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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风险 除隐患 遏事故
要要要各煤炭地质单位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渊上接第一版冤

发挥优势袁助力地方发展
地质勘查工作是重要的基础性尧先

行性工作遥近年来袁煤勘院瞄准优势矿
种和国家紧缺战略矿种的勘查袁加强铁
等多金属矿普查袁充分发挥地质专业技
术优势袁有效夯实地勘主业袁助力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遥

2017年袁 煤勘院完成了 2个公益
性基础性地质调查项目曰完成了叶基于
新形势下地质勘查项目质量管理研究曳
报告编制袁并就如何提高新形势下地勘
项目质量管理提出了 6个方面的对策
建议曰完成了莆田市尧霞浦县尧福安市尧
政和县等 4个地区的矿产资源规划编
制项目遥在强化新能源勘查方面袁完成
野福建省页岩气资源潜力评价冶 项目野
外验收和报告评审袁优选了 5个页岩气
成藏远景区遥在加强铁多金属矿普查方
面袁完成了屏南县洹溪铁多金属矿普查
报告和顺昌县南舟矿区萤石矿储量核
查报告编制遥 在紧缺战略矿种方面袁开
展野福建省煤系石墨成因及赋存规律研
究冶袁通过调研尧样品采集和分析测试袁
初步证实福建省煤系石墨有一定潜力
可挖袁并圈定重点研究区遥

作为福建省自然资源厅下属技术
支撑单位袁煤勘院同时积极主动开展机
制砂勘查任务遥 去年临近春节的前 5

天袁煤勘院技术专家在省自然资源厅相
关领导的带领下袁到宁德尧福州 4个矿
区开展调研遥春节过后一上班袁尽管天
气阴冷袁但煤勘院技术人员迅速投入到
机制砂勘查工作中袁为早日产出机制砂
争分夺秒遥

当前袁城市地质工作是地勘单位服
务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抓手遥2016年 4
月袁煤勘院和福建省一九六地质大队共
同实施三明市城市地质调查工作遥3年
来袁先后完成沙县尧永安尧三明市区及贡
川尧岩前尧莘口等 6 幅 1颐50000 水尧工尧
环境地质调查曰在沙县尧永安尧梅列等地
区新发现了温泉尧矿泉水尧地热等资源袁
同时完成上述地区地下空间资源开发
适宜性评价袁沙溪河两岸规划区工程地
质调查与评价等 7个专题设计报告袁并
通过评审遥

近年来袁 煤勘院在政和县东平镇
凤头矿区矿泉水勘查项目中袁 经施工
钻孔取得的地下水被鉴定为富锶矿泉
水袁 有力地助推了当地的开发利用遥在
武夷山地热调查项目中抽取的奥特莱
斯小镇地下水经鉴定为野偏硅酸氟水温
泉冶袁 成为当地旅游开发的一个重要招
牌遥同时袁完成莆田尧霞浦等多个县尧市
的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及探明储量的矿
产资源确权登记等遥去年袁煤勘院还完
成了福州地区第一个省级地质公
园要要要永泰百漈沟省级地质公园的申

报工作遥
近年来袁煤勘院不仅参与了省内平

潭海峡大桥尧南三龙高速铁路尧向莆铁
路尧三明城市快速通道等一大批重点工
程的地质调查工作袁还主动支援云尧贵尧
川等偏远地区的交通设施建设袁承担了
成贵高速公路隧道尧贵瓮高速公路等工
程勘察任务袁为省内外基础设施建设作
出积极贡献遥

今年 2月以来袁煤勘院仅用 4个月
就完成了闽侯白沙矿区等 6个地质报
告及 5个野三合一冶方案的专家评审袁得
到省领导和省自然资源厅领导的高度
评价遥

练好野内功冶袁注重队伍建设
练好野内功冶袁加强队伍建设袁方能

决胜千里遥
煤勘院练好内功的秘诀之一就是

规范管理制度袁明确每个员工的权尧责尧
利遥

煤勘院制定和贯彻项目管理制度尧
薪酬分配制度尧财务管理制度尧安全生
产管理制度尧 考勤制度和奖惩制度袁使
该院管理工作向系统化尧科学化迈进遥

事业兴衰袁关键在人遥煤勘院开展
野职工素质工程冶遥 围绕职工成长成才袁
该院将学习时间化整为零袁建立了微信
群尧QQ学习小组袁 为职工搭建了一个
机动灵活的学习平台遥除了政治理论和

