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袁 由福建省一二一地
质大队承担的福建池园地区矿产
地质调查项目和浒州地区矿产地
质调查项目通过验收遥 池园项目
完成 1 颐50000 水系沉积物测量
451平方千米袁 圈定综合异常 15
处曰1颐50000 高精度磁法测量 462
平方千米袁 圈定磁异常 18处袁推
断断裂 14 条袁 圈定侵入岩体 6
个遥 完成 2个概略检查区和 3个
重点检查区的矿产检查工作遥浒
州矿产地质调查通过 1颐50000 水
系沉积物测量袁共圈定 19处综合
异常袁通过对异常的查证袁见多处
矿化现象袁 并初步确定数处找矿
靶区遥 林明辉 王文琴 张志腾

本报讯 4月 9日袁陕西省煤田物
探测绘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叶中西部复
杂条件煤矿致灾水源探测电法关键技
术曳 科研成果荣获 2018年度陕西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遥
该科研项目主要从地面和井下两

个方面研究了煤矿水害探测中的电法
关键技术问题遥地面煤矿水害探测以将
多种电法方法综合应用为导向袁重点研

究了煤矿采空区及其积水情况的勘探
方法袁探索了提高煤矿水害探测地质效
果的方法和技术袁并已应用于多项重大
勘探工程中袁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曰 井下煤矿水害探测基于全空间袁
完成了矿井瞬变电磁三维数值模拟的
研究袁并在原有基础上将处理解释系统
进行了改善袁实现人机交互和自动报警
信息提示功能遥 刘 江 党飞航

陕煤地质物测公司

一科研成果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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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省煤田地质局一队有这样
一群年轻人要要要他们不忘初心袁 以饱
满的热情投身煤田地质事业袁 把青春
活力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袁 诠释着新
时代年轻人的责任与担当遥 他们用扎
根一线的工作热情尧 不骄不躁的工作
态度袁 努力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出一番
野大事业冶遥

王帅院任劳任怨袁满怀地质情
王帅袁毕业于河北工程大学袁一直

从事野外地质员工作袁 多次冒着严寒
远走边疆遥2012年袁刚刚毕业两年的他
第一次来到伊犁遥那时正值冬季袁伊犁
覆盖着过膝的积雪袁 室外零下二十多
度遥 王帅一个人要同时负责 4个井检
孔的地质及所有取样工作袁 每天大部
分时间都在户外遥面对陌生的地区尧井
检孔严格的技术要求尧大量的样品尧繁
重的工作尧分散的钻机尧满是积雪的山
坡袁他没有退缩遥

白天袁在去钻机的路上袁王帅经常
踏着积雪袁 凭着感觉用双手边挖边寻
路袁等到了钻机袁自己早成了野雪人冶遥
由于温度低袁4个孔有近千块的岩样无
法蜡封袁王帅就用保鲜膜层层包裹袁并
用宽胶带裹严密封遥 因为揭开保鲜膜
和宽胶带时无法戴手套袁 他的手被岩
芯上残留泥浆腐蚀得干裂脱皮袁 加上
冰冷的空气袁早已失去知觉遥

晚上袁 王帅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
帐篷遥匆匆吃过晚饭袁他又开始整理资

料遥屋外寒风阵阵袁不时地吹进帐篷里遥
在伊犁袁王帅用激昂的斗志战胜寂

寞袁用工作的热情抵御严寒袁用澎湃的
青春融化积雪袁为了梦想袁他无怨无悔遥

王帅先后负责过板集地面水文长
观孔工程尧 定远东兴盐矿尧 华塑盐矿
勘探基金项目等地质技术工作袁 曾荣
获 野局先进渊生产冤工作者冶野局优秀共
产党员冶称号遥在全省煤田地质系统地
质员技能大赛中袁他取得了第五名袁荣
获野安徽局技术能手冶称号遥他说院野既然
已经选择了自己的地质梦袁就会不断去
欣赏沿途的风景袁不惧怕人生道路上的
困难遥冶

