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局

6月12日袁山西省煤炭地质局召开野不
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工作会议遥省
委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第八巡
回指导组副组长王志刚出席会议并讲话袁
会议由局党委副书记尧 局长王学军主持袁
局党委书记卫洪平作动员部署遥

会议要求袁 开展好山西局 野不忘初
心尧 牢记使命冶 主题教育袁 一要深化思
想认识袁 提高政治站位袁 切实增强开展
主题教育的政治自觉尧 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曰 二要聚焦重点任务袁 强化政治担
当袁 推动主题教育高标准高质量开展曰
三要加强组织领导遥 郭 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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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王伟灿 通
讯员 麻 蕊冤 日前袁 叶河南省煤
田地质局全面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行动计划曳 出台袁 就充分发挥自
身专业技术优势袁 全面服务全省
乡村振兴战略作出总体部署袁 并
就服务的指导思想尧 重点任务尧
拓展途径和保障措施等提出明确
要求遥

叶行动计划曳围绕重点任务提
出了野五个注重冶院

注重规划引领袁 支撑服务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遥 河南局要求
具备规划资质的局属单位袁做好
与省自然资源厅有关部门的工作
对接袁加强与市尧县自然资源部门
的联系袁 积极参与省村庄规划试
点工作袁 为促进农村全面发展做
好服务遥

注重生态保护袁 支撑服务乡
村生态文明建设遥 河南局积极参
与乡村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袁对山
水林田湖草进行全要素综合整
治曰不断提升设备能力袁大力推进
土壤监测实验室建设工作袁 积极
开展土地质量地质调查尧 土壤污
染调查治理与土地生态环境监测
预警等业务曰 主动与生态环境部
门做好对接袁 积极参与全省地下
水污染防治工作曰主动参与省内
3000 个废弃矿山环境恢复治理
工作袁 对乡村地区的废弃矿山环
境进行治理袁有效增加乡村耕地尧
林地尧园地尧水域等资源供给袁服
务乡村生态文明建设遥

注重资源保障袁 支撑服务乡
村能源建设遥 河南局从国家和河
南省的重大战略需求出发袁调整
找矿重点和工作布局袁 充分发挥
资源勘查和地质找矿优势袁 在全
局逐步推广野绿色勘查冶试点经
验遥建立省部联动合作机制袁编制
省非常规天然气开发行动计划和
地热资源勘查开发行动计划袁为
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矿产资源和
清洁能源保障遥

注重国土整治袁 支撑服务农
业农村生产遥 河南局提出袁 将整
合人才尧 技术尧 设备尧 资质等资
源袁 争取参与省千村整治三年行
动计划 2019年试点工作袁 积极
协助开展省内全域国土综合整治
试点尧 土地复垦尧 土地整治尧 基
本农田保护尧 城乡用地增减挂钩
等工作袁 为乡村地区农业生产提
供基础支撑遥

注重精准扶贫袁 支撑服务脱
贫攻坚遥继续巩固提升脱贫成果袁
对定点扶贫村要要要伊川县平等乡
上元村的帮扶工作要更持续精准
发力遥对已脱贫人口袁强化扶志扶
智袁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遥加强上
元村党支部建设袁 以发展特色产
业等切实有效的措施袁 真正促脱
贫尧防返贫尧抓提升遥

叶行动计划曳要求袁局属各成
员单位要建立健全相应领导机
构袁完善内部工作机制袁明确职责
分工袁相互协商合作袁制定工作方
案袁抓好工作落实遥

河南局

助推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出台

本报讯 渊记者 陈 辉 通讯
员 孟凡辉冤 近期袁 共青团中
央尧 应急管理部决定袁 认定 355
家创建单位为 2018 年度 野全国
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冶袁 江苏长
江地质勘查院技术中心榜上有
名遥 97 家参评的中央企业中仅
26家单位获此殊荣遥

