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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4 日袁
江西省煤田地质局党委
召开扩大会议袁 传达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遥 局党委书记尧
局长黄登龙主持会议并
讲话遥
会议强调袁全局各单

位要以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为统领袁推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尧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在煤田地质事业
中落地生根袁推动全局经
济和各项事业不断前进遥

会议指出袁要善于落
实全会精神袁按照现代企
业制度要求袁努力推进全
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遥各单位要系
统梳理本单位制度建设
成果袁对不符合时代要求
的制度及时废止尧 精简尧
修改完善袁让制度不断焕
发新的生命力遥
会议强调袁制度的生

命力在于执行遥各单位要
充分运用好主题教育整
改落实的制度成果等袁更
加有力地防控应收账款
风险尧 银行贷款风险尧工
程质量风险尧 安全风险袁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袁推进生产
经营管理规范化尧制度化尧科学化袁实现
依法经营尧依制经营遥

会议要求袁 各单位要认真学习贯
彻全会精神袁 坚定信心袁 锐意进取袁
咬住目标不松劲袁 努力完成年度各项
目标任务袁 推进煤田地质事业高质量
发展遥 张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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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煤炭地质局第一批主题教育
突出野实冶字袁用思想的力量引领第三次
创业袁在学思践悟中寻求转型发展战略
新思路袁凝聚新的奋进力量遥

集中学习突出野扎实冶
主题突出遥湖北局坚持读原著尧学原

文尧悟原理袁在全局发放相关读本 900余
册袁精心设计学习专题 10个遥党委成员
及机关全体党员在各项工作紧张开展的
情况下袁静下心尧坐下来袁连续 6天集中
按照规定书目和材料全面系统学遥

领导带头遥 湖北局领导分别领读原
文袁紧密结合主题和所学内容袁理论联系
实际袁每个专题逐一作交流发言袁畅谈学
习收获尧感想和体会袁相互启发袁充分发
挥党员领导干部的示范和表率作用遥

形式多样遥通过集中学习尧参观学
习尧问卷学习及野主题党日冶等多种形
式袁提高学习效果遥

学用相长遥在学懂弄通的基础上袁结
合发展实际认真研讨袁 提出要用辩证唯
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袁 从纷繁复杂
的矛盾中把握规律袁 走出一条适合湖北

局的发展之路遥 研讨中客观分析研判该
局发展历史和新时期的内外形势袁 统一
认识袁 即抓住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契
机袁落实中国煤炭地质总局野11463冶总体
发展战略和野三个地球冶渊透明地球尧美丽
地球尧 数字地球冤 建设袁 推进湖北局
野1234冶工程袁加大集团化改革力度袁推进

产业转型升级袁全面进入野第三次创业冶遥

调查研究突出野务实冶
精心选择调研课题遥以问题为导向

开展调研袁 坚持结合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袁根据总局党委的工作要求袁结合湖
北局重点工作袁5名班子成员量身定制
调研课题和方案遥

深入一线摸实情遥 班子成员分别带
着课题到基层联系点尧 项目部等一线生

产施工工地和干部群众中袁 采取集体座
谈尧 个别走访尧 实地考察尧 现场交流尧
听取汇报尧 重点咨询等方式袁 形成调研
成果 5个遥

有效转化调研成果遥5份专题调研报
告提交到局党委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
会上袁班子成员逐一谈对策尧说建议袁对

征询和自我查找的 28个需要解决的具
体问题袁 研究提出 40个解决办法和措
施遥 同时把讲好专题党课作为用好调研
成果的重要方式袁 局班子成员分别围绕
野坚定党的初心使命冶作专题辅导遥

检视问题突出野求实冶
以正视问题的自觉求真求实遥野在打

造核心竞争力上袁基层单位有哪些困难钥
在建设局级公司上有哪些建议或意见钥

在向生态领域转型方面有哪些障碍和
建议钥冶湖北局党委聚焦难点和问题袁多
渠道收集梳理出对局领导班子和班子
成员的意见建议 38条袁 对照党章尧叶准
则曳和叶条例曳查摆问题 19条遥班子成员
坚持把自己摆进去尧 把职责摆进去尧把
工作摆进去袁着重从思想尧政治尧作风尧

