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 4月 23日袁勘查研究总院召
开专项职工大会袁审议并通过了叶总
院岗位体系及职工薪酬管理暂行办
法曳遥党委书记尧院长谭克龙指出袁勘
研总院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袁 实现
从依赖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生存到向
市场要效益的转变遥 副院长谢志清
对该办法出台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
容进行了说明遥最后袁与会职工进行
了现场投票表决袁全票通过该办法遥

陈昊沅

本报讯 4月 29日袁由韩城市能源局主办尧陕西省
质一三一煤田地质有限公司协办的韩城市地热能开发
利用规划专家论证会如期召开遥

会上袁韩城市能源局党委副书记张建斌尧陕西省煤
田地质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雷鸣尧 陕煤地质一三一
公司总经理柴宏有致辞遥陕煤地质一三一公司叶韩城市
地热开发利用规划曳编制项目技术负责人张玉贵对叶规
划曳进行了汇报曰各专家及政府相关部门经过讨论袁论
证了韩城市地热能开发利用总体规划的可行性袁 并为
后期修改叶规划曳提出了符合实际并可操作的意见和建
议遥专家组论证后一致认为院该叶规划曳符合韩城市地热
能开发利用发展需求袁论证通过袁并同意经适当修改后
可上报韩城市政府审批遥

该叶规划曳分近期尧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对韩城地
热资源进行开发利用遥 规划区分为保护区尧 鼓励开采
区尧一般探采区与矿山区遥鼓励开采区主要包括浅层地
热能适宜区袁位于韩城断裂以东尧黄河湿地保护区以西

的断陷区袁面积 239平方千米遥结合韩城市市政规划尧
利用规模等袁划分出高新区尧经开区等 7个鼓励开采分
区袁每个分区分别规划 3耀4个供热站袁总计 27个供热
站遥 这些能源站的建立将会进一步改变韩城市能源供
给结构袁改善当地环境状况袁为韩城市治雾降霾尧打赢
蓝天保卫战奠定良好基础遥

会议结束后袁 韩城市各职能部门代表及地热专家
实地考察了由陕煤地质集团投资尧 陕煤地质一三一公
司建设运营的西庄派出所地热项目尧野地热韩城冶1号
能源站项目遥其中袁西庄派出所地热项目为浅层地热能
利用项目袁系统已运行三个供暖季尧两个制冷季袁运行
效果良好遥野地热韩城冶1号能源站项目为韩城市第一
个中深层地热能供暖项目袁共施工两口地热井袁一口直
井和一口定向斜井袁 已施工完成的直井井深 3315.60
米袁 井口水温 81益袁 水量达每小时 50立方米袁 并于
2018年进行供暖试运行袁运行效果良好遥

麻银娟 张玉贵 杨 娜

改革争先 扬帆远航
要要要山西局一一四院金地资源公司发展纪实

阴 崔永伟 贾远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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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迷茫

随着国家事转企改革的推进袁 野地质勘查冶
这块让人羡慕的金字招牌袁 野勘探工人冶 这一
令人尊敬的光荣称号噎噎所有这些曾令人感到
自豪和骄傲的光环袁 正逐步消失遥 在市场经济
大潮冲击下袁 陈旧落后的体制已不堪重负袁 脆
弱滞后的机制更无能为力袁 仿佛一切都在市场
经济这面 野魔镜冶 前变了形尧 走了样遥

2018年 3月袁在山西省煤炭地质局尧山西省
煤炭地质一一四勘查院两级党委的关注下袁山西
省地勘业事转企首个试点单位要要要山西局一一
四院金地资源勘查开发公司正式运营成立遥 金
地资源公司作为运营试点袁能否顺利运行发展关
系着地勘业转型的成败遥 面对这个野新生事物冶袁
谁会临危受命尧尝试担当钥 人们都在左右观望畏
步不前遥人心思变尧人心盼变袁可如何改尧谁来改尧
怎么改钥 在困境中大家寻觅着尧 渴望着袁 都期
待着能有奇迹出现噎噎

给我一条时代的纤绳袁 金地资源公司这艘
改革的巨轮我来拉浴 好一个 野我来拉浴冶 犹如一
声惊雷袁 这是一个真正男子汉的宣言遥

就是这一声 野我来拉浴冶 黄广林在全院职工
的注目和期盼中袁 在局院两级领导的重托下袁
挑起了金地资源公司这副重担遥

2017年年底袁 在一个瑞雪纷飞的冬日袁 金
地资源公司讨论座谈会在人们的期待中召开了遥
大家都想知道这个新带头人在想什么袁 都想听
听这位新当家人会讲些什么遥 座谈会上袁 黄广
林提出了 野降本增效尧 奋发有为冶 的号召袁 发
出了 野我们要敢为人先冶 的呼唤遥 大家的热血
沸腾了袁 一股空前的敬业热情在金地资源公司
内传递着遥