技术中心共有职工 19 人袁
全部为本科及以上学历遥 其中袁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人尧 高级工
程师 8 人尧 工程师 4 人遥 35 周
岁及以下青年 12 人袁 占比达
63%遥 为确保创建活动顺利实
施袁 落实到位袁 勘查院团委牵头
成立创建活动实施小组袁 明确以
创建管理型和技术型青安岗为特
色袁 并制定技术中心 叶全国青年
安全生产示范岗创建方案曳遥

创建过程中袁 技术中心严格
按照 野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冶 创
建要求袁 结合江苏煤炭地质局青
年文明号创建尧 标准化钻机创
建尧 安全生产月尧 安康杯劳动竞
赛等活动袁 全方位营造 野安全生
产袁 青年当先冶 氛围袁 深入开展
野六个一冶 创建工作袁 并建立创
建活动台账袁 设专人管理袁 记录
清晰袁 做到有活动尧 有记录尧 有
效果遥

创建期间袁 技术中心各项目

设青年项目经理 6人袁 兼职青年
安全员 7人遥 他们充分发挥青年
职工示范带头作用袁 将创建工作
融入一线项目安全生产袁 以点带
面将标准化青安岗创建工作覆盖
至各个勘查项目遥 青年项目经理
及兼职安全员带头开展安全宣讲

15 次袁 覆盖生产一线职工 280
余人曰 施工钻机每周召开一次安
全例会袁 并按月开展安全隐患自
查袁 2018 年 5要12 月份共查处
隐患 12处袁 落实整改 12处曰 开
展现场安全教学及室内安全培训

23 次袁 覆盖职工 170 余人曰 开
展施工现场尧 办公区域应急演练
3次袁 覆盖人数 60余人遥

技术中心青年团队充分发挥
青年生力军的重要作用袁 敢打敢
拼袁 锐意进取袁 攻坚克难袁 勇于
争先袁 展现出生产无事故尧 管理
有重点尧 技术有特点尧 效益有亮
点尧 文化有看点袁 各项工作齐头
并进的良好势头遥

江苏局勘查院技术中心

被认定为全国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2019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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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月 31日袁 四川中成煤炭建
设 渊集团冤 有限责任公司顺利中标成都
市金牛区成华南街等 26项排水管网病害
整治非开挖技术修复治理服务项目 渊01
包冤袁 中标金额突破 2000万元遥

该项目是市场上为数不多的投资规
模在 2000万元以上的管道修复项目袁 也
是中成集团管道非开挖项目组成立以来
中标的第三个项目袁 为加快实现城市管
理升级转型发展打响 2019年第一枪袁 同
时也为集团的升级转型带来新机遇遥

2018年 10月袁 中成集团刚成功完成
了成都温江寿安地下污水管网整治修复
工程遥 该工程通过非开挖修复技术袁 对
地下管网进行整体改造袁 不破坏路面尧
减少环境污染尧 减轻交通堵塞尧 节省时
间金钱袁 低噪声作业袁 为四川城市管理
提供了新样本遥

野此次金牛项目的成功中标袁 是中成
集团探索新业务尧 新利润增长点的有效
实践袁 更是集团转型升级发展道路上对
新业务模式的成功探索遥冶 中成集团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袁 该集团非开挖员工将用
实际行动交上一份合格答卷遥

中成集团成立于 1992年袁 持有市政
公用尧 建筑尧 环保等 19 项高等级资质袁
是四川省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拥有
地下管线修复专业设备和作业团队的国
有企业袁 在川内率先采用 UV 修复技术
开展地下污水管网整治修复并取得阶段
性重要成果遥

由 野粗放冶 到 野精细冶袁 为民生尧 顺
民愿袁 由 野被动冶 到 野主动冶袁 中成集团
非开挖人袁 用心 野呵护冶 着城市的运转
与发展遥

由野粗放冶到野精细冶
非开挖技术成市政建设趋势

北京大学一位教授曾说过院 城市管
理是 野天大的小事冶袁 城市是否宜居袁 市
民们不会套用硬指标袁 只会感受身边小
事是否舒服袁 而舒服正是宜居袁 正是和
谐袁 正是文明遥

