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近日袁 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
究院申报的省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野深部资源地球物理探测关键技术冶高级研
修项目获得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批准遥 该研修班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
进行授课指导袁 重点剖析深部地球物理探
测新理论尧新技术尧新方法袁培养探测专业
技术人才遥 沈立军

本报讯 7月 12日袁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渊集团冤
一一七有限公司召开了 2019年上半年经济工作总结
会遥会议报告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情况袁部署了下半年
各项工作任务遥
会议指出袁上半年袁一一七公司中标东胜煤田纳

林河矿区白家海子井田煤层气勘查施工及地质勘探
报告编制尧淖尔豪煤矿井田西部补充勘探等多个勘探
项目袁合同额共计 3400余万元遥
会议分析了一一七公司经济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袁

并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八项整改措施遥一是继续加大市
场开发力度遥加大与鄂尔多斯尧乌海两地煤炭企业的
沟通联络袁做好煤勘主业和后续服务袁及时掌握煤炭
企业的项目意向袁抓住野家门口冶的煤勘市场遥二是继
续加强安全和质量管理遥在施工现场的显著位置设立

标识标牌袁张贴有关项目基本情况尧安全质量要求等
内容曰 在项目实施前组织开展安全质量管理集中培
训袁牢固树立安全和质量意识曰经常性地开展安全和
质量检查袁 及时发现和纠正安全隐患和质量管理漏
洞遥三是加强成本管理遥由财务部牵头袁会同经营管理
部尧行政办公室尧三个实体制订成本管理制度体系袁针
对目前在成本管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制订详细的解
决方案遥不断加强成本管理袁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袁实
现企业利润最大化遥四是加强项目管理遥加强业务尧财
务尧项目管理知识的学习袁提升项目管理能力袁将项目
管理中的业务尧财务尧管理流程有机融合曰重点抓好项
目管理中成本控制的各个环节袁 提升项目盈利水平曰
在公司内部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袁加强与甲方协
调沟通袁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工程款的结算遥五是

加强清欠工作遥集中梳理存量应收账款袁认真分析存
量应收账款回收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袁主动与欠款
方联络沟通袁确定结款方案遥三个实体尧清欠办公室要
协作配合袁按照施工进度关注在建项目工程款的结算
工作袁保证工程款结算遥六是严肃防范廉政风险遥密切
关注在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大宗采购尧 项目分包尧占
地渊青苗冤赔偿等廉政风险点袁加强跟踪监督袁杜绝人
为因素增加项目成本遥 七是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遥
公司纪委尧纪检监察室尧人事劳资部要通力配合监督
制度执行情况袁 发现有违反各项制度的及时纠正袁并
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遥八是深入开展主题教育遥把野不
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与企业当前正在做的工
作相结合袁宣传好先进典型事迹袁讲好企业发展故事袁
为企业发展筑牢思想基础遥 史欢欢

本报讯 今年以来袁 江苏煤炭地质勘探二队狠抓
重点项目落实袁 注重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团队的培
养袁产业转型已初见成效袁上半年经营收入同比增长
32%袁利润同比增长 26%袁经营质量明显提高遥为确保
全年任务的完成袁 二队针对下半年工作提出六项举
措袁助力产业转型突破遥

一是着力转型突破袁 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实施遥二
队提出重点抓好正在淮南尧齐河尧邯郸地区施工的防
治水注浆工程遥通过整装项目的实施打响二队在矿井
区域防治水领域的品牌袁并积极跟踪后续项目袁为转
型突破打下坚实基础遥 通过三个转型项目的实施袁锻
炼培养技术队伍和施工力量袁更好地掌握该方向的核
心技术和成套技术遥

二是强化风险防控袁做好野两金压降冶工作遥二队
进一步明确了市场部为清欠责任部门袁确定了清欠任
务责任人袁完善了队应收账款管理办法及账款催收行

动计划袁建立了清欠工作相关激励办法遥针对每笔债
权的具体情况制订对策袁采用紧盯战术尧发律师函尧签
订还款协议书袁对风险大的债权采取法律手段等方式
促进清欠工作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袁防范债务风险遥

