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袁 四川中成煤田物探工程
院有限公司在四川省煤田地质局

野1235冶总体工作思路的引导下袁解放
思想袁转变观念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袁
以科技为引领袁主动升级转型袁逐步从
传统煤勘队伍成长为服务于全社会的
高新技术企业遥

2017年以来袁 物探公司抓住国家
注重生态建设尧 大力提倡绿色发展的
有利时机袁结合自身专业特点袁立足物
探袁主动向绿色地质服务领域延伸袁向
城市地质尧地热尧页岩气尧煤层气等清
洁能源勘探领域进军袁 并取得显著成
效遥公司在转型升级中求生存袁在科技
创新中谋发展袁 探索出一条高质量发
展之路袁逐步形成了野立足四川尧辐射
西南尧拓展北方冶的市场格局遥

提升能力袁打牢转型升级基础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业务拓展的需

求袁物探公司不断加强能力建设遥通过
三年的不懈努力袁 目前公司已经拥有
地球物理勘查甲级尧 固体矿产勘查甲
级尧气体勘查甲级资质袁以及测绘尧水
保监测尧 水保方案编制尧 地基基础检
测尧水利行业工程设计尧工程勘察尧林
业调查规划设计等资质袁 业务领域得
到了拓展遥同时袁公司全面强化规范管
理袁打造野诚信立企冶的企业文化袁坚持
以科技引领企业发展袁2018 年不仅获
得了煤炭行业信用体系评价 AAA 级
证书袁还成功通过了国家野高新技术企
业冶认定遥

野没有金刚钻袁揽不了瓷器活冶袁物
探方法众多袁 物探技术的应用离不开
各种各样的仪器袁 仪器设备是物探技

术的基础袁 也是转型发展和市场竞争
的条件遥 物探公司重视设备的更新换
代袁近年来袁合理计划尧全方位筹集资
金袁先后投入 2000 多万元袁购置了数
控测井地面数据采集系统尧V8多功能
电法仪尧EH4电法仪尧 广域电磁仪尧地
质雷达 SIR-4000尧DB-3A型管涌探测
仪尧 水保监测无人机 尧N2 电法仪尧
Aether大地电磁仪等一大批国内外先
进专业仪器设备遥 各种先进仪器设备
的配备和补充袁 使物探公司装备能力
有了明显提升袁也提升了市场竞争力遥

为更好地将物探技术理论与实践
经验相结合袁进一步提升物探精细化尧
准确化解译袁 物探公司积极加强对外
交流袁不断提升物探科研与应用水平遥
先后与中石油西南局相关公司尧 中石
化西南局相关部门尧 中国地震局地壳
应力研究所尧 中国石油东方地球物理
公司尧东方地球物理公司吐哈物探处尧
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开发局第六地质
队尧 四川省地震局尧 煤田系统兄弟单
位袁以及地方政府和地矿尧冶金等单位
开展交流座谈袁并向其推介物探公司遥
与何继善院士团队组建油气服务工作
小组袁向野两桶油冶推介非震物探技术遥
通过推介交流袁开阔了眼界袁扩大了圈
子袁打出了野四川煤田物探冶牌子遥

从传统煤田物探队伍向科技型油
气勘探服务企业转型升级的过程并非
一帆风顺遥为了争取市场袁公司主要领
导亲力亲为袁 带领各专业技术骨干主
动走出去推介自己袁到野两桶油冶等非
常规油气勘探公司宣讲公司技术优势
和业务服务能力遥通过一次次的宣讲袁
终于获得了相关单位的关注遥 物探公

司通过强化管理袁采取优化措施袁最终
以自身过硬的技术实力和真诚的服务
态度赢得了这些单位的认可袁 也逐步
获得了他们的市场准入许可遥

目前袁 物探公司已分别在中国石
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尧 中国石化西南
石油局西南油气分公司尧 中国石油长
城钻探工程公司尧 中国石油集团川庆
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尧 中国华能集团公
司尧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尧
绵竹市基本建设项目并联审批前置中
介机构等相关方办理了市场准入许
可遥在 16家大型集团公司及政府机构
完成市场准入备案手续并顺利通过年
检遥

求实创新袁科技引领公司发展
物探公司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袁

始终以科技创新来指引道路袁 始终着
眼于物探专业新方法尧 新技术与页岩
气尧煤层气尧油气尧地热等新能源勘探
的有机结合袁以技术创新尧提升公司核
心竞争力为导向袁 实现公司可持续高
质量发展遥近年来袁公司科技研发和技
术引进成果丰硕遥仅 2018 年袁就获得
了 1项发明专利袁7项实用新型专利和
2项软件著作权袁知识产权成果的应用
给公司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袁 对市场开发也起到了积极推动
作用遥