吴勇院测天绘地袁坚守如一
2010年袁 吴勇走出学校袁 走进了

一队这个大家庭遥 作为一名测绘工程
专业技术人员袁 他深知只有不断学
习袁 才能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遥
他主动学习与地勘相关的测绘知识袁
向书本学尧 向老同志请教袁 积极参加
各类培训遥

2015年袁一队测绘公司成立遥作为
公司的一员袁吴勇主动要求参与望江县
鸦滩镇土地确权项目袁以便更深的了解
工程测绘以外的测绘项目遥外业调查尧
内业成图尧数据库建库尧资料提交袁吴勇
始终奋斗在土地确权项目第一线遥2015
年下半年袁毛集管线探测项目施工时袁
为了避开道路高峰期对探测的影响袁
早上天还没亮袁吴勇和同事们就已经出

发前往测区曰中午袁烈日当头袁别人休息
的时候正是他们探测最忙的时候曰晚
上袁 他和同事们一起整理白天测的资
料袁进行资料分析遥

工作之余袁 吴勇不断丰富自己的
专业知识遥 2018年袁 他通过了注册测
绘师考试袁 取得注册测绘师执业资格遥
他说院野干一行袁爱一行袁自己前行的目
标就是成为一名技术熟练尧经验丰富的
测绘人遥冶

近年来袁吴勇主动承担土地确权项
目尧管线探测尧工程测图尧矿山测量尧变
形监测尧 水利测绘等测绘工作任务遥手
里的测绘工具是他的工作法宝袁夜幕下
的那一片星空是他最爱的风景遥

杨洋院勇挑重担袁敢打敢拼
刚进单位袁杨洋就被安排负责全国

矿产资源储量利用现状调查项目尧全国
矿权核查项目淮南矿区的核查工作袁随
后又负责安徽省地勘基金项目阜东煤
炭预查项目遥该项目涉及现场地质工作
及室内报告的编制工作遥面对大量的核
查和编制工作袁他变压力为动力袁一边
向身边的同事尧 有经验的前辈请教袁一
边查阅资料袁最终出色地完成了报告的
编制工作遥同时袁他也对淮南煤田有了
进一步的认识遥2015 年至 2018 年袁他
主编大小报告 20余个袁 为安徽省煤炭
经济和淮南大型煤炭尧煤电尧煤化工经
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优质可靠的资料
保障遥

如今袁杨洋是一队地质技术研究院
负责人遥他勇挑重担袁打破传统思维袁大
力开拓地勘延伸业袁新接项目 10余个遥
承接了非法盗采评估技术服务袁先后提
交评估报告 5个袁为淮南市非法盗采土
石方违法专项整治行动提供了技术支
撑曰承接了淮南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飞灰固化物填埋场工程建设用地渊含 4
号机组区域冤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
告尧信义淮南市谢家集区望峰岗镇采煤
沉陷区 50MW光伏电站项目光伏区稳
定性分析报告等地灾评估报告袁打开了
地灾评估市场袁并与相关企业建立了长
期的合作伙伴关系遥

在做好部门管理的同时袁杨洋仍不
断学习业务知识袁 发表专业论文 4篇袁
申请了一项发明专利要要要一种小型震
源发生装置遥他编写的叶淮南煤田导水
性岩溶陷落柱发育特征及其控水性研
究曳在安徽局第一届地学论坛会上获二
等奖遥

越过山丘看大海袁 拨云见日光明
来遥一队年轻人正行走在有信念尧有梦
想尧有奋斗尧有奉献的人生路上遥习近平
总书记说院野现在袁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曰
将来袁青春是用来回忆的遥冶唯有不忘初
心袁不负芳华袁把个人青春之梦汇入磅
礴有力的地勘梦中袁个人奋斗的青春之
歌才能奏出最强音遥

近年来袁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一队聚
焦野保障矿产资源安全尧支撑生态文明
建设尧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冶袁坚持需求导
向尧谋划发展转型袁围绕生态文明建设
中心工作转型发展尧创新升级袁在生态
文明建设方面作出了突出业绩袁经过一
次次蜕变推动转型发展袁走上了全新的
发展征程遥

