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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自去年 11 月获得工信部
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证书曳以来袁江
苏远方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全力推进信
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和一体化管理
体系建设袁取得显著成效遥

在野两化融合冶工作推进过程中袁远
方公司项目组严格按照体系建设的要
求袁通过现状调研与诊断尧顶层设计尧体
系策划与实施尧新型能力打造尧内外部
评估审核等阶段袁成功建立起完整且符
合企业实际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袁成本
精细化管控能力不断提升袁多项主要指
标得到改善袁毛利率尧供货及时率尧生产
计划完成率尧产品合格率分别上升 4.7尧
2.1尧4.7尧1.4个百分点遥多项流程得到优
化袁生产管理得到有效规划袁生产成本
核算效率得到提高曰采购管理得到提升
强化袁 采购成本分析水平得到提高袁采

购成本有效降低曰销售管理更加精细袁通
过账龄的历史记录分析袁 提高了应收账
款回收效率曰库存管理更加精准袁通过准
确核实存货账龄袁 快速获取流动资金闲
置的情况袁提升了资金周转率曰成本管理
更加精确袁提高了成本核算的准确率袁有
效控制了成本遥

野两化融合冶是工信部推行的国家战
略袁是信息化和工业化在技术尧产品尧服
务尧管理等各个层面的深度结合袁其作为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性工具袁对
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具有深远的意义遥

远方公司野两化融合冶工作扎实尧成
效显著袁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袁得到
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遥8 月 13 日袁常
州市市长丁纯尧 副市长梁一波一行到远
方公司进行了专题调研袁并给予充分肯
定遥 朱 虹 季晨敏

本报讯 8月 7日袁 山西省煤炭地
质物探测绘院 野杨文府职工创新工作
室冶举行揭牌仪式遥山西省煤炭地质局
党委书记卫洪平袁省总工会直属基层工
委主任郭化为 野杨文府职工创新工作
室冶揭牌遥

3月袁野杨文府职工创新工作室冶获
得省总工会的命名袁 这是继 2015年山
西局研究院 野渠丽珍职工创新工作室冶
挂牌以来袁该局的又一个省级职工创新
工作室遥工作室现有 34人袁其中教授 3
人尧高级工程师 3 人尧工程师 16 人袁研
究生以上学历 23 人袁占 67.6%遥工作室
立项省级以上项目 21个袁 获得省部级
奖项 9 个袁 成功申报 3 项实用新型专
利袁取得 7项软件著作权袁获得 野五小冶
竞赛优秀成果奖 4 项袁 实现经济收入
3400万元遥

卫洪平指出袁各院党委渊总支冤要高
度重视职工创新工作室创建工作袁党委
渊总支冤书记要亲自过问袁局工会和各院
工会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袁分管工会的
院领导要直接抓在手上袁 强化指导尧督
查和考核袁通过开展创建工作袁努力取
得更多创新成果遥一一四院尧一四四院尧
一四八院职工工作室要在创建上取得
实质性进展袁一一五院袁媛尧资环院段
鹏飞职工创新工作室要向获得省总直
属基层工委命名挂牌的目标冲刺袁勘查
院屈晓荣尧水勘院张燕庆职工创新工作
室要向省级授牌标准迈进曰研究院渠丽
珍尧物测院杨文府职工创新工作室要向
野全国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
室冶努力袁力争为全局创新驱动尧转型发
展作出新的贡献遥

李志有

吴小明袁2010 年毕业于西安石油
大学油气资源学院勘查技术与工程专
业袁同年 7月应聘到陕西省煤田物探测
绘有限公司工作袁现任山西公司五家沟
井下物探项目负责人遥

刚进单位的吴小明是个白胖的大
学生袁 圆润的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微
笑袁 有种农村孩子特有的质朴和乐观遥
也正是这种特质让他在工作中特别能
吃苦袁特别能奉献袁从一个野白面书生冶
逐渐锻炼成了黝黑壮硕的野后生冶遥参加
工作 9年来袁 他一直奋斗在技术岗位
上袁奋勇精进尧刻苦钻研袁连续 6年被陕
煤地质物测公司评为年度优秀员工和

