国庆保障工
作专题视频会议精神袁并结合中
煤建工实际袁从安全生产尧环境
保护尧信访维稳等方面进行工作
部署袁对领导班子成员野庆国庆尧
保稳定尧保安全尧保指标冶集中项
目蹲点工作进行安排遥 吕泽雯

奋勇拼搏争先锋
要要要记江西局测绘大队职工刘锟铭

阴 龙北平

青海局

承办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业务培训班

一勘局

深入基层调研 把准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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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华秋实袁硕果累累袁在这充满收获和希望
的季节里袁贵州省煤田地质局一一三队迎来了跨
越式发展的第 66年遥时间如白驹过隙袁回顾单位
这些年发展的艰辛历程袁每一个一一三人都感慨
万千袁笑与泪中都带着希望遥展望未来袁一一三人
将用满腔的热情和踏实的行动袁共同谱写辉煌灿
烂的明天遥

一一三队于 1953年 5月 31 日在吉林省桦
甸县成立袁1956年 12月袁 为了支援大西南的开
发建设袁南迁到贵州遥 要想在历史的长河中走出
一条正确的道路可谓万分艰难遥面对市场化程度
低袁人才断层尧复合型人才缺乏袁资源浪费严重袁
矿业权市场建设滞后袁可行性研究与勘查工作脱
节等问题袁一一三队意识到创业的重要性遥 困境
唤起了勘探人的危机感和使命感袁空前地统一起
勘探人的思想袁凝聚起勘探人的力量袁为新勘探
人打开了一扇解放思想尧干事创业尧加快发展的
希望之门遥 从万里飘雪的东北到山清水秀的贵
州袁艰苦奋斗尧无私奉献袁成为一一三队勘探人特
有的标志遥

1994年 8月袁 一一三队与贵阳市乌当区粮
食局签订联营合同袁共同筹建了贵阳市乌当区粮
食局金华粮油食品厂遥 1994年 11月袁一一三队

组建了养鱼场遥 1995年 5月 1日袁一一三队饲料
厂建成投产遥 1996年 7月袁一一三队制定了叶野九
五冶 时期一一三队煤田地质工作改革与发展规
划曳袁总体目标是加速队伍和产业结构调整袁以建
立现代化企业制度为目标袁 以食品加工业为龙
头袁以饲料加工尧养殖业尧社会地质勘探和建筑业
为主体袁形成一条龙尧一体化规模经营遥

由于市场尧技术尧 管理等各种原因袁 多种经
营企业相继停办遥 在那以后袁 一一三队继续高
扬创新创业的大旗袁 不断扩大地质工作领域袁
逐步形成以煤田尧 煤层气资源勘查为主体袁 以
煤矿建设尧 生产尧 安全尧 环境地质和水资源勘
查为重要服务领域袁 以工程监理尧 工程地质勘
察及其他矿产资源勘查为补充袁 公益性地质工
作和商业性地质工作相结合的地质勘查工作新
格局遥 一一三队始终以发展为主题尧 以改革为
动力尧 以结构调整为主线袁 以新观念尧 新方法尧
新作风开创新局面遥

60多年过去袁 一一三队这个最初名不见经
传的小队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袁为贵州省的
煤炭工业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遥 至今袁一一三
队施工钻孔 1000多个袁 钻探工作量 60多万米袁
地质测量 4000多平方千米袁水文地质调查 1000

多平方千米袁 累计提交各类地质报 160余件袁探
明煤炭资源量 40多亿吨袁 完成 106层次的煤层
注入 辕压降试井及原地应力测试袁90层次的煤层
气含量测定工作袁完成了 123层次的勘探钻孔煤
层瓦斯压力测试袁完成了贵州省煤田地质勘探史
上的第一件经过正规勘探的地质报告要要要叶林东
矿区翁井井田地质精查报告曳遥