专业技术知识的学习外袁煤勘院还结合
业务特点袁成立多个专题项目组袁组织
开展技术攻关袁承担了国家级尧省级地
下水监测站点建设袁武夷山地热资源调
查袁三明市城市地质调查等一大批野生
态省冶建设战略项目遥

近年来袁煤勘院每年都开展工程勘
察技术袁野外安全袁地质灾害排查尧防治
及城市地质尧农业地质尧旅游地质等业
务知识培训遥同时袁每年邀请南京市地
质调查中心专家尧福州大学教授等知名
专家尧教授开展专项业务培训曰组织专
家学者到项目部现场实地指导袁有效提
高技术人员业务水平遥

近年来袁 煤勘院通过人才培养袁
促使职工在短时间内成长起来并进入
角色遥 在这支 67人的队伍中袁 高级职
称 21人尧 中级职称 27 人袁 其中博士
学历 1名尧 硕士研究生学历 13名尧 在
职研究生学历 4名袁 初步形成了一支
以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为主的专业技
术队伍遥

2016年袁 煤勘院党总支被福建省
直机关工委授予 野先进基层党组织冶称
号曰2017年袁院属东辰地质调查所获福
建省总工会野五一先锋号冶称号曰院属地
质环境所尧东辰地质调查所及三明城市
地质调查项目部分别于 2016 年尧2017
年尧2018年获省直团工委颁发的野青年
五四奖章集体冶等荣誉遥

此时是 6月 16日袁 室外温度 35
度袁太阳直野抵冶皮肤表层袁一个个野小
白帽冶在阳光下来回穿梭袁周身泛着一
层油光袁裸露的胳膊尧脚脖颜色与灰白
工装相映成趣遥

随着两辆大巴车的到来袁 中煤建
工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标准化现场
观摩会暨高处坠落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观摩会在西安沣滨水镇项目正式开
始遥头戴安全帽的大队人马袁在现场工
作人员的指引下袁依次进入工地遥

野这是安全通道遥冶 指引者话音刚
落袁野生命至高无上袁安全责任为天冶几
个大字便映入眼帘袁 脚下是红白相间
的荧光斑马纹袁两侧野必须戴安全帽冶
野必须系安全带冶野企业安全风险防控
十三要素冶野员工习惯性违章及纠正方
法冶野员工安全操作十二忌冶 等警示语
步步可见遥

野看这里浴冶 顺着指引员的手指方
向袁只见 46个二维码呈金字塔状分布
在信息管理平台白板上遥

野这是什么钥有什么用钥为什么放
在这里钥冶队伍里有人问道遥

野大家不要着急袁可以拿出手机扫
一扫袁就知道是什么了遥冶指引员不慌
不忙遥

一时间袁野滴滴滴冶 的声音不断响
起遥野扫出来啦浴 马炜袁 施工员袁 工号
023袁 工程部袁 联系电话 178伊伊伊伊
9251袁 中煤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遥冶
野噢袁原来如此浴冶野还有照片呢浴冶人群
里惊叹不断遥

观摩继续遥 顺着地上 野会场方

向冶 的绿色标识袁 大队人马井然有序
地行进遥

野您已进入一级风险区袁请注意安
全浴冶一块红色标识牌让所有人的心瞬
间收了一下袁甚至有人抬头四下张望遥

野这是耶漫画说安全爷区域袁我们马
上就要到主会场了遥冶 指引员笑着说遥
刚刚的紧张情绪瞬间被冲淡袁 一幅幅
漫画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袁 大家边走
边交流袁脚下的路也越来越宽袁主会场
到了遥

9 时 15 分袁后勤保障组尧警戒保
卫组尧伤员救护组尧事故抢险组尧通信
联络组一一进场遥

野报告总指挥袁应急演练小组准备
就绪袁请指示浴冶

野我宣布院 中煤建工 2019年高处
坠落事故救援演练现在开始遥冶中煤地
建设董事长渊总指挥冤王非一声令下袁
演练正式拉开帷幕遥

野安全事故无大小袁处处作业需谨
慎袁 一时疏忽忘安全袁 事故就在脚底
下遥冶 随着主持人朗朗上口的开场袁会
场两侧的屏幕上袁 正在外脚手架进行
剪刀撑搭设的一名工人袁 突然从脚手
架上直直掉落遥野有人坠落了浴 有人坠
落了浴冶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响起袁现场
人潮涌动遥

应急救援迅速启动噎噎
隔离带噎噎
急救电话噎噎
心肺复苏急救噎噎
清洗伤口并包扎噎噎
两处骨折处简易包扎噎噎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袁 救援组与
时间赛跑袁跟死神抢人遥救护车的声音
终于响起遥