短短一年袁 满天的阴霾已渐渐散去袁 冬日
的迷茫也慢慢消失遥 干部职工目标明确尧 步调

一致遥 尽管路途遥远尧 道路艰难袁 但大家相信
付出就会有回报尧 努力就会有希望遥

春天的脚步近了袁 春天在全体干部职工的
盼望中终于来了遥

春天的故事

走过了冬日的迷茫袁 我们终于看到了明媚
的春光遥

春天意味着改革袁 意味着希望袁 孕育着未
来遥 为了金地资源公司这艘巨轮能迅速扬帆远
航袁 公司以 野深化改革袁 激发企业活力冶 为目
标袁 在公司内部各部门展开人事尧 分配尧 经营
模式为主的改革袁 突出生产部门的自主性和主
动性袁 优化资源配置袁 制订科学合理的分配方
案袁 突出绩效袁 使公司整体效益最大化遥 公司
党支部以 野改革创新尧 奋发有为冶 大讨论为契
机袁 引导全体职工解放思想尧 认清形势袁 破除
长期以来形成的僵化保守思想遥 野小机关尧 大
实体冶 野一岗双责尧 人尽其能冶 等新制度相继
出台袁 公司企业化改革吹响了新征程的冲锋号遥

吴明云尧 丁开云尧 王四平等一批懂业务尧
善经营尧 会管理的高素质人才走上了领导岗位袁
这些新鲜血液的注入袁 为金地资源公司带来了
无限的生机和活力遥 这批新生力量的涌现袁 为
公司的良好发展奠定了基础遥

就像新生事物必须面对诞生过程中的阵痛
和艰辛一样袁 改革也同样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来
自各方面的阻力遥 可为了金地资源公司的前途袁
总经理黄广林等领导班子成员毫不畏惧遥 因为袁
野责任重于泰山冶 是他们心中不倒的信念袁 全院
职工的关注和期盼是他们勤政廉政的动力遥 就
这样袁 金地资源公司新一届领导班子在人们心
目中树立起了形象袁 成为大家榜样遥

金地资源公司的大胆改革与创新袁 受到了
山西局的关注遥 局党委书记卫洪平来到该院这

样说道院 野一一四院事转企迈出了勇敢的第一
步袁 改革是痛苦的尧 是艰难的袁 但最终定能获
得成功遥冶

金地资源公司已经从生机盎然的春天走向
了绚丽多彩的夏天浴

夏日的热烈

在绚丽多彩的夏天袁 一首气势磅礴的改革
交响曲在黄广林的指挥下已经奏响袁 每个职工
都成了激情跳跃的音符遥

公司 6号钻机被山西局授予 2018年度基层
先进集体称号遥 殊不知袁 在这赞誉的背后袁 是
机长杨建栋尧 班长赵彦青等职工长达一年不回
家袁 每天与大家一起工作在钻机遥 工程部的白
娟尧 李丽娜尧 赵永霞袁 技术部的张凯尧 程子恒
等职工袁 为了及时制作和提交优质的招标合同
和地质报告袁 克服了许多困难袁 放弃了许多与
家人的休闲时间遥 黄辰涛尧 李相梁等一批技术
人员袁 在野外一待就是一个多月遥 赵超尧 张伟
等同志在沁水施工区期间袁 从没有因为自己的
事休息过一天遥 公司后勤人员申建伟尧 姚存刚
等职工不分节假日坚守岗位袁 充分保障一线生
产的正常材料供应遥 机修厂职工们恪守信誉就
是第一市场的原则袁 不辞劳苦尧 加班加点袁 确
保如期交货遥 财务部的唐小亮尧 梁清宇尧 王玖
瑗尧 张馨这些青年职工们袁 一丝不苟地遵循着
野做账准确尧 核算精确冶 的岗位格言噎噎类似这
样的 野小人物冶 还有很多很多遥

现在的金地资源公司发生了巨大变化袁 机
构设置分工明确袁 改革措施具体科学袁 职工之
间团结高效袁 公司形成了积
极向上的浓厚氛围曰 一批大
型设备如期投入使用袁 使得
公司实力如虎添翼遥 同时推
出了一系列人才激励机制曰