能力尧 廉政五个方面进行深刻剖析袁进
一步明确整改方向和重点遥

以刀刃向内的精神开好民主生活
会遥按照野四个对照冶野四个找一找冶要求袁
班子成员接受政治体检袁查摆自身存在
的问题 58条袁相互之间开展批评袁提出
意见建议 32条袁明确改进措施和责任遥

整改问题突出野落实冶
立查立改遥野改冶为关键袁 野实冶 是

重点遥 湖北局党委坚持全面整治和重
点整治相结合袁 紧盯时间节点袁 能改
的立查立改袁 即知即改完成 3 条曰 一
时解决不了的袁 制订阶段目标袁 持续
整治袁 16 条整改内容尚需持续推进袁
计划 12月底完成 10条遥

追求实效遥 坚持注重实际效果尧
解决实质问题袁 确保问题不解决不松
劲尧 群众不认可不罢休遥 局党委书
记尧 局长占传忠带头抓整改袁 赴新疆
调研袁 形成整改方案袁 相关工作正加
快推进曰 针对加入养老保险后职工收
入降低的情况袁 湖北局及时出台办法
调增工资发放标准袁 保证职工收入不
降低尧 生活不受影响曰 针对加快集团
化改革步伐袁 迅速完成局级集团公司
注册工作袁 将 7家经营单位整合为 11
个区域性分公司袁 构建八大产业板块曰
以投资并购为抓手袁 完成 2 家公司的
收购袁 实现了 野混资本尧 改机制冶袁 在
新疆迅速中标 5 亿余元项目遥 在局职
工测评中袁 湖北局第一批主题教育评
价 野较好冶 以上达 100%遥

全局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出实绩有实效渊十二冤
阴 本报记者

本报讯 前不久袁 在中国测绘学会
2019 学术年会上袁 航测遥感局荣获
2019年野科技创新型优秀单位奖冶曰野广
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统一航空
摄影和数字正射影像图制作项目 A尧B
分标冶项目获野全国优秀测绘工程奖冶金
奖袁野灵璧县 1颐1000数字化地形图航测冶
项目获铜奖曰宋袁龙获野青年测绘地理
信息科技创新人才奖冶遥

航测局航测分公司承担完成的野广

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统一航空
摄影和数字正射影像图制作项目 A尧B
分标冶项目此次获得金奖袁不仅得益于
科学尧 优化的技术方案和充足的人力尧
物力作保障袁更重要的是采用了五方面
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应用院一是航空影像
自动检查系统 渊煤航自研冤曰 二是基于
EGM2008 高程拟合技术及广西三星
CORS增强系统曰三是影像自动匹配加
人工辅助的 DEM生产技术曰 四是 Ar鄄

cGIS尧AutoCAD尧MicroStation 二次开发
技术曰 五是 FME转换软件下模板编写
技术遥这些自研系统及部分程序均获得
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袁经过了实践检
验遥该项目为农村土地确权制作提供了
工作底图袁是农经权数据库矢量数据的
主要数据源袁为农业管理部门提供准确
现势性强的数据和图件袁可推广应用于
国土管理袁农尧林业普查袁土方计量袁城
市三维建模袁立体测图等方面遥安全明

航测局获多项国家级测绘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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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要点

伴随着新中国 70年的跨越腾飞尧沧
桑巨变袁 山西省煤炭地质局筚路蓝缕尧
砥砺奋进袁 已经走过整整 65 年遥65 年
来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袁山西煤炭地质
人牢记初心使命袁坚持听党话尧跟党走袁
把讲政治贯穿无私奉献尧 找矿立功尧报
效国家全过程袁为山西煤炭经济的腾飞
发展乃至全国能源资源安全保障作出
了突出贡献遥