随着城市建设脚步越来越快袁 各种
市政管线在地下纵横交错尧 层叠密布袁
开挖施工使道路质量变差尧 环境被破坏袁
同时给人们生活尧 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袁
施工成本越来越高遥

野城市地下管线指城市范围内供水尧
排水尧 燃气尧 电力尧 热力尧 通信尧 工业
等管线袁 是保障城市运行的 耶生命线爷遥冶
中成集团一位专家介绍说袁 野城市地下
管线运行较长时间后袁 管道堵塞尧 管体
破损等问题日渐严重袁 管道修复已成为
迫切需求遥 无需开挖尧 修复速度快尧 不
影响交通尧 不破坏环境尧 不影响人们正
常工作和生活的地下管线修复技术应运
而生遥冶

该专家还说袁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于
20世纪 70年代在发达国家兴起袁 之后逐
渐形成产业袁其利用原管位资源袁使旧管
重新获得几十年使用寿命袁具有不影响交
通尧不污染环境等优点袁比开挖法施工周
期短尧综合成本低尧安全性好遥我国上海尧
广州等一线城市在 20 世纪 90 年代逐步
开展非开挖修复技术试点与应用袁广泛用
于穿越公路尧铁路尧建筑物尧河流袁以及闹
市区尧古迹保护区尧农作物和植被保护区
等不允许或不能开挖地区袁 进行煤气尧电
力尧光纤尧石油尧天然气尧热力尧排水等管道
修复遥

这位专家看来袁目前袁国际上比较成

熟的地下管线修复技术主要有原位修复
法渊CIPP冤尧穿插内衬法和螺旋缠绕法袁其
中袁原位修复法的 UV内衬修复技术在发
达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遥UV修复技术即
紫外光固化内衬整体修复工艺遥

紫外光固化内衬整体修复工艺主要
原理是院利用管道检测机器人对地下管道
病害情况进行实时检测袁用铣刀机器人对
病害部位进行处理袁利用牵引绳将底膜拉
入管道进行铺设垫层袁然后利用牵引绳和
绞盘将玻纤软管拉入待修复管道遥玻纤软
管端口安装固定装置渊扎头冤连接气管到
固化作业车尾部袁通过固化作业车向软管
充气袁 软管逐渐膨胀并最终和管壁贴合袁
再将紫外线灯架放入玻纤软管中袁支起灯
架袁点亮紫外灯管袁以每分钟平均 1 米的
巡航速度固化袁然后取出灯架袁对多出部
分管材进行切割处理遥 最后取出上游封
堵袁修复后的管道即可马上投入运行遥

野这种技术袁 无疑值得复制推广尧借
鉴袁通过科学规划建设袁真正发挥海绵作
用袁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袁提高民众生活质
量和幸福指数遥冶一位业内人士评价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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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城市运行野生命线冶
要要要四川局中成集团非开挖修复技术挺起城市野脊梁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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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浪潮下的今天袁 能以无私的工
作态度和忘我的敬业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
无闻地奉献袁 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付出满腔热
忱的人袁值得我们去学习和赞扬遥中化地质矿山
总局河南地质局基础公司项目经理张建平就是
这样一位在平凡岗位作出不平凡业绩的楷模遥

工地上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按照上级党委提出的野支部建在项目上袁党
旗飘在工地上冶的要求袁基础公司党支部在野外
项目上成立了党小组遥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袁张建
平无论是在思想尧政治袁还是行动上袁始终与党
组织保持高度一致遥 尽管平日里项目施工紧张
又忙碌袁他依旧充分利用碎片时间袁不断加强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尧 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
学习袁 把党建学习贯穿到生产管
理中袁 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
格要求自己袁 带头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遥