三是打好业务开拓野组合拳冶袁确保 2020 年生产
任务饱满遥队领导班子成员和实体负责人应继续坚持
发挥野第一业务员冶作用袁在市场开拓尧项目运作上发
挥表率作用袁建立健全营销体系袁加强重点客户开拓
与维护遥要抓好具体项目的运作和跟踪袁密切跟踪煤
矿矸石处理工程尧 离层注浆项目信息和技术储备工
作袁为 2020年二队业务承接尧施工做好储备工作遥

四是做好经营精细化管理袁 增强企业发展合力遥
进一步深化管理提升工作袁以提高经营质量尧合规经
营为目标袁 不断加强财务管理尧 项目运作尧野两金压
降冶尧风险管控和安全生产工作遥强化财务基础管理袁
提升会计信息质量曰做好项目成本管控袁创新项目激

励措施曰对合同尧采购尧投资等重点事项做好审查监察
等风险防控工作袁依法合规经营袁增强企业发展合力遥

五是加强安全生产管理袁提升野江苏二队冶品牌形
象遥按照野党政同责尧一岗双责尧齐抓共管尧失职追责冶
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要求袁依法依规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袁建立健全各级安全生产管理网络袁落实安全责任
清单袁完善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袁坚持安全与文明
生产一起抓袁持续开展野五好冶钻机评比活动袁加强标
准化钻机建设遥

六是发挥党委野保落实冶职能袁促进和谐发展遥党
建工作围绕中心袁服务大局袁要在野保落实冶上下功夫袁
积极当好二队转型突破的坚强后盾遥结合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袁开展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袁以党员
的良好风范带动职工队伍精神面貌的变化袁努力形成
风清气正尧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遥

罗 霞

本报讯 渊记者 陈 雁 通讯员 赵
盈盈 任建利冤 7月 19日袁 水文地质局
组织召开项目竣工验收及评价报告评审
会袁提交的叶同煤集团马道头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 8105工作面陷落柱治理及带压
开采安全评价报告曳通过审查袁该工程被
评为优质工程遥

评审会邀请冀中能源峰峰集团尧河
北工程大学及水文局多位专家袁 对项目
施工成果及评价报告进行了审查遥 专家
组通过审阅资料和讨论袁 对该工程的治
理方案和效果给予了高度评价袁 并为该
工程和报告质量打出了 98分的高分遥

该项目是水文局三队承担的同煤集
团首个陷落柱治理项目遥 马道头煤矿
8105工作面因受侧方陷落柱的威胁袁停

产开展治理工作遥 三队在项目施工中创
造性地提出了 野注浆加固巷道向陷落柱
一侧 43米的立体空间袁构建大于需留设
防隔水水煤岩柱宽度和煤层采动扰动裂
隙带宽度的安全隔水层袁 形成有效阻水
墙袁 从而尽快实现安全回采冶 的治理方
案袁得到了同煤集团认可遥

三队按期完成了治理工作袁 并制定
了野保证一定的治理超前距袁边治边采冶
的方案袁使矿方提前恢复了生产袁开创了
同煤集团井下快速治理陷落柱的先河袁
得到了同煤集团的高度评价袁提高了野华
盛水文冶 在同煤集团的品牌形象和知名
度袁 推动了后续项目的落实及防治水+
业务的拓展袁 体现了三队科技创新促进
产业发展的作用遥

水文局

同煤陷落柱治理项目获评优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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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局二队

多措并举助力产业转型突破

内蒙古煤勘集团一一七公司

八项措施力保高质量发展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袁 每一
代青年都是追梦人袁 每一段青春都需
要绽放遥 青春的你我袁 不负韶华曰 奋
斗的你我袁 拼搏正当时遥 在江西省煤
田地质勘察研究院环境地质分院就有
这么一群青春筑梦人袁用实际行动谱写
了新时代地质人的青春赞歌遥让我们一
起走近他们袁倾听他们青春成长背后的
故事遥

奋斗的青春最出彩

分院的总工程师张小
兴袁 堪称 野行走的教科
书冶袁 是分院职工学习的
榜样和技术担当遥 他潜心
钻研袁 有股不服输的拼劲
儿袁 带着团队拿下了众多
高难度项目袁 且很多项目
从未有过先例遥 他攻坚克
难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袁填
补了地勘院甚至江西省煤
田地质局多个水工环地质
领域的项目空白遥