野事故抢险组袁你组负责工人陆续
撤离事故现场袁继续观察事故现场曰警
戒保卫组负责封锁事故现场袁 保护好
事故现场袁严禁任何人进入袁等待地方
事故调查组进驻曰 通信联络组和救护
组与救治医院取得联系袁 随时掌握伤
者情况袁并及时报告救治情况曰后勤保
障组要注意场内其他从业人员动态袁
严禁发布不实语言袁 并关注社会媒体
和自媒体等情况袁发现不良舆情袁立即
汇报遥冶救完人并不意味着结束袁也许
只是开始遥

野报告总指挥袁高处坠落事故应急
救援演练已按既定程序尧 规定内容全
部完成袁请指示遥冶一句话将所有人的
思绪拉回袁所幸这只是演练遥

安全生产无小事袁 安全才能保生
产遥野平安是福遥冶人群里不知谁感慨了
一句遥

中煤建工党委副书记尧 总经理张
文卷接连发问院野如何安全生产钥 如何
保证人身安全钥 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如
何抢救钥如何现场处置钥如何迅速启动
应急预案钥 如何把损失降到最低钥冶所
有人再次陷入沉思遥

野防风险尧除隐患尧遏事故冶袁简单
的九个字袁写起来容易袁做起来并不容
易遥所以袁请君戴好安全帽尧系好安全
带尧看好脚底路袁将野安全生产冶扛在肩
上袁将野安全通道冶这条路走准尧走好尧
走远遥

江苏局
6月以来袁 江苏煤炭地质局以

野防风险尧除隐患尧遏事故冶为主题袁
周密部署尧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活
动袁持续树牢全员安全意识袁打造
本质安全单位遥

一是积极营造安全生产浓厚
氛围遥结合单位实际袁认真制定活
动方案遥各单位利用横幅尧宣传标
语尧宣传栏尧微信及叶长江人曳内刊尧
网站等媒体袁多角度开展主题宣传
活动遥组织开展野安康杯冶竞赛尧野一
封安全家书冶征文尧安全隐患随手
拍尧野我的安全我做主冶尧野我把安全
带回家冶尧安全签名等活动袁组织职
工参加野危化品及全民安全应急知
识竞赛冶活动袁在项目现场进行安
全宣誓袁开展防井喷尧消防应急演
练等活动遥

二是开展 野党旗飘在工地上冶
主题党日活动遥邀请中国煤炭地质
总局副局长潘树仁为全局广大干
部职工上安全党课袁进一步推动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
论述精神及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
进机关尧进工地尧进班组袁进一步强

化各级单位安全生产理念遥环境公
司尧三队尧物测队等单位以此为契
机袁先后组织开展了以安全生产为
主题的讲党课活动袁将党课搬到基
层一线袁让职工群众受教育遥

三是开展安全生产警示教育
活动遥 结合江苏响水 野3窑21冶 特
大爆炸事故袁 采取以案说法尧 剖
析典型事故等形式袁 组织职工观
看 叶生命无价曳 叶生产安全事故
典型案例盘点曳 等安全生产警示
教育片袁 引导从业人员把 野防风
险尧 除隐患尧 遏事故冶 思想转化
为自觉意识和普遍行动遥

四是开展事故隐患排查遥局领
导带队袁采用野四不两直冶的方式袁
先后对淮南尧常州尧南京等工地车
间进行安全检查袁二队尧勘查院尧环
境公司对新疆尧青海尧山西等重点
项目进行全方位安全检查袁推动从
业人员安全自律行为意识提升遥

五是有序落实安全生产月活
动各项措施遥 为保障活动有序开
展袁实行安全生产月活动每周报告
制度袁要求局属单位每周报告活动
开展情况袁确保活动取得实效遥

胡立俊

物探院
6月 19日至 20日袁 物探研究

院党委书记尧 副院长高俊良到重庆
市渝中区两江消落区环境综合整治
工程渊菜园坝大桥至储奇门码头段冤
项目检查指导工作袁 物探院河北分
公司副经理渊主持工作冤张连新陪同
检查遥

高俊良一行深入项目施工一
线袁详细了解工程质量尧安全尧进度尧
合同管理等情况遥 该工程设计堤线
长 2824.22米袁 物探院施工范围为
K1 +900耀K2 +824.22 段的岩土施
工遥项目配置管理人员 6人袁技术工
人及操作手共 60人曰机械设备数量
能够满足施工生产要求遥截至目前袁
已完成桩基总量的 55.04%袁重力挡
墙已全部完成遥