物探公司院士工作站成立以来袁
依托院士团队雄厚的技术支撑袁 短短
三年时间袁公司将已经荣获 2018年国
家发明一等奖的广域电磁法相继推广
到了湖南尧甘肃尧新疆等地袁在页岩气
调查尧 地热资源调查等方面均取得了

不错的成果遥 在甘肃地热资源勘探项
目中袁地温梯度增温袁当地热勘查深度
大于 2000米时袁传统物探手段纷纷失
效袁 广域电磁法却可以发挥它大深度
及对水灵敏度高的特性袁 精准刻画储
热地层白杨河组的展布形态及埋深袁
与附近钻孔吻合度高袁 起到了指导精
准布钻的作用遥

一直以来袁如何快速尧准确地探测
出管涌渗漏入口是一个难题遥 何继善
院士在总结多年探测方法尧 仪器研究
的基础上袁 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探测堤
坝管涌渗漏隐患的方法要要要流场法袁
并基于该方法研制了 DB-3A管涌仪遥
这也是目前国际上唯一能在汛期条件
下袁快速尧准确探测渗漏管涌的方法遥
物探公司项目重心除了在页岩气勘查
等领域外袁 也加快了对新技术新方法
的引进尧消化和应用袁并成功将该方法
和仪器应用到了项目中遥

物探公司的测井专业有着 60 余
年光荣历史袁但是袁公司过去在测井领
域主要局限于煤田常规测井袁 市场也
主要集中在西南片区遥 为应对地勘市
场的不景气袁 以及煤炭资源产能过剩
造成的煤炭勘探程度急剧降低的大环
境袁 物探公司在拓展测井市场和测井
方法方面狠下了一番功夫遥近年来袁公
司先后完成了 50 余个页岩气尧 煤层
气尧 天然气水合物等非常规油气测井
项目遥 通过对西藏羌塘盆地尧
四川盆地及南方地区开展油
气尧 页岩气和煤层气测井工
作袁在油气尧页岩气尧煤层气和
工程勘察等领域袁测井评价技
术日趋成熟遥如今的物探公司

已从传统尧 单一的煤炭测井市场升级
转型至更广阔的油气尧非常规油气尧页
岩气尧工程等测井领域曰从几种煤田测
井参数向多参数尧 多方法的综合测井
参数拓展曰 从以往的普通测井设备升
级成具备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新型数字
测井设备遥除了在四川尧重庆尧贵州等
市场精耕细作外袁还成功开辟了湖南尧
西藏尧 青海等地的非常规油气测井市
场遥

目前袁 物探公司业务领域进一步
拓宽袁 开展了工程地震等多个类别的
项目遥在昌都浅层地震反射施工中袁公
司根据城区工作开展条件袁因地制宜袁
改装制作了适合城区施工的检波器袁
运用重力原理袁 使用铁饼改装检波器
器尾椎袁 改善了检波器在硬化路面的
耦合效果袁 解决了常规检波器在城区
施工接收效果不好的问题曰 查明了测
线第四系覆盖层厚度和隐伏断层袁通
过钻孔验证袁覆盖层厚度吻合较好袁为
整个城区开展的地震评估工作提供了
基础资料遥

新时代筑就新机遇袁 新机遇铺架
大舞台遥面向未来袁高质量发展是物探
公司永恒的主题袁 转型升级是物探公
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袁 科技创新是物
探公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遥 公司将一
步一个脚印袁向着做优做强科技型尧特
色专业公司而奋力前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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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级 发 展 路 更 宽
要要要四川煤田物探公司以科技引领促高质量发展

阴 邹忠平 陈 静

周宁袁2012 年 8 月毕业于江西应
用技术职业学院袁这所原名野赣州地质
学校冶的地质类大专院校培养出了一大
批有名的地质学者袁江西省煤田地质局
测绘大队也有不少职工来自这里遥这个
来自野赣州地校冶的小伙子袁没有给自己
的校友和前辈丢脸袁在测绘大队干得风
生水起袁让人点赞遥

从稚嫩到成熟

周宁毕业后就进入队测绘工程院
分宜办事处工作遥回忆起七年前的那个
时候袁周宁感慨良多遥

分宜办事处刚起步时条件特别差袁
他住在 30元一晚的小招待所里袁 一闲
就是一个多月遥 虽然不用干活就能拿
到工资袁 但想学习尧 想做事的心得不
到满足袁 他心急如焚遥 好在办事处随
后就给他安排了工作袁 每天奔波在野
外搞测量很辛苦袁 但能学以致用让他
觉得十分安心遥