江西省首个采煤沉陷
地表变形监测示范工程项
目袁 鉴于该类项目的研究
示范性质袁 并没有先例可
供参考遥 张小兴带领项目
组成员在加班加点编制报
告的同时袁 不断学习跨专
业的测绘技术袁从政策尧技
术尧设备尧施工等方面多角
度充分准备袁仔细打磨袁并
多次赴东华理工尧 安徽理
工尧湖北高通尧中地数讯尧
上海华测尧 东方志远等校
企单位调研遥 最终他带领
项目组凭借详实的基础资
料尧合理的设计方案尧务实
的经济预算袁 成功获批立
项袁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遥

奋斗的青春最担当

干地质这一行袁 出野
外是家常便饭遥 勘查设计
所所长徐晓明不是在野外
工作袁 就是在去野外的路
上袁 堪称 野车轮上的地质
郎冶遥2013要2018年袁 他年
均出野外 130 天以上袁是
分院全年出野外时间最长
的一个遥

在赣州市南康区赤土
乡白果树下滑坡治理工程勘查现场袁
汛期的到来让原本存在滑坡隐患的山
体看起来更加险峻遥 为了尽早排除危
险袁 甲方要求 10 天内完成 7 个钻孔
120余米的勘查工作遥地灾项目钻孔勘
查袁山顶尧山腰尧坡脚都需要布设钻孔机
位袁而坡体往往无路可达袁每台钻机上
山都需要拆除再安装尧再拆除尧挪孔尧再
安装袁施工场地条件艰苦袁困难重重遥作
为现场负责人的徐晓明咬着牙袁和钻机
工人一起肩挑手抬袁确保一天完成一个

钻进任务袁并在天黑前挪孔到位袁保证
第二天的施工进度遥他带着工人们硬是
提前 3 天完成了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遥看着黝黑脱皮的徐晓明袁同事们
心疼之余打趣他院野你这黑的都跟煤炭
似的遥冶 他笑着露出一口白牙院野只要不
给单位抹黑就成遥冶

奋斗的青春最动人

行走他乡地质人袁 奉献青春最动
人遥 干地质的曾一直以为最美的风景

在远方袁 时间久了才深谙
陪伴家人才是最长情的告
白遥

2016 年夏日的某天袁
地勘院丰城 1颐50000 地质
灾害详细调查项目正如火
如荼地开展袁 河西片区项
目负责人高红远白天跑完
野外袁 晚上依然在整理内
业数据袁 他已经连续在野
外待了 4个月袁 而家中稚
儿正牙牙学语遥晚上 9点袁
手机铃声准时响起袁 和家
人视频是他一天中最期盼
的时刻遥 视频时妈妈问着
孩子院野你知道爸爸现在在
哪儿吗钥冶 野爸爸在手机
里啊遥冶 孩子童真的回答袁
让他难掩内心的酸楚遥 作
为父亲袁 他错过了孩子成
长中的很多第一次袁 但作
为地质人袁 他以榜样的力
量践行了青春的奉献和担
当遥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巾帼不让须眉袁 铿锵
玫瑰尽情绽放遥 在地质这
个男性比例占优势的行
业袁 分院还有一群自立自
强尧 外柔内刚的 野地质玫
瑰冶遥 她们不怕苦不怕累袁
扎根野外袁克服艰苦环境袁
一心扑在项目上袁 难能可
贵遥张影在龙南 1颐50000地
质灾害调查项目野外作业
期间袁高烧发热袁依旧坚持
整理数据袁 进行地灾点测
绘袁 扭伤脚踝也轻伤不下
一线袁坚持完成任务曰华伟
嫔二胎分娩前一周还在加
班曰 施莉加班期间孩子发

烧袁忙完工作赶去照顾孩子时袁因工作
劳累和对孩子的担忧袁自己也晕倒在医
院遥工作中的她们开拓进取袁个个都是
热心肠袁 给予部门同事诸多帮助曰 生
活中她们用自己的细致和坚忍袁 撑起
家庭的半边天袁 彰显了新时代女性的
别样风采遥