检查中袁 高俊良要求现场施工
管理人员着重控制桩接柱工艺袁桩
头破除质量要加强管控袁 确保混凝
土浇筑质量能够满足规范要求遥同

时注意对桩位偏移和混凝土外观质
量的控制遥

高俊良指出袁 工程处要结合实
际情况袁 坚持以 野防风险尧 除隐
患尧 遏事故冶 为主题袁 重点开展汛
期施工安全防范工作袁 制定防洪防
汛应急预案袁 强化安全教育袁 确保
安全施工遥 要根据当前正处于长江
主汛期及接下来进入蓄水期的情
况袁 优化资源配置袁 注重与业主沟
通袁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袁合理安排组
织施工遥

高俊良在听取了项目管理人员
的汇报后指出袁 前一阶段施工过程
中袁项目部在施工组织尧质量控制尧
安全与文明施工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袁得到了甲方与监理的好评遥希望
在剩余的桩基尧立柱尧挡板安装及冠
梁施工中袁 项目部全体职工继续保
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袁团结拼搏尧攻坚
克难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袁优化组
织设计袁加强质量管理袁保质保量地
完成施工任务遥 张连新

本报讯 近日袁 山东省煤田地质
局一队中标了 野日照市海洋牧场示范
区海底沉积物地球化学调查冶野日照市
砂质海岸冲淤演化机制调查研究冶两
个财政项目袁 实现了该队首次独立承
揽涉海财政项目的新突破遥

野日照市海洋牧场示范区海底沉
积物地球化学调查冶 项目为省自然资
源厅 2019年地勘基金项目袁 主要通
过 200平方千米的 1颐50000海岸带综

合地质调查尧 500千米的海洋单频测
深尧 100千米的海洋浅层测深剖面测
量等工作袁 初步查明海洋牧场地质特
征尧 底质及水环境质量情况袁 分析海
底沉积物类型尧 来源及其地球化学特
征袁综合评价海洋牧场地质环境质量袁
提出海洋牧场可持续发展建议袁 为海
洋牧场建设提供基础地质资料和科学
依据遥

野日照市砂质海岸冲淤演化机制

调查研究冶 项目为日照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财政项目袁 主要通过 6千米的
海滩剖面重复测量尧15平方千米无人
机倾斜摄影测量尧50千米的浅地层剖
面测量等工作袁 查明日照海岸带重点
沙滩的侵蚀破坏程度尧 主要侵蚀区域
及引起侵蚀破坏的影响因素袁 寻找近
海可能存在的砂源袁 为日照近海沙滩
养护和海岸修复提供基础地质资料和
科学依据遥 甘 芬

本报讯 前不久袁 浙江煤炭地质
局杭州华辰旅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所属

6 家酒店召开了 野标准化酒店管理冶
对标考察学习分享会遥 会上袁 8 名外
出考察学习的人员分享了考察过程中
的见闻感悟袁 借鉴学习同行优秀的管
理经验袁 分析自身存在的不足袁 提出
提升华辰旅业集团酒店服务质量及品
牌的意见建议遥

外出考察人员结合各自所在酒店
的实际提出了借鉴学习的工作思路袁内
容涉及野六常管理法冶尧4D管理法尧酒店
环境卫生尧人员服务品质尧超常规服务尧
企业文化建设等酒店经营管理的各个
方面遥 参加分享会的各部门员工表示袁
要在华辰旅业集团的支持下袁逐步推进
野标准化酒店管理冶袁 认真贯彻企业文
化袁把企业文化融入日常工作中袁力争
做到最好袁最终形成有华辰特色的品质
服务发展之路遥

会议指出袁 此次对标考察学习袁大
家看到了华辰旅业集团在管理尧服务等
方面的不足之处袁 都有不同程度的收

获袁达到了预期目标遥外出考察学习的
管理人员要把对标考察的所见尧 所闻尧
所感尧所悟与工作实际融会贯通袁通过
对标学习袁升华服务理念袁将学习到的
好经验尧 好方法运用到各自工作中袁助
推华辰旅业集团各项事业和服务品质
再上新台阶遥

华辰旅业集团总经理尧党委书记常
郑有代表集团班子提出三点要求院一是
牢固树立对标野标准化酒店管理冶的发
展站位袁 落实集团 2019年工作报告精
神袁高度重视华辰品质服务建设袁努力
打造高品质服务的华辰品牌袁争做行业
的新标杆曰 二是建立华辰旅业集团 4D
管理办法袁 分阶段分项目逐步实施袁争
取 2020年底全面实现 4D管理办法全
覆盖曰三是增强对标执行力袁从一把手
开始抓落实袁重点是把优秀企业的发展
理念和成功经验转化为华辰旅业发展
的思路和举措袁 找准适合自身发展的
野华辰办法冶袁走出富有特色的野华辰路
子冶袁 用实干实绩推动华辰旅业各项事
业平稳快速发展遥 杨锦荣