野最美工作者冶遥

从起点开始袁扎根一线
2010年 7月刚入职袁 吴小明便被

安排到内蒙古四子王旗多金属综合物
探项目上实习遥 第一次离家这么远袁吴
小明内心是激动的袁期待着野风吹草低
见牛羊冶的大草原遥刚到项目部袁他被分
到化探组袁负责化探采样与整理袁这对
于刚出校门的学生来说是一个挑战袁更
是一个考验遥 一天徒步 8公里以上袁采
土样 30公斤左右袁 沿途的风景成了背
景袁负重前行和挥汗如雨才是工作的主
旋律遥几个月下来袁在老师傅的指导下袁
吴小明从一个只懂理论尧没有实操经验
的毕业生袁慢慢变成了能独当一面的一
把好手遥为了多方面培养新来的大学毕
业生袁化探结束后袁吴小明在领导的安
排下加入到磁法测量组遥

到了测量组后袁更艰巨的任务接踵
而来院每天 32公里数据采集遥那时袁正
值炎夏袁太阳升起来袁草原戈壁滩上泛
着金光袁给每个项目上的人都镀了层金
边遥 大家每天收工回来都精疲力尽袁脚
上的泡一个连着一个袁简单洗漱后便倒
头大睡袁第二天闹铃响起又生龙活虎地
满血复活遥项目结束后袁吴小明从小胖
子变成了壮汉子袁同事都打趣他院野你这
赚到了啊袁在单位免费把肥都减下来了
呀遥冶 吴小明被晒得黝黑的脸上露出洁
白的牙院野对呀袁 这是工作给我的嘉奖
呀袁是最耀眼的军功章浴冶马上又是下一
个项目袁 青海高海拔地区磁测项目袁工
区平均海拔 3000米左右袁空气稀薄袁但
是吴小明每次都走得最快袁大家问他秘
诀是什么袁吴小明狡黠地一笑院野这个你
们学不来袁因为我耶海拔爷矮袁灵活遥冶

在中间点奋进袁勇往直前
工作几年下来袁吴小明从物探到电

法尧 测量各个专业领域的项目都参与
过袁并逐渐成长为项目负责人 袁技术上
已经是全面的操刀手袁谁有技术上的难
题总是第一个想起来找野小明同志冶遥

2014年袁 吴小明开始负责山西朔
州山阴华昱集团公司下属五家沟尧高
山尧 元宝湾煤矿井下超前物探工程遥这
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袁 属于高危作业袁周
围的同事对井下物探作业有抵触情绪袁
但是对新技术的渴望和对工作的责任
感驱使着吴小明踊跃参加遥他从参加技
术培训开始袁熟悉全新的仪器袁学习煤

矿安全规程袁了解煤矿井下作业遥合作
煤矿属于低瓦斯整合改建矿井袁改建初
期袁斜巷通行遥地面距井下垂深 200 米
左右袁斜巷倾角 20度袁仪器设备全靠人
力袁一个人平均 20公斤左右袁步行 5公
里以上才能到达巷道掘进迎头袁进行数
据采集作业袁 而且四周都是乌黑乌黑
的袁灭了矿灯袁伸手不见五指遥经过几次
井下作业袁熟悉了井下环境后袁大家心
里的恐惧才慢慢减少遥后来每次下井的
时候袁大家都一起低声唱歌打气袁狭窄
的巷道里飘荡着低沉且悠扬的歌声袁成
了井下最美的旋律遥就这样袁下井的苦
闷中有别样的色彩遥白天下井袁完了回
来整理技术资料袁一线的工作给吴小明
带来了最宝贵的技术知识袁也填满了他
对业务水平提高的那份渴望遥

在硕果上积累袁创优品牌
2018年袁 山西朔州一个项目刚完

成数据处理袁 矿方在掘进中遇到困难袁
要求山西公司项目组在一周内拿出解
释成果袁而这在以前至少要一个月才能
完成遥为了解决甲方的困难尧维护公司
的信誉袁吴小明作为项目负责人袁立下
野军令状冶袁保证在一周内完成资料的解
释及成果的编制工作遥这一周里袁吴小
明每天工作 20个小时袁 最后按时保质
保量完成了资料解释和成果的编制工
作袁赢得了甲方的高度赞扬遥