这些青年成长路上的点滴背后袁更
多的是坚忍与执着尧付出与奉献遥无奋
斗袁不青春袁用奋斗的青春追寻诗与远
方遥梦想无问西东袁青春自当奋斗浴

青海一里坪盐湖卤水勘查项目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野深地资源勘查开采冶重点专项野盐湖资源开采与综合利
用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冶项目子课题袁由河北省煤田地质
局二队与中国地质科学院尧五矿盐湖有限公司合作开展遥

6月 12日袁二队项目组先遣队伍开赴青海袁通过与
中国地科院尧格尔木市自然资源局沟通协调袁先后完成了
项目测量备案尧遥感解译工作遥6月 22日袁项目组成员全
部到位并即刻赶往工区要要要一里坪干盐湖遥

一里坪干盐湖距格尔木市 400多公里袁 位于柴达木
盆地中部的戈壁滩袁海拔高尧温差大尧风沙烈的环境造就
了工区的荒芜和寂寥袁周围几乎寸草不生袁鲜有人烟遥近
三千米的海拔袁空气稀薄袁紫外线强烈曰白天酷暑难耐袁气
温高达三十六七度袁夜晚却骤降至零度曰三四级风是家常
便饭袁携沙带尘总是让人误以为已是日落黄昏袁有时沙尘
暴骤起甚至会遮天蔽日遥
为了向工区引入测量数据袁 施工人员每人需要携带

十几斤至几十斤的设备尧工具进行徒步作业遥进行每个测
点的观察记录都要顶着强烈的紫外线和风沙袁 仅该项工
作徒步行程已达 160公里遥氡气测量需要用大锤尧钢钎向
地下钻出一米深气孔袁 施工人员在缺氧环境中挥动十几
斤的铁锤袁每次都犹如泰山压顶袁氧气罐成了必备品遥为
了防止紫外线灼伤和飞沙刮伤袁大家必须穿齐工装尧绕紧
围脖尧扣好帽子袁在高温下作业袁任由汗水浸透衣衫遥负重
行进中如遇逆风袁 大家选择背风倒退以减轻扑面而来的
痛感遥由于工区距生活区较远袁为了加快施工进度袁项目
组每天早上 8点出队袁自带食物尧饮水袁在野外吃午餐袁一
般 21点左右收队袁回到驻地大约 22点袁晚饭后即整理当
天的数据尧资料遥日复一日虽然辛苦袁但他们从未抱怨遥

野外作业过程中袁虽然采取了种种防护措施袁但面对
燥热尧缺氧尧风沙尧强紫外线等恶劣环境袁队员们还是会经
常性地流鼻血尧唇裂尧胸闷尧气短尧心慌袁但无人退缩袁因为
大家知道他们背后有二队这个强大的后盾遥 彩钢瓦搭建
的临时活动房虽然简陋袁却也能让队员们得到短暂休整遥
遍地的黄沙时刻提醒着他们院提高施工效率袁保证工程质
量袁以便早日回家遥

截至 7月中旬袁该项目共完成测量布网 29.55千米袁
重力测量 11千米袁 氡气测量 12.8千米袁EH4测量 5.1千

米袁完成项目合同和设计要求的主要实物工作量袁工程质量满足相关规范要求遥
该项目是二队首个盐湖卤水勘查项目袁一里坪野外项目组成员充分发扬了野艰

苦不怕苦尧缺氧不缺精神尧海拔高追求更高尧风暴强意志更强冶的精神袁克服各种困
难袁高质量完成了野外施工遥项目首次采用了地面综合物探的勘查手段袁所获野外资
料可作为下一步精准探采的地质依据袁为二队与中国地质科学院尧五矿盐湖有限公
司继续深化合作夯实了基础袁也为二队进军青海地区地勘市场打开了思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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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16日袁 河北省煤田地
质局四队与康保县人民政府签署了全
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遥 四队队长张新
生尧总工程师张树胜及康保县相关领导
出席了签约仪式遥

康保县李家地镇毛不拉村是四队
精准扶贫村袁自 2016年以来袁四队发挥
专业地质队优势袁先后为毛不拉村修建
农用井 4口袁解决了当地村民的农业浇
灌问题遥 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级贫困
县袁四队发挥专业技术优势袁打通地质
工作支撑脱贫攻坚的野最后一公里冶袁着