清洁能源勘查攻坚战

伴随着野呜呜冶的声音袁75益的热水
喷涌而出袁水浪翻滚袁气势磅礴袁这是一
队施工的山东省五莲县松柏地区地热
勘查松柏 1号井成功出水的壮观画面遥
钻探施工 50天袁井深 1600多米袁出水
量每日达 2700立方米遥 这是在特殊花
岗岩地层袁裂隙型带状含水层袁对探口
选址尧定井和钻探施工技术的高精度要
求下袁具有突破性成果的地热井遥松柏
1号地热井成功开凿后袁该队掀起了一
股地热热潮遥2018年袁先后完成了三庄
镇龙门崮地下水及地热资源勘查工程尧
陈疃镇地热资源勘查工程尧岚山区黄墩
镇棚山地区地下水及地热资源勘查工
程等地热勘查项目遥

2017年 6月 22日袁一队在地热基
础上进军干热岩地热资源调查评价领
域袁 开展省干热岩地热资源调查评价袁
圈定干热岩勘查开发远景区袁建立干热
岩赋存特征的指标评价体系与勘查技
术体系袁研究地壳热结构与干热岩成因

机制遥通过多因子评价法袁确定了 5个
干热岩异常区袁 并通过野外地质调查尧
电磁尧重力物探手段袁进一步确定干热
岩靶区袁评价干热岩资源潜力袁编写了
叶沂沭断裂带以东地区干热岩调查尧研
究与预测曳项目书袁对全国勘查和开发
利用干热岩地热资源具有良好的应用
前景和推广价值遥

地质灾害治理瞄准亮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遥 近年来袁
一队依托勘探技术优势大力推进露天
矿破损山体治理尧土地复垦及采煤塌陷
区治理尧岩矿绿色矿山建设等工程遥

2017年 6月袁 一队施工滕州市官
桥镇龙山破损山体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工程遥 工程破损山体是龙山整个山体袁
破损面积达 1平方千米袁技术人员通过
油锤削坡造平台尧渣土回填尧修建毛石
挡土墙尧植物绿化及养护等措施进行治
理袁还原矿山开采严重破坏的区域地形
地貌及生态环境袁 增加 1平方千米林
地袁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遥

2017年以来袁 一队完成五莲县叩
官镇张家坪子村 1号废弃采坑地质环
境治理工程袁鲁南快速铁路客运通道临
沂至曲阜段压覆重要矿产调查袁S313
滕县莒县绕城段改建工程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袁日照市安子沟地质灾害治理
设计尧施工袁五莲县户部乡时家沟新村
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袁青

岛市小扒山破损山体工程治理设计与
施工袁滕州市龙阳镇龙山破损山体地质
环境治理监理等地灾项目 200 余个遥

水工环地质调查多项目落地生根

近年来袁一队水工环地质调查领域
落地开花袁实现快速发展遥2017年承担
的内蒙古自治区矿泉水资源普查水文
地质钻探项目袁 钻孔分布在杭锦旗尧呼
包山前尧商都尧赤峰南尧赤峰北尧鄂温克
6个区袁 共设计 16个钻孔袁 设计 2620
米遥 有 12个钻孔完成矿泉水水质的测
试袁水质完全达标袁为内蒙古自治区新
增矿泉水每小时 300.38立方米遥

首次挑战构造活动性调查项目昌
邑-大店构造带渊日照段冤活动性调查
评价项目袁 开展断裂构造带活动性调
查袁分析断裂构造带生成机理袁对构造
活动性发展趋势进行评价预测袁并提出
构造活动性防治对策袁初步建立构造活
动性监测体系袁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提
供安全保障遥完成了微山湖东区地下水
资源调查项目袁实现了水文地质调查工
作零的突破袁掌握了全套野外工作方法
及室内报告编制业务遥承担了山东省国
家地质监测井 14标段袁 山东省地质监
测井渊淄博尧潍坊尧临沂标段冤袁内蒙古自
治区主要城市渊赤峰冤地下水环境监测
网建设项目遥 仅地质监测井一项袁2017
年共监测 103 眼袁 钻探工作量达到
11851.79米遥