2016年至 2018年袁吴小明主持山
西公司五家沟井下物探项目遥项目开展
以来袁他积极主动的开展工作袁控制成

本袁创造最大效益袁并保证了三年来无
重大安全事故遥 他与矿方积极沟通袁本
着为公司创优品牌尧做优质服务商的思
想袁为甲方矿方巷道安全掘进尧工作面
安全回采提供了有效的物探地质资料遥
2017年五家沟项目合同到期袁 甲方高
度赞扬了山西公司的工作袁并与之续签
了五家沟井下物探合同遥2018年 12月
合同到期袁 凭着几年来积攒的口碑袁山
西公司又成功签订中煤华昱五家沟尧水
泉井下超前物探工程施工合同遥

通过 3年的井下电法施工袁吴小明
在瞬变电磁尧直流电法和无线电波坑道
透视井下数据采集尧数据处理和报告提
交方面积累了经验袁获得了甲方中煤华
昱公司煤业地测处尧五家沟煤业地测科
的肯定与赞誉遥同时袁他也在山西地区
中煤控股公司获得好评袁将陕煤地质物
测公司山西公司井下物探这面旗帜牢
牢地插在了三晋大地上遥

经过多年的历练袁吴小明早已褪去
了青涩和稚嫩袁却一直保持着最初的那
份质朴和乐观遥 他总是说院野工作很简
单袁领导交给我袁我就认真负责地把它
干好就是了遥冶既然选择了远方袁便只顾
风雨兼程遥就是这样袁他的世界没有过
多的嘈杂袁 有的只是对项目的负责尧对
技术的追求尧对难题的钻研及向单位递
交的一份最满意的答卷遥

炭灰铺煤矿位于太行山中北部东
麓袁素有野冀晋咽喉冶野畿西屏障冶之称的
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遥这里地处太行深
山袁山水清秀袁沟谷幽深袁不仅诞生了中
国北方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袁建立了
中国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袁也孕
育了质量极优的煤炭资源遥炭灰铺为阜
平县内仅有的煤产地袁资源储量规模虽
小袁但煤质可与著名的优质无烟煤野太
西煤冶相媲美袁用途广泛袁为革命老区的
建设发展提供了能源与原料遥
煤炭勘查是煤炭矿井建设与开采

设计的基础遥第一勘探局地质勘查院承
担的炭灰铺煤矿采矿权扩界勘查项目袁
施工内容包括井下巷探尧 地面钻探尧物
探等袁目前已完成普查阶段任务袁转入
勘探阶段施工遥
该项目创造了勘查院多项纪录院首

次承担井下巷探施工尧首次在太行山多
重滑覆构造区域找煤尧首次在复杂地形
区勘查施工中投入索道架设实现物资
运输袁创钻探施工综合难度最大纪录遥

架设索道袁 运送物资袁 建设
野空中走廊冶
炭灰铺煤矿勘查区位于太行山深

处的神仙山一带袁 地形条件极为复杂袁

属无人区袁在这里进行勘查施工要解决
的首要问题就是交通遥 区内沟壑纵横袁
滚石遍布袁峭壁陡立袁危峰峥嵘袁大家只
能从仅容一人通过的小道上徒步攀行
穿越遥徒步翻越勘查区需要一个白天的
时间袁 地面交通工具根本无法通过袁大
型钻探设备更无法运达预设孔位遥在这
种复杂地形条件下开展地质勘查工作袁
其难度之大实属罕见遥

为解决地形条件限制物资运输的
问题袁勘查院组织地形踏勘小组袁由经
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带队袁在炭灰铺
煤矿扩界区翻山越岭袁进行了多次实地
踏勘遥经研究提出了架设索道解决地形
复杂区域物资进场问题的方案袁并开展
了索道架设与运行试验袁证实该方案可
行遥索道现已建成并运行良好袁各孔位
所需的机械设备与生产生活物资均可
通过索道运输进场遥

索道高线架设过程中袁勘查院投入
了无人机用于勘查地形与投放牵引线袁
架设高线里程近 4公里袁形成了钻探物
资运输的野空中走廊冶遥索道为地面钻探
施工源源不断地输送钻探机具尧 油料尧
水尧食物等生产生活物资袁保障了勘查
工程顺利实施袁提高了施工效率袁使该
院创造了地勘行业复杂地形作业区的

成功施工案例遥
人工挖填袁 碎石砌场袁 开拓

野立锥之地冶
勘查区到处巨石突兀尧 陡坡耸立尧

灌木丛生袁 找不到一处平整的宿营地袁
也没有可建设钻探井场的平整场地遥而
钻探施工对钻机安装有严格要求袁井场
须平整稳固袁天车尧立轴与孔口做到野三
点一线冶袁以保证工程质量遥