历史袁总是在一些特殊的年份给人们以汲取
智慧尧继续前行的力量遥 60多年来袁贵州局一一
三队励精图治尧众志成城袁坚持发扬野特别能吃
苦尧特别能战斗尧特别能奉献冶的精神遥回顾 66年
的披荆斩棘尧66年的风雨磨砺袁一一三队人始终
在路上浴

诚信尧勤奋尧敬业袁执着尧爱国尧成事是一一三
队老勘探人的信念曰热爱勘探尧献身勘探是新勘
探人的信念袁 在最困难的时候办最难办的事袁更
是新勘探人的信念浴光荣的新勘探人战斗在国家
交给的各项任务中袁先后参加了六盘水煤矿勘探
会战尧 织金煤田勘探会战袁 特别是
2001年贵州省开展野西电东送冶工程
以来袁一一三队抢抓机遇袁加大队伍
布局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袁充
分发挥煤炭资源勘查的优势袁煤田勘

探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遥无论是老勘探人还是新
一代勘探人袁他们身上都体现着不畏艰险尧敢为
人先的创新精神袁都拥有着热爱祖国尧奉献事业
的崇高品质袁都展现着高度的事业心和强烈的责
任感遥 他们是国家勘探工作的中坚力量袁是改革
发展的中流砥柱袁是时代的英雄袁更是企业不屈
的脊梁浴

展望未来袁一一三队将不断创新尧求真务实袁
正确认识规律尧把握契机袁完善员工培训机制袁结
合实际情况袁锐意进取袁切实抓好工作落实袁做到
付诸实践尧见诸行动尧取得实效遥 放眼社会袁一一
三队将以自身的竞争优势袁组织勘探力量袁提高
市场占有份额袁认真完成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遥

历史需要我们铭记袁 未来更需要我们缔造遥
面对新时代尧新挑战尧新担当袁一一三队将在为祖
国发展添砖加瓦的同时袁与祖国一起画好野同心
圆冶袁凝心聚力袁扬帆起航袁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大步前进浴

本报讯 自 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
命冶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袁 第一勘探局
切实把初心和使命落实在服务职工尧
推动发展上袁 深入基层了解问题尧 指
导工作尧 明确项目施工重点遥 前不久袁
一勘局局长冀涛一行前往一二九队北
辛窑项目部和塔山项目部调研并进行
安全检查袁 从而摸透实情尧 发现问题尧
找准办法尧 解决难题遥

在施工现场袁 冀涛详细询问了项
目施工情况及面临的困难袁 对节假日
仍然坚守在野外一线的职工表示敬意遥

进入秋季袁 天气逐渐变冷袁 为抢
抓入冬前黄金施工期袁 全力做好抢抓
施工进度工作袁 冀涛对项目部提出三

点要求遥 一是施工项目一定要保安全尧
保质量尧 保工期袁 在安全第一的前提
下袁 保证施工质量袁 加快施工进度袁
有效提升项目施工质量安全精细化管
理水平遥 二是项目经理要发挥好作用袁
确定好目标袁 打造合理的工作流程袁明
确职责权限袁 及时掌握工程技术要点袁
掌握内外资源袁协调好各方关系遥 三是
发挥好基层一线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遥始终把抓好
基层党员学习和教育放在最重要的位
置袁 积极挖掘培育一批基层优秀典型袁
激励和带动更多的干部职工昂扬向上袁
打造一支技术强尧作风硬尧 管理严尧 能
吃苦的国家野战军队伍遥 黄 娟

刘锟铭袁 这个 27岁的小伙子袁 自从 4年前与
江西省煤田地质局测绘大队测绘工程院结缘以来袁
一直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袁 先后负责完成
了大小项目二十余项袁 表现出了不怕苦尧 不怕难的
优良品质袁 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遥

初入社会 结缘煤田

作为西南交通大学的一名研究生袁 刘锟铭多次
获得校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尧 研究生国家奖学
金袁 获西南交通大学 野优秀毕业生冶 野精神文明建
设先进个人冶 等称号遥 读研期间袁 他刻苦钻研袁 在
国内测绘领域重要期刊发表 5篇 CSCD论文遥