力推动地质+扶贫工作向纵深发展遥
双方约定袁 建立工作协调机制袁联

合组建合作工作协调小组袁在地质勘查
领域开展全面战略合作遥合作坚持野整
体规划尧统筹实施尧分步进行冶的原则袁
发挥各自资源优势袁 创新合作模式袁推
动短期成效和中长期合作的均衡发展袁
着力实现双方优势互补尧 互利共赢遥全
面战略合作的首个民生项目袁将开展康
保县后备水源地安全饮水巩固提升工
程袁 为康保县百姓解决安全饮水问题袁
提供安全水源地遥 于宏业 郝星波

河北局四队与康保县政府

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音7月 15日袁安徽省暨蚌埠市野7窑15世
界青年技能日冶主题宣传活动开幕式在蚌埠
举行遥 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李京
梅尧省人社厅副厅长刘少华到安徽机电技师
学院音像电子专业产教融合实训基地调研
指导遥 李京梅一行参观了 LED显示屏维修
实训基地尧LED显示屏应用工程师培训室尧
LED显示屏数字播控系统培训室尧 数字灯
光系统培训室等遥 董兰标

音7月 16日至 17日袁福建省连江县委
书记周应忠一行到浙江煤炭地质局考察交
流遥浙江局局长尧党委副书记田招龙向周应
忠一行介绍了浙江局基本情况和近年来的
改革发展情况袁在主业建设尧市场开拓等方
面取得的成就遥周应忠对浙江局在矿山生态
环境修复治理方面开创的野三边模式冶尧取得
的新技术成果给予肯定袁希望与浙江局加强
沟通袁建立对口联系机制遥 鞠万里

音日前袁 江苏省测绘市场管理中心对
全省测绘单位 2018 年度市场信用信息开
展评价袁江苏煤炭地质物测队荣获 AAA信
用等级评价袁 被授予江苏省测绘地理信息
行业 2018年度野诚信单位冶称号袁并在协会
首次开展的野质量信得过单位冶评选中榜上
有名遥据悉袁自江苏省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协
会开展诚信单位评选以来袁 该队已连续 11
年获此称号遥 包 钰

音7月 16日袁 从江苏省测绘地理信息
行业协会获悉袁 江苏中煤地质工程研究院
获 2018年度 野质量信得过单位冶 称号遥据
悉袁 这是江苏省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协会首
次开展野质量信得过单位冶评选遥 刘春梅

音前不久袁 江西省煤田地质局测绘大
队获得参与全省村庄规划编制试点工作的
资格袁 成为全省村庄规划编制试点实施单
位之一袁 将与江西师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共同实施宜春市 6个试点村庄的规划编
制工作遥 康雅丽

河南省煤田地质局二队 2018井队所使用的 ZJ30钻机袁设备大尧设备多袁
所承担的煤层气水平井钻井工程技术工艺复杂遥 为确保设备夏季安全运行袁
该井队定人尧定机尧定岗巡回检查袁采取多种措施对其降温袁通过定时保养与
维护袁夯实设备良好运行基础袁推进安全高效生产遥截至目前袁该井队已完成
7口水平井工程袁工作量 10882米遥图为井队职工进行设备检查遥

本报记者 王伟灿 摄影报道

音近日袁河南省总工会尧河南省应急管
理厅联合对省野安康杯冶优秀集体和个人进
行表彰袁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河南地质局化
地检测公司工程和安全管理部荣获省 野安
康杯竞赛优胜班组冶称号遥 李 竞 李 杨

音7月 22日袁 福建省煤田地质局副局
长兼总工程师陈泉霖尧 福建省一九七地质
大队队长王有东一行深入莆田湄洲岛水工
环地质调查项目组指导工作遥在现场袁陈泉
霖一行了解了项目进展情况及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袁详细询问了设计方案内容袁进行了
现场技术指导袁 并提出下一步工作开展建
议遥 夏海滨

音7月 12日袁中煤地质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完成天津蓝湾庄园项目清欠工
作袁 全部工程款 206万余元汇至集团公司
账户袁清收清欠工作取得显著成效遥该项目
于 2017年 8月开始施工袁2018年 6月竣工
验收遥该项目属于已竣已结尧账龄较长的项
目遥 孙文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