荣誉源于执着的坚守

参加工作的 16年里袁张建平
一直扎根基层袁 高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袁以身作则袁一丝不苟地贯彻
执行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袁 施工中严格按照规
范及操作规程进行袁 并在工程项目中实行电子
化尧规范化尧军事化尧人性化管理遥他不断总结施
工中获取的先进经验袁并与同事分享袁在项目部
营造了野比尧学尧赶尧帮冶的良好氛围遥只要项目一
开工袁作为项目负责人的张建平便忙碌起来袁没
有节假日袁没有八小时工作制袁吃住都在工地袁
以便随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尧难题袁保
证施工的顺利进行遥自任职以来袁他所参与或主
持完成的各项施工项目均未发生质量和安全事
故袁没有一例环境投诉遥

自从业以来袁 张建平多次荣获中化局和中
化河南局野先进生产渊工作冤者冶野优秀共产党员冶
称号遥 他所带领的项目组多次被评为河南省工
程建设优秀班组遥2019年袁 在河南省劳动模范

表彰大会上袁 张建平笑容灿烂地捧起了省级劳
模的奖状袁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袁这份荣誉的背
后是他所付出的辛苦努力和无数次在项目一线
度过的白天黑夜遥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未到伤心处

2016年袁张建平全身心投入到郑州综合交
通枢纽东部核心区地下空间综合利用工程基坑
支护三标段项目袁 就连孕中的妻子他也无暇照
顾遥 妻子在怀孕 6个月的时候腿上长了一个疥
疮袁 张建平得知后给妻子打电话说院野长个疮应
该没啥事袁我这边走不开袁你自己多注意点啊遥冶
说完便匆匆挂了电话投入到工作中遥几天后袁妻
子的疥疮开始恶化溃脓袁需要进行手术治疗袁否
则会有危险遥可是手术对胎儿的危害很大袁如果
手术失败袁胎儿可能不保遥此时的张建平不得不

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袁心情沉重地赶到医院遥看
到病床上泪流满面的妻子袁内疚尧自责尧无助的
他陷入深深的沉思中遥 他的耳边一直回荡着医
生责备的话院野你这个丈夫是怎么当的袁 疥疮原
本不是什么大事袁 前期只需要到医院开点药就
能解决袁可你是有多忙袁愣是拖到现在这么危险
才来遥现在的情况你也都知道了袁要马上决定治
疗方案袁不要再耽误了噎噎冶一边是他深爱的妻
子袁一边是他们一直期待的孩子遥经过激烈的思
想斗争袁他决定让妻子进行手术遥都说男儿有泪
不轻弹袁只是未到伤心处袁当把妻子送入手术室
后袁 这个铮铮铁骨的男人哭成了一个泪人遥所
幸袁妻子的手术很成功袁胎儿也没有受到太大的
影响袁张建平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遥可在妻子术后
的第三天袁他还是毅然回到工地投入到工作中遥

最终该项目创造了多项公司野第一冶院合同金额
第一袁技术复杂程度第一袁施工现场管理规范程
度第一袁第一次使用地下连续墙支护施工工艺袁
第一次进行地下连续墙施工等遥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近几年袁随着土地越来越值钱袁基坑深度一
个比一个深袁边坡坡度也越来越陡遥每逢下雨袁
张建平都会去巡视基坑边坡稳定情况遥2017年
夏天的一个晚上袁11点左右袁 他负责的一个地
下空间基坑支护项目突遭暴雨袁 他带领队员第
一时间赶到基坑巡视安全遥在狂风和暴雨中袁他
们很快就变成了水人遥在巡视到基坑东北角时袁
他发现距基坑上口线下方 4米处有一漏水点袁
像泉水一样冒个不停遥冒水情况发展得很快袁如
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很可能导致基坑坑壁水土流

失袁造成基坑坍塌遥张建平立即带领防汛小组所
有成员抵达漏水处查找漏水源袁 发现距离基坑
外边 20米处有一个暗渠正源源不断向基坑内
灌水遥 他立刻命令铲车运来水泥倒入暗渠灌水
位置袁 另外让钩机在距离灌水点到漏水点方向
4米处截断水道袁 及时解决了基坑坑壁漏水问
题袁成功避免了一次安全事故遥