2016 年 11 月袁 刘锟铭来到测绘工程院实习袁
被分配到南昌四城区农房项目部遥 一到项目部袁 正
巧遇到农房项目迟迟未解决的一项工作难题要要要如
何批量输出分层分户图袁 提高工作效率遥 在与项目
负责人进行深入沟通以后袁 刘锟铭知道袁 要想解决
这个问题必须学懂弄通 AutoLISP语言遥 面对从未
接触过的编程语言袁 他马上投入到学习和研发中遥
一个星期后袁 批量输出分层分户图的插件完成了袁

这个插件解决了农房项目工作难题袁 提高了农房生
产效率和生产成本遥

毕业归来 奉献煤田

实习期间袁 刘锟铭感受到了煤田测绘人的热情
与拼劲袁 正是 野我不是天生强大袁 我只是天生要
强冶 的这股劲深深地感染了他遥 2017年 6月袁 他放
弃了读博深造的机会袁 放弃了省外几家单位的 Of鄄
fer袁 毕业后马上进入测绘大队工作遥

实习期间的工作经历袁 让刘锟铭很快与大家打
成一片遥 恰巧测绘大队接了江西珠湖农场倾斜摄影
测量项目袁 这个高新技术项目袁 大家都是第一次接
触要要要像控点怎么布设尧 航线怎么设计尧 五镜头航
飞数据如何预处理尧 如何生产正射影像尧 如何恢复
三维实景模型等问题都需要解决袁 他拍着胸脯对当
时的测绘工程院院长陈巍巍说院 野不怕袁 别的单位
能做的事情袁 我们一样可以浴冶

7月中旬袁 骄阳似火袁 刘锟铭带领项目组成员
去现场布设像控点尧 组织航飞袁 连续 20天在高温
酷暑下战斗袁 顺利地完成了外业航飞任务遥 由于航
飞的数据量大袁 院里没有处理相应数据的设备和软
件袁 他就将院里已有的设备组装起来袁 简单地搭建
了处理数据的系统袁 想方设法获取软件袁 遇到不懂
的求助朋友和老师袁 最终顺利完成数据的制作袁 按

时提交了项目成果遥 在成果展示时袁 上级领导连连
称赞袁 很是满意遥

工作的同时袁 刘锟铭也不忘科研袁 他发表的论
文 叶迁移学习支持下的乡村区域建筑物自动三维建
模方法研究曳 在第二十届华东六省一市测绘学会学
术交流暨 2018年海峡两岸测绘技术交流与学术研
讨会上获优秀论文三等奖遥

辛勤的工作终会获得回报袁 刘锟铭被评为测绘
大队 2018年度 野先进工作者冶遥

不忘初心 争当先锋

刘锟铭在工作和生活中总是乐于助人袁 野有困
难袁 找锟铭冶 成了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遥 他还是测
绘工程院党支部的宣传委员袁 负责党支部的宣传工
作遥 党支部的事务繁多袁 他总是能很好地完成队党
委下达的任务袁 做好宣传委员的本职工作遥 在支部
委员会的团结领导下袁 院党支部获得队 2018年度
野优秀党支部冶 称号遥

经常有人问袁 你为什么不去大城市发展呢钥 刘
锟铭总是笑着说院 野江西本来就人才匮乏袁 江西现
在要发展尧 要建设袁 作为革命老区的共产党员袁 我
更应该投入到老区的建设中来袁 奉献自己曰 作为一
名普通职工袁 我更应该奋勇拼搏尧 不忘初心袁 争当
测绘先锋浴冶