受勘查区地形限制袁现场缺少用于
场地建设的大型作业机具袁无法实现机
械化场地平整建设遥 面对这一难题袁勘
查院施工人员采用人工挖填方式袁清理
出相对平整的场地袁作为搭建帐篷的宿
营地遥同时袁稳固场地袁利用山区碎石块
与水泥浆袁 手工砌成了平整的井场袁为
钻机安装与钻探施工创造了条件遥

在巍峨的太行之巅袁施工人员采取
最原始的方式袁用双手开拓了生产生活
的野立锥之地冶遥

多重滑覆袁 全区岩浆袁 探寻
野海底之针冶

勘查区属于太行山东麓含煤区袁区
域地层基底主要为新太古界阜平期尧五
台期变质深成岩袁 其上为沉积地层袁主

要含煤地层为石炭系上统太原组玉门
沟段遥本区以褶皱尧重力滑覆尧高角度断
裂为主要构造特征袁由于北部的区域性
掀斜袁造成重力失衡袁从而形成一系列
重力滑动渊覆冤构造袁造成沉积地层的重
复和不整合接触袁影响煤系的保存遥

区内发育燕山早期中酸性岩浆岩袁
侏罗系上统东岭台组喷发相凝灰岩几
乎全区覆盖袁岩石硬度较大遥奥陶系灰
岩因滑覆构造有多层逆序重复出现袁而
且岩溶水发育其中遥

在如此复杂的地质条件下找寻滑
覆构造留存的沉积煤层袁存在很大的不
确定性和施工难度遥滑覆构造下找煤是
煤炭行业的重大难题袁 提高找煤成功
率袁降低找煤成本袁是滑覆构造下找煤
的最大难点遥在该区域条件下若成功勘
探煤炭资源袁将是国内少见的遥

钻探巷探袁 上下联合袁 拨开
野蔽日浮云冶

在勘查设计编制过程中袁勘查院开
展了多次野外实地踏勘遥通过
踏勘分析认为袁该区域地表地
形条件差袁悬崖遍布袁绝大部
分区域无路可通袁而且修路工
程难度大袁钻探设备进场及动

力供应等问题难以解决袁导致设计的地
面钻探孔位点除少数点可通过架设索
道实施外袁大部分孔位无法实施遥

鉴于勘查区地形的实际情况袁技术
员分析研究后调整了勘查设计方案袁将
勘查手段增加了井下巷探袁减少了部分
无法实施的地面钻孔工程量袁增加了井
下探巷施工工作量袁勘查方法调整为钻
探尧巷探尧地面物探相结合的方法遥普查
阶段完成探巷施工 4093米袁 勘探阶段
设计探巷及上下山施工 3889米遥

地面钻探与井下巷探联合施工袁提
高了勘查控制程度与勘查效果袁为复杂
地形区的勘查工程实施提供了很好的
参考范例遥

炭灰铺煤矿勘查项目的实施袁使一
勘局勘查院打造了一支吃苦耐劳尧技术
精湛尧迎难而上尧名副其实的地勘野野战
军冶袁 谱写了全院地勘主业发展的新篇
章遥勘查院将继续发扬野三光荣冶野四特
别冶的地勘精神袁坚守地勘人的初心本
色袁肩负起地勘央企的使命担当遥

战天斗地 震撼太行
要要要一勘局勘查院炭灰铺煤矿勘查施工纪实

阴 孔庆虎 孙跃蒙

江苏局远方公司

野两化融合冶建设成效显著

用质朴和乐观勇闯一线
要要要记陕煤地质集团最美青工吴小明

阴 徐秋艳

本报讯 8月 8日袁 中煤华盛工程
地质公司召开 2019年上半年经济运行
分析会议袁 总结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袁
分析存在的问题袁 部署下半年重点工
作遥

会议传达了水文地质局 2019年上
半年经济运行分析会议精神袁总结分析
了公司 2019年上半年财务情况尧 经营
工作情况袁通报了上半年各签状责任单
位考核落实情况遥党支部书记尧经理胡
强作会议总结讲话遥