矢志不渝袁做山西经济发展和
能源安全的保障者

新中国成立初期袁山西煤炭年产量
仅 267万吨遥 面对山西经济发展的迫切
需求袁1954年 10月袁山西局前身要要要华
北煤田地质勘探局正式成立遥
从成立伊始踏进太原西山地区袁到

之后挺进晋东南袁转战晋北尧晋中袁几代
山西煤炭地质人接续奋斗袁扛起了山西
煤炭资源勘查的重任袁用汗水浇铸了山
西煤炭工业一次又一次的辉煌遥65 年
来袁山西局累计完成各种不同比例尺地
质调查 158875 平方千米袁 钻探进尺
1265万米袁先后进行了 3次山西省煤田
预测和 18个国家规划矿区煤炭资源评
价袁累计完成煤田地质勘查覆盖面积 3.4
万平方千米袁 占全省煤炭已勘查面积的
90%袁 累计查明保有煤炭资源储量 2250
亿吨袁 占全省已查明煤炭资源储量的
80%袁基本探明了大同尧宁武尧太原西山尧
沁水尧霍西尧河东六大煤田和浑源等八个
煤产地的煤炭资源赋存情况袁 为山西各
大煤炭企业集团的建立和壮大奠定了坚
实基础遥迄今为止袁山西晋北尧晋东南尧太
原西山等大型煤田附近都有局属队伍驻
扎袁为矿山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遥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袁山西累计生产

原煤 192亿吨袁其中 70%以上外调袁曾经
的山西袁野点亮了全国一半以上的灯冶遥
山西局提供了资源保障袁 功不可没袁作
出了巨大贡献遥

矿区建设发展离不开煤田水文地

质勘查遥山西局组建了专业的水文地质
勘查队伍遥65年来袁 完成各种比例尺综
合水文测量 6.67万平方千米袁获得地下
水资源量 937万余立方米/日袁预测全省
六大煤田边缘 14个泉域水资源量 833.5
万余立方米/日袁有力地支撑了各大煤炭
企业集团建设遥

1955 年袁 在苏联专家断言潞安缺
水尧矿区不能建的情况下袁山西局临危
受命尧组队普查袁最终发现了辛安泉群
170多处泉眼袁这是山西第二大岩溶泉袁
有力地保证了潞安矿区建设袁同时供水
区域面积 80平方千米袁 覆盖人口 80余
万袁 成为长治人民名副其实的 野生命
泉冶遥2018年 6月袁长治市政府在辛安泉
饮用水源地设置辛安泉纪念标志袁勒石
铭记袁铭刻山西局的历史性贡献遥

山西局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
会责任感袁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就开展
了煤炭分质分级梯级利用研究遥2013年
参与制定叶煤矸石分类曳叶煤矸石利用技
术导则曳2个国家标准遥2016年袁 自主组
织项目袁首次全面评价山西省六大煤田
煤中微量元素的赋存规律袁及时申报开
展 2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袁对沁水
煤田煤中氟尧煤中锂元素等的赋存状态
和富集机理开展深入研究曰承担了山西
省煤炭中共伴生矿产资源评价等相关
研究袁基本摸清了山西稀缺煤炭资源和
煤中共伴生矿产资源家底遥在基础类项
目研究和调查评价的支撑下袁2018 年袁
山西局进一步对高硫煤脱硫技术尧高变
质无烟煤制备石墨烯尧燃煤过程中有益
金属元素迁移转化机制等开展研究袁为
推动煤转化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先行
先试袁全力助推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
试点建设遥