始终在路上
要要要贵州局一一三队六十六年发展掠影

阴 戴 俊

近日袁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四队地质技术研究院对潍坊市坊子老区一处 224亩
地块开展地下采空区勘查工作遥 本次勘查利用瞬变电磁法确定工作区 200米以浅
地层结构袁判断自地表至地下 200米深度是否存在采空区袁为土地的规划利用提供
地质依据遥 赵瑞英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袁 由青海省自然资源
厅主办袁中国地质大学渊北京冤尧青海煤
炭地质局尧青海省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
中心承办的青海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培训班在西宁举行遥青海局承担了本次
培训的前期筹备尧课程设置尧会场布置
等工作袁并联合中国地质大学渊北京冤邀
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蔡美峰袁自然资源
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副巡视员卢丽
华尧部国土整治中心副主任罗明尧部矿
区生态修复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白
中科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
院尧青海大学等相关领域专家尧学者授
课遥青海局局长张强骅尧中国地质大学
渊北京冤 副校长王果胜出席开班仪式并
讲话遥

本次培训结合中央和青海省生态
环境保护的重要部署和相关领域政策袁
围绕野生态修复政策解读冶野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修复理论与实践冶等主题开
展遥为加强业务推介袁培训班上还播放
了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企业文化宣传片曰
青海中煤地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水工
环地质勘查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张家
好以野创新矿山生态环境修复机制与技
术冶为主题袁为与会学员进行了讲解遥其
间袁蔡美峰院士还到青海局走访袁并与
张强骅进行了座谈交流遥

本次培训班的顺利承办袁是青海局
深入贯彻落实总局野11463冶总体发展战
略和青海局野12355冶战略发展新思路袁
大力推动转型升级尧积极培育新兴市场
的重要举措之一遥下一步袁青海局将紧
密结合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领域政策尧
技术袁盯紧国土空间规划尧用途管制等
新领域尧新业务袁为青海省经济社会发
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遥

秦学敏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与地方深度合作袁 全面提升
工程技术人员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技术水平袁 掌握新时
期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具体要求和空间治理技术袁 前
不久袁 由水文地质局主办尧 该局水工环勘查院协办的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及空间治理新技术培训会成功召开遥

本次培训会特邀中国地质大学渊北京冤和中国建筑
设计研究院相关领域专家教授进行授课袁邯郸市及下属
15个区县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分管领导袁水文局及下属各
单位总工程师尧地质科技部门负责人总计 100余人参加
本次培训会遥

此次培训会围绕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思路和

新时代空间规划与空间治理袁提出了积极探索新时期地
质调查工作支撑服务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的新技术
和新方法遥 一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地质支撑遥 加强区域
尺度地质尧资源尧环境条件评价和规律研究袁服务国家区
域协调发展尧国土空间规划国家重大战略遥 二是生态文
明建设地质支撑遥围绕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解决的水土污
染尧地质灾害等问题袁开展地尧矿尧山等生命共同体的调
查研究遥会上袁还介绍了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思路尧
区域土地集约利用与节地关键技术研究尧新时代的空间
规划与空间治理等相关知识遥

齐泽伟 宋恩鹏 王 伟

水文局与地方合作

举办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培训会

音近日袁河北省煤田地质局
二队迎来省直工会主任孙长虹
一行袁 举行了 2016要2017 年度
省野安康杯冶竞赛优胜单位授牌
仪式遥授牌仪式上袁孙长虹肯定
了二队在安全生产和职工健康
保障中作出的成绩袁并希望干部
职工坚持不懈地开展 野安康杯冶
竞赛活动袁 不断增强安全意识遥
二队党委书记尧副队长张保辉对
省直工会对二队的支持和帮助
表示感谢袁号召大家提高安全管
理水平袁促进安全生产袁为二队
经济发展保驾护航遥 栗丽华

音由内蒙古自治区辐射环
境监督站和鄂尔多斯市生态环
境局等相关人员组成的排查组袁
于 9月 29日到内蒙古煤炭地质
勘查渊集团冤一一七有限公司进
行辐射安全隐患排查遥检查组对
公司放射源暂存场所及测井车
辆进行了检查袁听取了公司关于
2019 年辐射安全工作情况的总
结汇报袁并检查了辐射安全工作
相关档案材料遥最终袁一一七公
司顺利通过了全区辐射安全隐
患排查遥 刘 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