创新施工工艺 提高管理水平

2018年袁在郑州地下空间综合利用工程项
目即将完工时袁 公司又把郑州市郑东新区星联
中心项目桩基尧 基坑支护及降水工程这个重任
交给张建平所带领的项目部遥在人员尧设备紧缺
的情况下袁他充分调动尧发挥项目班子人员的特
长袁独立承担项目的主要管理工作遥项目班子成

员时常利用吃饭的空闲时间汇报尧沟通尧汇总袁
针对施工中遇到的质量尧安全尧进度等问题及业
主要求进行商讨袁同时不断探索新材料尧新工艺
在项目中的应用袁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基础上袁不
断改进施工方法袁节约项目开支袁既降低了建设
成本袁又提高了经营效益遥

今年 5月袁 星联中心项目即将完工袁 已连
续跟进两个重点项目的张建平又接到了新的任
务要要要郑州国际金贸中心项目遥 于是袁 还未与
家人团聚几日的张建平再次返回施工现场遥 该
项目工期180天袁 施工跨越整个雨季袁 为避免
雨季到来延误工期袁 他积极组织协调项目组成
员袁 严格监督施工中的每一个环节袁 并结合多
年来的施工经验袁 建立合理的质量尧 安全尧 进
度计划及成本管理保证体系遥 目前袁 该工程正
在稳步进行中遥

张建平说院 野房建袁 打好基
础很重要遥 基础埋得深袁 建筑才
更安全遥 不管是公共服务设施袁
还是咱老百姓的生活住房袁 基础
做得稳固袁 使用起来心里才踏
实遥冶 他还笑说连孩子的名字都
跟自己的职业有关袁 希望将来孩
子能够行得正尧 站得稳遥 对于工
作袁 他始终不忘初心袁 毫无怨

言曰 对于领导和职工的期待袁 他始终如一遥 他
不断发扬敢于承担重任袁敢于拼搏袁勇于奉献尧
克难奋进的精神袁用自己的工作成绩袁践行着一
个共产党员的崇高使命遥

平凡见崇高 细微知精神
要要要记野河南省劳动模范冶中化局张建平

阴 宋 楠 陈 苑

福建局

6月 11 日袁 福建省煤田地质局召开
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动员部署
会遥省委第十二巡回指导组组长叶木凯率
指导组全体成员到会指导曰局党委书记林
杰作动员讲话遥

会议要求袁要加强组织领导袁成立主
题教育领导小组遥局系统各级党组织书记
和班子成员要落实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和

野一岗双责冶袁坚持以上率下袁严格把关袁扎
实推动遥成立 3 个协调督导小组袁对所属
单位主题教育进行协调督促袁开创全局改
革发展新局面遥 叶冰斐

陕煤地质集团

6月 11日袁 陕西省煤田地质集团有限
公司召开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
动员部署会遥公司党委书记尧总经理尧野不忘
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谢
辉作动员讲话遥

会议要求袁这次主题教育时间紧尧任务
重尧要求高袁各单位党组织要高度重视袁把
主题教育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袁摆
上议事日程袁精心组织尧周密安排袁加强组
织领导尧加强督促指导袁要力戒形式主义袁
注重工作实效袁营造浓厚氛围袁从严要求转
作风袁切实推动主题教育高质量开展遥

拓宝生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日前袁 青海
中煤地测绘有限
责任公司邀请省

发展改革委员
会尧 省自然资源

厅尧海东市政府等领导前往西成铁
路施工现场袁观摩西成项目无人机
飞行演示遥

此次共展出旋翼式尧手抛式固
定翼尧垂直起降固定翼等 4种机型
11架飞机遥 项目部负责人介绍了
每种机型的特点及应用情况袁实地
操作无人机开展航空摄影测量袁得
到了省尧市政府部门领导的认可遥

郑 青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