报告指出袁上半年袁中煤华盛公司
牢固树立野以目标为导向冶的发展理念袁
创新发展模式袁优化产业布局袁推动管
理提升遥1要6月经营收入完成考核目标
的 50.38%袁 利润总额完成考核目标的
51%袁 新签合同总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472.8%袁完成了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

的目标任务遥
会议对做好下半年工作提出五点

要求遥 一是继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袁积
极承揽优质项目袁做好后续项目运作和
跟踪袁发挥好野二次经营冶的作用遥二是
认真组织实施现有项目袁加强项目监督
管理力度袁强化项目成本管控袁严把合
同尧资金尧技术尧质量尧安全等工作关袁降
低经营风险遥三是强化考核力度袁严格
按照考核管理办法对各签状单位进行
考核袁提高各部门负责人目标管理意识
和管理水平袁推动目标绩效管理的有效
实施遥四是及时做好工程的验收决算工
作袁加大债权债务清理力度遥五是要以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袁以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为契机袁坚定发展
信心袁破解发展难题袁努力促发展尧保增
长袁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遥 李 路

中煤华盛工程地质公司

部署下半年五项重点工作

山西局

提升野职工创新工作室冶创建水平
本报讯 8 月 15 日袁由湖南

省地质院煤勘一队施工的中国
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雪峰古陆周缘页岩气调查项

目要要要湘临 1井钻探工程开钻遥
湘临 1 井钻探工程位于湖

南常德市临澧县境内袁设计井深
为 2850米遥钻井工作目标袁一是
探索雪峰山北缘下寒武统牛蹄
塘组页岩气袁通过富有机质页岩
空间展布尧有机地球化学尧岩矿
物组分特征袁 获取页岩储集性
能尧岩石力学性质和含气性等关
键评价参数袁并兼探中寒武统敖
溪组页岩气曰二是实施地球物理
测井袁 获取相关地层物性参数袁
为地球物理调查的地质解译提
供约束条件袁明确下一步勘查方
向袁为雪峰山北缘页岩气参数井
位和有利目标区优选提供依
据遥 李建平 摄影报道

湖南地质院煤勘一队

雪峰古陆周缘页岩气调查湘临 1井开钻

音8月 8日袁 河南省煤田地
质局承担的郑少洛高速沿线渊伊
川段冤万安山矿山环境恢复治理
项目开工遥 该项目为 2018年省
级财政地质环境治理项目袁总预
算 3100余万元袁 治理总面积 89
万平方米袁工期 160天遥

王伟灿 周靖皓

音近日袁山东省煤田地质局
一队中标河南省新郑煤电有限
责任公司瓦斯回采区域穿层钻
孔项目袁合同价款 1800多万元遥
该项目属于河南省应急管理厅
煤矿重大灾害隐患治理项目袁使
用中央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
项资金遥 王子健 杨聿强

音第一勘探局邯郸华辰建
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近期连续
中标恒大集团邯郸尧 邢台地区 5
个项目袁累计中标金额约 730万
元遥 曹韵竹

音前不久袁安徽省煤田地质
局水文队地勘公司中标朱仙庄
煤矿 2019 年地面地质补勘项
目遥 该项目设计 4个地质孔袁总
工程量 4096 米袁 计划工期 100
天遥 赵 伟 陈 阳 王 亮

音近日袁福建省一九六地质
大队开展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
山只矿区石英砂矿水质监测项
目遥该项目主要为对旗滨集团下
属的东山县山只矿区石英砂矿
采坑及周边水井点进行水质监
测袁监测以半年为一周期袁共需
进行野外采样工作 18次袁 通过
对比每次取样的测试结果及水
井水位的动态变化袁详细监测矿
山周边地下水位及水质的变化袁
进而掌握矿山开采对周边地下
水的影响遥 郭文斌 谭贵州

音8月 7日袁陕西省一九四
煤田地质有限公司承接的眉县
地热井施工项目正式启动袁第一
口井 C201号井开钻遥该井是眉
县清洁能源集中供暖项目 2019
年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遥

井刘旗

音近日袁甘肃煤田地质局综
合普查队中标甘肃省藏区渊甘南
藏族自治州冤野十三五冶州级基础
测绘项目渊3要4包冤二次第三包遥
测绘范围包括碌曲尧迭部县基础
建设曰合作尧夏河尧碌曲尧玛曲尧迭
部 1颐1000尧1颐2000数字地形测绘遥

龚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