开拓土壤污染和调查业务新领域

2018年 5月袁 一队承担包括菏泽
片区 9个区县 1200多个站点袁1600多
个有机尧无机样品采集的山东省土地污
染详查菏泽片区采样任务袁 获得资金
228 万元遥采样工作完成后袁将为山东
省建立完善的土壤污染数据库提供数

据支撑袁并为下一步全省土壤污染修复
治理工作打好基础遥

同年 9月袁一队承揽岚山区巨峰镇
1颐50000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项目遥
该项目提供系统的土壤类型分布及土
地利用现状资料袁为调查及评价工作的
开展提供重要依据袁以及对日照开展绿
茶种植规划提出建议袁为当地调整农业
种植结构尧发展特色优质农产品尧促进
科学合理施肥等提供依据袁助力巨峰镇
地方经济文化生态发展遥

服务乡村振兴驰援打井找水

2019年 1月 14日袁一队免费为莒
县洛河镇安岭社区山水洛园小区提供
打井找水服务遥此前袁村民尝试过多次
打井找水袁但都没有成功袁只能吃 30~
50米的井水袁水中矿化度偏高袁口感发
咸遥 一队得知这一消息后袁
承担起找水打井的重任袁选
派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现场
调查水文地质条件袁在山水
洛园小区周边开展水文地

质调查袁在没有使用任何勘探设备的情
况下袁凭借已往的水文地质资料袁通过
对小区周边各含水层富水性弱分析袁迅
速确定了富水地段钻井位置袁经过三天
的连续奋战袁最终在奥灰岩层打出两眼
近 200米的水井遥根据简易抽水试验推
测袁单孔每天涌水量 2400立方米袁能为
4.8 万人提供生活用水袁 圆了该小区
693户居民喝上甜水的梦想遥

一队服务生态文明建设袁 积极参
与生态环境调查与生态修复袁 探索和
全面实施绿色勘查袁 向干热岩尧 浅层
地温能等清洁能源勘查领域拓展袁 并
科学规划尧 加快调整勘查工作布局曰
发挥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和综合防治方
面的专业优势袁 继续加强地质环境保
护的技术支撑袁 积极参与破损山体治
理尧 土地复垦及采煤塌陷区治理尧 绿
色矿山建设综合整治活动曰 在土壤质
量调查尧 土壤污染防治尧 水工环地质
调查等方面有所作为袁防治生态环境污
染遥同时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袁在打井找
水尧发展乡村地质旅游尧环境治理方面
发挥作用遥 一队立足生态文明建设袁拓
宽地质服务领域袁走出了一条绿色勘查
之路遥

本报讯 渊记者 王伟灿冤 4月 19日袁
记者从河南省煤田地质局二队了解到袁
该队第一季度全力拓展资源类尧 土地
类尧环境类市场袁积极承揽工程项目袁经
济发展成效显著遥

数据显示袁 二队第一季度完成产
值尧对外创收尧利润总额尧新签订合同
额尧 工程款回收分别较 2018年同期增
长 149%尧54%尧146%尧250%尧53%遥

积极履行资源保障职能遥二队承担
的义煤集团洛阳义安矿业有限公司补
充勘探项目和三门峡龙王庄煤业有限
责任公司三采区补充地质勘探项目正
在积极推进中曰正在施工的洛宁县吉家
坡金多金属矿普查钻探项目已完成钻
探工作量 308米遥
绿色勘查成绩显著遥二队承担的各

类煤层气井型钻井工程袁累计投入钻机
9 台袁 完井 24 口袁 完成钻探工作量
15168米遥3月袁 该队 2018钻井队凭借
承担的亚美美中能源有限公司潘庄区
块煤层气项目袁被业主授予野优秀钻井

队冶野最佳配合单位冶称号遥
积极推进土地业务项目实施遥在承

揽实施的 7 个土地业务项目中袁 除了
2018年中标的两个国土野三调冶项目和
三个农村房屋不动产登记项目正在续
作外袁二队还中标了河南柘城农村房屋
不动产登记项目袁签订了河南渑池县农
村房屋登记发证项目政府采购合同遥