与时俱进袁 争当能源革命转
型排头兵

山西局是全国最早参与煤层气资
源勘查的地勘单位之一遥 早在 1983年袁

就对山西煤层气资源进行评价袁编制出
全国首幅省级瓦斯地质图叶山西省瓦斯
地质图曳遥上世纪 90年代以来袁山西局充
分利用自身在煤炭资源勘查过程中积
累的大量煤层气尧煤储层特征等方面的
资料袁进行了大量的煤层气基础研究工
作袁先后完成了 20多个区块煤层气资源
评价与研究项目袁首次评价全省煤层气
资源量 10.39万亿立方米袁 约占全国的
三分之一袁成果被省有关部门尧高校尧科
研院所广泛应用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山西局立足山西
资源型地区转型尧加快发展煤层气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迫切需求袁 主动转型袁
确立了野立足煤层气尧探索页岩气尧兼顾
砂岩气冶的发展思路袁多方位着力袁开展
煤层气等清洁能源勘查开发研究遥报省
编办批复袁挂牌成立了煤层气工程技术
研究院尧煤层气勘查开发研究院尧煤层
气测试研究院袁并于 2016年组建野煤与
煤系气地质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冶袁 积极
承担国家级尧 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袁培
育新能源产业研究高端人才袁为煤层气
勘查开发利用提供坚强技术保障曰先后
投入上亿元资金进行设备更新袁购置 ZJ
全系列石油钻机等袁大力提高设备保障
能力和生产效率曰与山西潞安集团联合
成立金地煤层气公司袁开展深部煤层气
勘探技术研究袁从单一直井尧探井向定
向井尧丛式井和水平井转变袁从单纯钻
井向钻探尧压裂尧试井尧排采尧录井探采
一体化作业转变袁成为山西煤层气钻探
施工的一支劲旅和主要力量遥今年上半
年袁施工中石油西部钻探项目致密天然
气开发定向井袁钻井周期 36天袁完成井
深 2823米袁 最大水平位移 1086米袁井
深尧水平位移两项数据再创新高遥

围绕国家页岩气 野十二五冶 规划袁
2012年以来袁山西局开展省页岩气地质
调查及评价袁初步建立了山西省煤系海
陆交互相页岩气评价体系袁基本摸清了
全省页岩气资源家底袁首次估算全省有

利区页岩气资源量 4.44万亿立方米遥参
与制订叶山西省煤层气矿业权审批专项
改革试点方案曳袁开展并完成叶全省煤层
气储层物性及开发技术研究和全省煤层
气资源潜力评价曳袁为省委省政府战略决
策和全省煤层气尧页岩气开发利用提供
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遥

2016 年是山西局煤层气勘查研究
史上又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遥这一年袁山
西局承担编制了国内首个煤层气规
划要要要叶山西省煤层气资源勘查开发规
划渊2016要2020 年冤曳袁构建了山西省煤
层气资源勘查开发尧科学利用的基本框
架曰开展的全省煤基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野煤层气尧页岩气资源潜力综合评价及共
探共采选区研究冶袁完成了参数孔储层压
裂尧排采等袁为全省深部煤层气尧页岩气
勘探开发树立了标杆遥特别是经过连续
4年深入的勘查研究袁2016年袁在榆社-
武乡区块发现超大型气田袁预测煤层气尧
页岩气潜在资源量 5456亿立方米袁通过
对两口参数井进行储层压裂改造和试验
排采工作袁 目标层段深度达到 1300~
1500米袁日均产气量 800~1200立方米袁
完全具备建设大型煤层气产业基地的
资源条件遥超大气田的发现袁是自 2006
年山西局在该地区新发现煤炭资源量

7.8亿吨尧结束榆社县野无煤冶历史后的又
一个重大发现袁标志着山西深部煤层气
勘探取得重大突破袁对山西省开展深部
煤层气及煤系野三气冶共探共采有着积
极的推动作用遥以此勘查成果为基础袁山
西省自然资源厅优选了野榆武大气田冶中
心部位的野榆社-武乡冶和野武乡东冶两个
区块袁在全国挂牌出让煤层气探矿权袁最
终以 9.2亿元成交遥目前袁山西局依托与
国新能源联合组建的煤层气煤系气勘查
开发公司尧合作取得的榆社东煤层气探
矿权袁正在努力打造榆社东区块煤层气尧
页岩气尧致密气野三气冶综合开发示范区袁
为山西推动非常规天然气高质量发展作
出更加积极的贡献遥 渊下转第二版冤