刚到分宜做项目时袁分宜县国土资
源局对新来的年轻人不怎么认可袁分管
领导尧相关科室配合度不高袁办起事情

来很不顺利袁曾经遇到过一个星期都拿
不到一个数据的情况遥经过这几年的工
作接触袁周宁自豪地说院野我和他们现在
都是朋友一样地相处袁交给我们的项目
他们没有不放心的遥 冶

现在的周宁袁俨然是分宜办事处的
一面旗帜袁出得了外业尧做得了内业尧挑
得了大梁尧干得好管理遥七年时间袁小伙
子从稚嫩到成熟袁跨出了一大步遥

从非专业做到专业

作为一个测量专业的科班生袁周宁
原本认为他的工作就是围绕测量展开遥
没想到袁工作才几个月的周宁一调到分
宜三权项目部袁领导就让他负责项目的
建库工作遥 当时袁三权项目建库软件刚
下发袁从没接触过这一领域的周宁根本
无从下手遥 好在小伙子没有迷茫太久袁
他说院野当时院里在二三十人里选中了
我袁我也希望把事情做好遥 虽然有些迷
茫也有些害怕袁 但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坎袁不会就问队里的其他人曰队里的人
不会袁就去问外面的人遥 冶所以袁希望把
事情做好的周宁用自己的野笨冶办法解

决了所有问题遥
加班遥一个人老老实实地在办公室

里研究软件说明书袁一个快捷键一个快
捷键地摸索袁逐步熟悉了软件遥

请教遥 身边人没有会用这个软件
的袁 他就向其他项目的技术人员请教袁
先上门拜访建立联系袁再用打电话的方
式寻求帮助遥

现在的周宁袁 已是分宜办事处数
据建库的一把好手袁 也成了别人请教
的对象遥

舍小家顾大家

一向淡然处世的周宁袁 最近也开
始着急上火了遥 办事处先后承接了分
宜不动产数据整合尧 分宜农房尧 分宜
野三调冶 三个大项目袁 每个都是紧急
的尧 有时限的袁 所有能够抽调的人手
全部压到了项目上袁 却还是达不到要
求遥 嗓子都急哑了的周宁向院本部寻
求帮助院 有没有经验没关系袁 再给我
加几个人吧浴 可是袁 院里新上了很多
项目袁 根本没有多余的人手可以调配遥
人员不足但工作进度不能延迟袁 周宁

只能带头加班加点袁 吃住在项目部袁今
年已经连续百天没有回过家了遥

其实袁 周宁早就在南昌买了房袁
新婚的妻子也在南昌工作遥 两地分居
的实际情况使得身怀六甲的妻子只能
周末奔波于南昌与分宜两地遥 就是这
样袁 周宁也没有更多的时间陪妻子袁
她只能在项目部办公室守着袁 才能看
到自己的丈夫遥 周宁也希望能调回南
昌本部袁 结束与妻子两地分居的情况遥
但是袁 在这样的情况下袁 小伙子说出
的话还是那样的朴实院 野院里需要我
们扎根基层袁 我们就在地方好好干遥
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嘛袁 耶我们是革命
一块砖袁 哪里需要哪里搬爷遥冶

年轻的周宁袁 就是我们身边爱岗
敬业的好人袁 是我们身边的英雄遥 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院 野在这个属于
奋斗者的新时代袁 只要执着坚守尧 奋
力逐梦袁 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机会成为
自己的英雄遥冶

做自己的英雄
要要要记江西局测绘大队职工周宁

阴 吴晓婷

音5月 31日袁甘肃煤田地质局
以野防风险尧除隐患尧遏事故冶为主
题袁及时制定印发叶2019年野安全生
产月冶和野安全生产陇原行冶活动实
施方案曳袁 要求各下属单位牢固树
立安全发展理念袁增强全员安全意
识袁 进一步提升干部职工安全素
质袁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袁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袁 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袁有效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遥

何 天

音6月 14日袁中化地质矿山总
局河南地质局开展了线上安全知
识竞赛活动遥本次知识竞赛采取抢
答的方式袁工作人员将相关问题发
送至工会微信群中袁第一个给出正
确答案的职工为获奖者遥内容包括
国家尧中化局和河南局的安全规章
制度袁安全管理尧应急救援等常识袁
地质勘探尧工程勘察尧基坑支护尧实
验室等专业知识遥 边 亮

音6月 6日袁 江苏长江地质勘
查院举行了以野防风险尧除隐患尧遏
事故冶为主题的安全生产月活动启
动仪式暨动员会遥 在启动仪式上袁
该院院长尧安委会主任刘军带领职
工在野防风险尧除隐患尧遏事故冶主
题横幅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姓名袁
表达了确保安全生产的信心和决
心遥 周国兴