公司各部门根据需要设置相应岗位袁 定员定岗尧
人尽其才袁 一岗多责遥

正应了那句话袁 领导变尧 观念变袁 作风变尧
面貌变遥

金秋的憧憬

通过2018年的运行袁 金地资源公司在发展
思路上作出了及时调整袁 增设了市场部和工程
二部袁 完善了公司结构的合理配置遥

市场部科学落实项目管理袁 捕捉市场信息尧
强化招投标管理尧 合同管理曰 工程二部大钻开
始进军深孔市场袁 走出山西袁 在未来形成新的
市场增长点曰 深入项目管理袁 强化项目经理责
任制袁 层层签订责任书袁 职权利明确清楚曰
野地质服务+冶袁 积极闯出市场袁 加大公关和营
销力度袁 培育新的增长点曰 机械加工打破传统
单一的加工业务袁 大型整体厂房制作尧 煤机维
修及配件加工袁 多元化加工制作已逐步与社会
厂商对接袁 即将形成美好的市场前景遥

金秋是收获的季节袁 我们憧憬着袁 2019的
金秋必会硕果累累浴

未来属于我们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袁 要做就做第一流的地
勘企业公司遥 这是每一个金地资源公司职工都
应该具备的志气和胆量袁 并应为此目标洒尽汗
水尧 无怨无悔浴

人生就是一次艰难的跋涉袁 事业就是一次
壮丽的出海袁 让我们踏上征程去创造辉煌袁 金
地资源这艘巨轮让我们一起来拉浴

日前袁第一勘探局一一九队山西项目部铲车司机班的青年职工们袁利
用业余时间对该项目部所有的铲车进行了全面安全检查及保养遥

刘 鹏 李 颖 摄影报道

项目施工 测量先行
要要要江苏局环境公司白家庄矿项目施工日记

阴 欧阳秋山

为确保伊朗磁铁矿项目圆满完成袁 江苏煤炭地质局物测队在施工人
员抵达工地后袁面对工地海拔高尧地形复杂尧施工安全风险高的情况袁立即
组织开展了摔伤安全应急演练袁加强施工人员安全意识袁提高全员安全应
急处置能力遥 王建林 李 哲 摄影报道

前不久袁青海煤炭地质勘查院安全环保部与组织人事部联合举办了
2019年度消防应急演练暨野外出工动员会遥教官讲解了水基灭火器的原
理及使用方法袁使职工掌握了灭火器正确使用方法袁进一步增强了职工
的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自救能力遥 芦慧颖 摄影报道

陕煤地质一三一公司协办韩城市地热能开发利用规划论证会

本报讯 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渊集团冤一一七有限
公司钻探工程公司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袁 由仅能使用
2台钻探设备袁发展为可使用钻机 10台袁改变了一一
七公司仅以探煤为主业的现状袁扩大了勘探市场遥

两年来袁钻探工程公司制定并不断完善了叶钻探工
程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办法渊试行冤曳曰细化了公司内部人
员管理尧 项目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袁 明确了人员岗位职
责袁为钻探生产提供制度保障曰通过加强内部管理袁剔
除了常年泡病号尧有岗不上班的人员曰招聘社会钻探人
员袁目前临时聘用人员 27人袁在岗人员 28人袁现有钻
探人员 56人遥

钻探设备方面袁2018年新增钻探设备 4台 渊套冤袁
当前钻探工程公司拥有完整的 10台渊套冤钻探设备袁随

时可投入使用遥经过设备改造袁2台钻机可用于煤勘浅
孔尧多金属勘探项目袁于 2018年投入使用袁运行状态良
好遥通过水源 1000钻机的维修袁当前拥有 2台大孔径
施工设备遥逐步将水源 2000钻机配套设备向石油设备
靠近袁为勘探天然气打下坚实基础遥

为了使钻探生产达到了低成本尧低消耗运行袁钻探
工程公司还积极与材料生产商取得联系袁 减少中间商
差价遥同时与朝政泥浆厂家尧黄海机械厂等单位建立良
好合作关系袁为钻探生产免费提供技术指导遥

通过近年来的运行袁 钻探工程公司目前勘探设备
较为完善袁钻探人员较为充沛袁为 2019年度钻探施工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遥

霍 红

内蒙古煤勘集团一一七公司钻探工程公司扩大勘探市场实现迅速发展

音 4月 28日袁中煤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举行专家聘任仪式遥 副总经
理龚财君向新受聘的五名专家表示
祝贺并为他们颁发聘书遥他指出袁专
家评聘工作意义重大袁 在以后的工
作中袁 要加强专业理论学习和行业
发展趋势研究袁 不断提升专业化水
平曰充分发挥专家的价值和作用袁争
取在科技工作中有更大作为遥

田 敏 周 炜

音 4月 25日袁航测遥感局 In鄄
SAR技术论坛举行遥 航测局首席专
家万余庆介绍了 InSAR 技术在遥
感尧 矿山形变监测和自然灾害监测
等方面的研究与应用遥随后袁局地下
空间公司尧工程监理咨询分公司尧智
慧矿山分公司的技术人员分别就