守初心 服务国家能源资源保障
担使命 争做山西综改试点先锋

要要要山西局 65年改革发展纪实
阴 王学军 卫洪平

本报讯 11月 5日袁在甘肃煤田地质局一四九队于兰州市红古
区海石湾地区施工的QP01号煤层气排采实验井现场袁甘肃省第一
口连续产气的煤层气井成功点火袁填补了该省煤层气抽采空白遥

QP01号煤层气排采井是一四九队在前期施工兰州市红古区
韩家户沟-马家台煤炭资源普查尧详查项目的基础上袁经过测试研
究立项尧 与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合作的煤层气排采项目袁
被列入 2018年甘肃省重大项目前期费项目袁也是两家单位合作尧
共同推进的一项清洁能源勘查开发与地面瓦斯抽采结合的重点
项目遥该井的目的煤层为中侏罗统窑街组煤二层袁煤层厚度 22米
多袁埋深适中尧含气量大尧资源丰度值高尧赋存条件好袁具有良好的
煤层气开发前景遥经过一四九队前期钻探尧固井尧射孔尧压裂等紧
锣密鼓的准备工作袁该井于 5月正式投产排采袁经过 104天的排
水降压袁9月 11日出现套压产气袁12日 7时放空点火成功遥 截至
点火当天袁已连续产气近 60天袁日产气量近 200立方米袁且呈持
续稳步增加趋势遥

QP01号井的成功实施袁 标志着甘肃局初步具备了煤层气开
采能力遥今后袁甘肃局将继续加强与窑街煤电集团尧甘肃省煤炭资
源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煤层气项目方面的合作交流袁认真学
习尧总结经验袁把该项目及后续项目做成优质工程袁力争在推动全
省煤层气勘查开发方面作出应有贡献遥 任 斌

甘
肃
省
第
一
口
煤
层
气
排
采
井
成
功
点
火

本报讯 11月 1日袁 安徽省煤田
地质局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召开遥
局党委书记尧 局长章立清出席会议并
讲话曰局党委副书记尧机关党委书记郑
怀明主持会议曰局党委委员尧副局长章
云根袁党委委员尧副局长林绪文出席遥

会议指出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袁 深刻阐明了机关党的建设的
重大意义尧使命任务和重点工作举措袁
科学回答了机关党的建设一系列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袁 为新时代加强机关
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遥 全局各级
机关要统一思想尧提高认识袁切实增强
做好全省煤田地质系统机关党的建设
工作的责任感尧使命感遥

针对全局下一步机关党建工作的
开展袁会议强调袁一要落实领导责任遥
全局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抓机关党的
建设主体责任袁 党委书记要履行好第
一责任人职责袁 党委副书记履行直接

责任袁纪委书记履行监督责任袁其他班
子成员认真履行野一岗双责冶遥二要夯
实基础保障遥 局属各单位要认真制订
本单位加强和改进机关党建工作的具
体实施方案袁 成立相应领导机构和工
作机构曰 以建好用好管好活动场所为
着力点袁 加强党员活动室的建设和管
理曰 适时出台基层党组织党建活动经
费管理办法遥三要健全工作机制遥通过
签订党建工作目标责任书袁 进一步明
确党建工作的职责和主体责任遥 坚持
以问题为导向袁 建立定期会议推进机
制遥 局党委将制订出台加强党的作风
和纪律建设尧 在全局开展创先争优活
动尧 对基层单位党委党建工作的考核
办法等三个意见袁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证遥 相关职能部
门要各负其责尧密切配合袁形成齐抓共
管的整体合力袁 为坚定不移推动煤田
地质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治保障遥

徐 晨

安徽局抓好抓实机关党建工作

强调 1项重大战略任务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袁是全党

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公布 2项人事信息
决定递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马正武尧马伟明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刘士余同志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