请 君 平 安
要要要中煤建工应急救援演练观摩小记

阴 本报记者 王晓青

音近日袁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
二队施工的山东省曹县煤田青岗
集勘探区项目通过阶段性野外验
收遥 该项目共完成钻孔 43个袁其
中地质孔 42个袁 水文孔 1个袁累
计钻探进尺 55000余米袁 最厚煤
层 8.75米袁煤质均为低硫低灰高
发热量炼焦用煤遥 韩应国

音陕西省一八五煤田地质有
限公司矿山钻探工程处承揽的陕
北矿业韩家湾煤矿 3401 工作面
采空区探放水项目于近日竣工遥
该项目共施工钻孔 25个袁完成工
程量 1600多米遥 姜 磊

音近日袁 由安徽省煤田地质
局二队承揽的铜陵恒大绿洲三期
地下车库桩基项目完工遥 该项目
采用长螺旋钻孔灌注桩袁孔径 600
毫米尧有效桩长 14~16米袁总桩数
1575根遥 蒋 聪 杜令国

音日前袁 由福建省一九七地
质大队承担的安溪县农业地质调
查评价项目总体设计方案通过评
审遥 该项目中标金额为 398.97万
元袁计划工期为两年袁通过开展安
溪县 1 颐50000尧1 颐10000 农业地质
调查袁查明该县耕地质量状况袁为
区域土地利用规划尧 富硒富锌等
优质土地开发尧 农产品种植结构
调整尧 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提供依
据遥 林俊英

山东局一队

海洋地质项目承揽取得新突破
本报讯 渊记者 任慧芳 通讯员

郭松民冤 近日袁湖北煤炭地质局与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签订
天河路桥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袁收购天河
路桥公司 75%股权袁成为央企二级平台
设在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的第一家央企袁
为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助推南疆发展袁湖
北局积极融入新疆建设尧参与国资国企
改革开辟了新篇章遥

下一步袁湖北局将着力加强公司资
质等级提升尧狠抓市场拓展袁通过规范
化尧制度化促进公司管理水平进一步提
升遥 同时明确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袁在
疆开展资源勘查尧地下工程及拓展建筑
市场的未来发展方向尧目标袁将与天河
路桥公司干部职工齐心协力尧 相互配
合尧相互学习尧取长补短袁推进公司发
展袁为建设新疆贡献力量遥

湖北局融入地方发展

收购新疆建设兵团第三师天河路桥公司

音6月 17日至 19日袁福建省
煤田地质局承担的三明市城市地
质调查项目中的贡川幅尧岩前幅尧
富口幅尧 莘口幅 4个图幅通过野
外验收袁验收等级为优秀级遥专家
组认为四个图幅野外工作部署正
确袁安排合理袁提供的各类资料齐
全遥 张 涛 张宏刚

音前不久袁 陕西省一八六煤
田地质有限公司提交的陕西郭家
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1308工作面
地面泄水钻孔地质报告尧1302 工
作面地面泄水钻孔地质报告尧1302
工作面野两带冶探查钻孔报告通过
评审遥 专家组一致认为报告资料
翔实袁内容齐全袁重点突出袁结论
可靠遥 向科俊

音日前袁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
三队编制的临沂矿业集团菏泽煤
电有限公司彭庄煤矿矿井水文地
质类型报告袁 郭屯煤矿生产地质
报告尧水文地质类型报告尧地质类
型划分报告通过评审遥

王 雯 李 友

音6月 20日袁 江西省煤田地
质勘察研究院完成了丰城市赣江
流域 10 千米内废弃露天矿山生
态修复实施方案的编制工作遥该
项目的完成袁 进一步提升了该院
在矿山生态修复领域的技术水
平遥 徐晓明 李 玲

浙江局华辰旅业集团

开展对标学习 提升服务质量

6 月 9 日至 13
日袁 江西赣州全南
县遭遇有水文记录

以来最大洪灾 遥10
日袁 江西中煤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全南

桃江北岸河边街商
业开发建设项目部
基坑发生河水倒
灌袁水位急速上升袁
项目部立即进入抗

洪一级 野战备冶状
态遥当晚袁赣州六建
组织全南在建项目

负责人召开抗洪救
灾调度会作抗洪救
灾部署遥 图为桃江
北岸河边街商业开

发项目救灾现场遥
曾日成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