InSAR技术在道路病害体监测中的
应用尧 矿区沉降监测等内容进行了
交流遥交流会气氛活跃袁大家对 In鄄
SAR成果的可靠性尧需求现状尧应用
领域及各自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探
讨遥 庞玉哲 薛海红

音 4月 25日袁随着档案被逐渐
分类整理袁 江西省煤田地质局机关
从南昌市青云谱区三店西路老办公
场所搬迁到新办公地点的工作接近
尾声遥 新办公地点位于南昌市九龙
湖绿地国际博览城 5号楼遥 新办公
地点除局机关外袁 全局还有三家新
迁入的单位袁分别是测绘大队尧江西
中煤建设集团尧华昌企业遥

刘 玄

音 为践行野美丽地球冶和野生态
建设劲旅冶发展理念袁前不久袁中煤
长江地质集团有限公司与南京贻润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共建
中贻环境技术研究院渊江苏冤有限公
司协议书遥 双方表示袁 将以此为契
机袁加快合作公司建设尧完善组织机
构袁尽快落实具体项目袁推进平台公
司正式进入实质性运营遥

平立华

音 4月 29日袁 湖南省煤田地
质局二队队长曹新苗一行到重庆
一三六地质队交流转型发展工作袁
洽谈合作事宜遥 双方就人员结构尧
隶属关系尧资质管理等进行了深入
探讨遥双方表示袁地勘单位在改革
发展过程中袁 有很多共性问题袁希
望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交
流尧相互借鉴尧共享资源袁促进合作
共赢遥 曾 艳

音 近日袁福建省国土测绘院一
项科技成果野自然资源确权辅助处
理工具冶袁 获得国家版权局软件著
作权登记遥该软件旨在解决自然资
源确权项目各类数据处理难题袁提
供图形与报表自动生成尧数据格式
快速转化等实用功能袁提高生产效
率和成果的质量袁为自然资源确权
及其他相关项目的数据生产提供
有力支持遥

赖建智 罗冬梅

随着手机中欢快的旋律在耳边响起袁 迅速地起
床尧洗漱噎噎一天的忙碌时光就这样拉开帷幕遥早饭
虽然简单袁却不能马虎袁大量的野外活动袁比一般人
需要消耗更多的卡路里遥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满山头袁我们已开完晨会遥
规划好一天的工作内容之后袁 大家便马不停蹄地扛
起仪器和脚架到达现场袁开始紧张忙碌的工作袁这是
项目前期最重要的一部分要要要测量放线遥

清明已过袁倘若是在江南袁应该已是一片樱花盛
开尧海棠绽放尧山青水绿的景象了遥但是位于黄土高
原的白家庄矿项目施工现场袁万物还没有完全苏醒遥
天很蓝袁风却很大袁时不时地裹着松散的沙尘袁像漩
涡一样游走在山间遥项目部成员穿着厚厚的冲锋衣袁
在荆棘和峰峦间穿梭袁 忙碌的身影奔波在太原白家
庄项目治理区的各个分区上遥

项目施工袁测量先行遥测量是工程的先导袁没有
准确的测量数据袁施工便失去了可靠的位置参照遥作
为工程的野眼睛冶袁测量人员一刻也不敢马虎袁无论多
么艰苦尧多么劳累袁大家都一丝不苟地记录着测量数
据袁确定好准确的位置袁做好标记袁这是一个地勘人
必备的职业素养遥

白天现场放完线袁晚上的工作接踵而至遥除了要
完善内业资料袁还要计算好第二天需要放样的数据袁
这样在白天就可以省去现场计算的时间袁 提高工作
效率遥

夜深人静袁项目部却是灯火通明袁安静的办公室
里袁 鼠标有节奏的点击声显得更加清脆遥 电脑屏幕
前袁测量人员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袁在软件上准确地
标识着点位噎噎就是项目部成员的一天袁 忙碌充实
又普通平凡的一天遥

登上高高的
山顶袁项目部成员
望着白家庄项目
治理区袁自豪感和
满足感油然而生遥
沧海桑田袁岁月变
迁遥 二十年前袁这
里还是一片繁忙的矿区袁 数以万吨计的煤炭资源得
以重见天日袁服务着国家能源资源保障遥如今袁地质
人深刻践行着习总书记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冶这一理
念袁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精湛技术袁让这片土地见证
着野不毛之地变绿洲冶的奇迹遥

风儿扫过脸庞袁空气中还有些许尘埃的味道袁耳
边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回响院 我们一定会将这片土地
变得生机盎然袁让这里焕发出勃勃生机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