音近日袁陕西煤田地质油气钻
采有限公司开展第十八个安全生
产月活动遥本次活动以野防风险尧除
隐患尧遏事故冶为主题袁 组织开展了
系列活动袁营造浓厚氛围要要要开展
专家专题讲座尧安全研讨等安全教
育活动曰 举办安全生产承诺签名活
动曰观看安全生产事故典型案例警
示教育片曰开展井喷尧消防尧防汛等
应急预案演练活动曰开展安全文化
作品征集活动曰开展员工岗位作业
安全风险告知和查找隐患活动等遥

贺晓强

音近日袁甘肃煤田地质研究所
矿山安全检测室顺利完成张掖市
宏能煤业有限公司花草滩煤矿主尧
副立井钢丝绳检测袁实现了整绳全
覆盖检测袁为煤矿企业的平稳安全
生产提供了保障遥 蒋 照

音6月 3日袁 福建省一九六地
质大队沙县基地管理处积极开展
小区附近边坡治理工作遥此次治理
工作主要针对小区后山高陡边坡袁
在边坡沿途竖立栏护网并增设警
示牌袁把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遥

谭贵州

本报讯 近日袁 浙江煤炭地质局
与第一勘探局开展财务工作交流遥 双
方就项目核算尧业财融合尧会计基础尧
野两金冶压控尧专项工作尧全面预算尧财
务信息化建设尧财务人员管理尧筹融资
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袁并
分享了各自的工作经验遥 同时袁 浙江

局还到一勘局部分基层单位进行了现
场会计基础工作观摩交流遥

通过交流袁双方加深了了解袁在项
目管理尧 风险防范等方面起到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遥双方表示袁希望强化后期
业务联系袁 尤其是基层单位的互助交
流袁同学习袁共进步袁强基础遥

本次交流袁也是一勘局尧浙江局在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领导下袁 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袁深入推进业财融合袁完善
财务内控体系袁加强会计监督袁不断提
升财务信息化水平袁 加强财会队伍建
设袁打造价值创造型财务的有力举措遥

刘育战

浙江局与一勘局

互交流同学习 强基础共进步

本报讯 6月 12日袁 在 2019 年
稀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发展高峰
论坛期间袁 江苏金石稀土有限公司
与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政府签订投资
协议袁 正式启动稀土合金建设新项
目遥

签约期间袁 江苏煤炭地质局局
长蔡卫明与出席论坛的中国工程院

院士李卫尧 中国稀土行业协会秘书长
杨文浩尧 济宁市副市长张胜明等学者
和领导进行会谈袁 并共同启动开幕仪
式球袁 宣布 野发展窑机遇窑挑战要要要
2019 年稀土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
链发展高峰论坛冶 正式启动遥

据悉袁 本届高峰论坛由山东省稀
土行业协会主办袁 以 野绿色发展尧 协

同共赢冶 为主题袁 旨在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稀土产业精神袁 进一步
提高我国稀土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
发展水平遥

江苏局副巡视员袁 金石稀土公司
总经理尧 党委书记林化成与梁山县人
民政府副县长王庆明代表双方签约遥

程 保

江苏局金石稀土公司与山东省梁山县

举行产业合作签约仪式 音6月 13日袁安徽省煤田地质
局三队六盘水页岩气项目遵照安
全生产月野安全第一袁预防为主袁综
合治理冶有关要求袁结合实际袁开展
有毒有害气体防治演练活动遥旨在
提高项目人员对有毒有害气体泄
漏事故处理的综合指挥能力尧快速
反应及应急处理能力袁 保证人身尧
设备安全遥 蔡向南

近日袁第一勘探局光华公司邀请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急救科医
生为全体职工进行应急救护知识培训遥 在医生的指导下袁参加培训的
职工依次在仿真人体上操作实练了人工呼吸尧胸外按压排除异物梗阻
等技术袁医生在现场就操作手法和注意事项进行了指导遥

赵海健 摄影报道

6月 13日袁辽宁省东煤地质一〇一队有限责任公司安监部和保卫
部联合组织全体职工在南厂区开展消防演练活动遥首先袁保卫部部长
尚洪学围绕野珍爱生命袁远离火灾冶的主题袁对全体职工进行防火知识
培训遥随后袁进行了初期火灾灭火器实际演练遥

孙红辉 摄影报道

近日袁航测遥感局安委会结合基地园区消防安全管理现状袁部署
了 3S基地消防系统安全管理工作袁 聘请专业消防维保单位对消防控
制系统尧消防设施和器材进行了全面检测遥

冯 磊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