拓展环境地质服务空间遥 二队共
承揽环境业务项目 15个遥 承担的郑煤
集团桧树亭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治理施工和登封市金岭煤
矿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两个
续作项目袁 已完成近一半的工作量曰中
标的河南省宝雨山何庄煤矿矿山地质
环境恢复治理项目尧三门峡市黄河南岸
铝土矿渊含黄河湿地冤生态修复工程可
研报告编制项目袁 已展开全面作业施
工遥此外袁该队还联合参与了两个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的投
标工作袁加快了服务全省生态文明建设
的步伐遥

走绿色勘查之路
要要要山东局一队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工程纪实

阴 甘 芬

河南局二队

首季度经济发展成效显著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
要要要记安徽局一队的年轻人

阴 朱 璐

本报讯 近日袁江苏金石稀土有限
公司和江苏中煤长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组织召开月度经济运行分析会遥

会上袁 江苏煤炭地质局副巡视员尧
金石稀土公司总经理林化成指出袁第一
季度以来袁 在稀土金属价格急速下滑尧
整体经济下行尧非洲猪瘟影响尧行业形
势疲软的情况下袁 两家公司实现收入
4.5亿元袁同比增长 44.49%袁考核基本指
标和奋斗指标均超过年度序时进度袁且
3月双双实现盈利遥从第一季度总体经
营情况来看袁两家公司经济运行稳中有
进尧运行良好遥

会议总结了第一季度经济运行三
个亮点院一是经济运行良好曰二是有效

提升了成本管控力曰三是万安炉尧实验
炉稳步推进遥 同时指出了存在的不足院
部分板块没有跟上进度曰高额应收款未
能按时回收曰质量管理仍需加强曰工作
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遥

会议部署了六项重点工作院一是销
售收入实现基本目标 1.5亿元袁力争 1.6
亿元曰二是以财务管控为抓手袁进一步
加强成本管控曰 三是加快 SCR公司破
产清算和野三供一业冶移交曰四是加强公
司仓储管理曰五是加强安全管理袁夯实
管理基础曰六是正确把握市场变化带来
的野危冶与野机冶袁在合规经营条件下袁提
高运营能力遥

马亭华

江苏局金石稀土 长江生物公司

第一季度经济运行良好

近日袁由江苏煤炭地质勘探二
队编制提交的叶沛县地质灾害防治
规划渊2018要2025 年冤曳通过专家
评审遥此次工作区范围为沛县全境
的 13 个镇尧4个街道尧1 个省级经
济开发区和 1 个农场遥 规划以
2017 年为基准年袁 规划近期为
2018要2020 年 袁 规 划 远 期 为
2021要2025年遥 羊玉武 孙楠楠

前不久袁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
勘察研究院承担的 2016年度省级
地勘项目野山东省禹城市袁营地区
铁矿普查冶 成果报告通过评审遥专
家一致认为该项目以高标准完成
了各项工作袁 报告编制水平较高袁
全面展示了区内最新工作及研究
成果遥 沈立军 朱裕振

日前袁安徽省煤田地质局水文
队承担的涡阳县备用水源地勘察
项目完成遥该项目分别采用瞬变电
磁法尧电测深对备用水源地进行物
理勘测袁 实施探采结合井 4口袁稳
定流尧 非稳定流抽水试验 4次袁是
目前涡阳地区农饮水项目中水量尧
水质全达标的工程遥

王新建 车夏光

安徽局水文队

涡阳水源地勘察项目完成

江苏局二队

沛县地灾防治规划通过评审

山东局研究院

袁营铁矿普查项目通过评审

4月 18日袁河南省煤田地质局一队承担的野河南省卫辉市 1颐50000地质灾害详细调查项目冶野外工作通过验
收遥该项目是省自然资源厅 2018年度基础性地质环境调查项目遥评审专家一致认为该项目提交的野外成果内容
全面尧记录完整清晰袁查明了工作区的地质灾害和地质灾害隐患分布袁为卫辉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地质灾害监
测尧防治尧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遥 赵红伟 摄影报道

福建省一二一大队

两矿调项目通过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