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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组织架构 推进转型发展

在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河南地质局工程勘察院袁有
这样一个年轻人袁大家提起他时总会竖起大拇指遥他踏
实肯干尧兢兢业业袁坚持奋斗在一线曰他经营能力突出袁
业务能力全面袁是集技术尧经营尧管理于一身的综合型尧
复合型人才曰他工作严谨尧一丝不苟袁所参与尧负责的项
目均获甲方好评袁多次为单位赢得再次合作的机会遥他
就是工程勘察院的经营能手和业务骨干要要要朱文风遥

自 2004年 7月参加工作以来袁朱文风凭借积极向
上的态度和专业的技术能力袁 多次获得中化河南局和
工程勘察院野先进工作者冶称号遥2007年袁朱文风荣获中
国化工集团公司野中国化工人冶称号袁2014要2016年袁连
续三年荣获省直机关工会野安康杯冶优秀个人奖曰2016
年袁 朱文风主管的工程安全部被中化局评为 野红旗班
组冶袁 并获得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 2016要2017年
度全国野安康杯冶竞赛优胜班组称号遥他参与完成的河
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节能减排改造项目主厂房中
段填方场地岩土工程勘察项目尧炎黄二帝
塑像边坡防护勘察项目获得石油和化工
行业优秀工程勘察一等奖曰林州林丰铝电
技改岩土工程勘察项目获得全国优秀工
程勘察项目三等奖遥踏实的工作态度和扎
实的业绩袁为他赢得了诸多荣誉遥

一线工作 踏实肯干 吃苦耐劳

工作中的朱文风踏实肯干尧 吃苦耐
劳袁不管遇到什么困难袁他总是冲在最前
面遥炎黄二帝塑像边坡勘察项目需要进行
探井取样袁 但因为上部填土比较碎散袁取
样困难袁工人多次尝试都没有成功遥朱文
风二话不说袁脱掉衣服袁直接跳入了探井
并取出了样品遥 冬日的项目现场寒风凛
冽袁但他却像没有感觉到冷一样袁开心地
咧开嘴巴笑起来噎噎

工程勘察院两三个项目时间重叠或
紧挨着的情况时有发生袁 如何合理安排
多个项目的衔接袁 保证项目顺利开展是
个较难解决的问题遥 2006 年袁 朱文风参
与了星城国际桩基施工项目袁 因为项目
场地的土为软土袁 场地时不时会出现陷
机情况袁 所以需要一桩一桩测量袁 施工
难度很大袁 效率很低遥 更令人头疼的是袁
曼哈顿桩基工地的甲方也要求两天后必
须进场遥 面对 100多根还未施工的桩基袁
朱文风感到压力很大遥 但为了按时进驻
曼哈顿工地袁 朱文风咬紧牙关袁 连续奋
战了两天一夜袁 并在第二天夜里组织人
员有序地进行设备装车工作袁 最终安全
完成桩基设备转场工作遥

深夜的工地袁汽车开动的声音没有停
息过袁 疲惫和困意则一直被意志强压着袁
朱文风又是一整晚没有合眼遥

装完车后袁朱文风赶紧与曼哈顿工地方沟通袁落实
车辆进场卸车等事宜袁确保转场工作不出现任何问题袁
这时候袁天已经蒙蒙亮遥回到宿舍袁朱文风几乎是瘫在
了床上袁睡眼蒙眬中袁电话铃又响了起来院公交公司宏
达小区项目要求当天必须撤场遥于是袁朱文风强拖着疲
惫的身体袁坚持赶到项目工地袁组织撤场工作遥下午五
点袁 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的朱文风终于踏实地躺在
了床上袁仅仅几秒钟袁他就进入了睡眠状态袁一睡就是
一天一夜噎噎

对朱文风而言袁可能早已没有野大家冶和野小家冶的
概念了遥为了工作袁他长年住在施工现场袁就连孩子出
生袁也只在医院陪护了妻子三天遥长年的奔波和辛劳让
朱文风年纪轻轻就落下了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袁 可每
每提起袁他却总是云淡风轻地一笑袁然后继续辗转于各
个项目工地之间遥

市场经营 迎难而上 主动出击

2018年袁在市场形势不景气的情况下袁朱文风迎难
而上袁跑项目尧做标书尧忙拜访遥他认为院越是困难袁就越
要积极主动遥在他和同事的努力下袁工程勘察院承接了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郑州区域事业部
地质勘察集采框架协议尧 和昌盛世城邦项目多个地块
的大型地产项目尧郑州惠科第 11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
示器件项目渊省重点项目冤尧市政基础建设的郑东新区
龙湖金融岛外环路项目袁 并中标平顶山市鲁山县教育
局 2018年校舍维修项目袁整体合同金额近 2000万元遥

很多人向朱文风取经袁 问如何能在艰难的环境中
拿到项目袁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袁说道院野其实我没有想
那么多袁只是想着要把眼前的事干好遥冶

十几年来袁朱文风就是凭借这股韧劲和拼劲袁成长
为工程勘察院的中流砥柱遥他的老同事说袁在多年前勘

察市场低迷袁单个项目合同额普遍在几万
到十几万元的情况下袁朱文风依然埋头向
前冲袁承接了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节能减排改造项目尧林州林丰铝电技改岩
土工程勘察项目和地基检测项目袁几个项
目的产值达 500多万元袁极大地提振了单
位的士气遥

朱文风认为袁一个经营能手是多方面
素质的集合体袁既要有较强的组织协调沟
通尧 经营管理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袁还
要有开拓创新精神和较强的市场竞争意
识袁最重要的是保持初心袁不管外界如何袁
都积极主动地发掘市场机会遥而他之所以
能成为野经营能手冶袁就是因为他的脚踏实
地和积极主动遥

安全管理 长抓不懈 注重细节

2013年袁朱文风从青年一辈中脱颖而
出袁 任工程勘察院工程安全部主任袁2018
年又被提拔为工程勘察院副院长遥从一个
一往无前的小伙子袁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
的管理者袁他说院以前是责无旁贷地去找
项目尧干工程袁现在更多的是考虑单位的
发展和项目管理袁并保证施工安全袁感觉
压力更大了遥

安全生产关系到干部职工的生命财
产安全袁 关系到企业发展和稳定的大局袁
因此在工程安全部工作期间袁朱文风把安
全生产作为项目管理的一件大事袁不断在
安全管理理念尧 工作方法上寻求突破遥通
过多年摸索袁他总结出全员尧全方位尧全过
程尧全天候的安全管理模式袁并通过加大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尧普及安全
生产法律知识袁定期召开安全生产例会等
方式袁落实责任制袁增强职工的安全生产

法制观念和安全责任感遥 对地铁等大型市政工程夜间
施工的项目袁朱文风全程监督检查安全工作袁在节假日
前后袁 他也会带领检查小组对所有施工项目进行安全
大检查袁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袁以杜绝重大事故的发
生袁保证项目工程安全进行遥

踏实的工作态度尧突出的经营能力尧优秀的管理能
力噎噎近年来袁 朱文风在无形中为自己贴上了各类标
签袁 成为中化河南局工程勘察院的经营能手和业务骨
干遥他在工作岗位上的主人翁意识袁找项目尧抓项目的
干劲袁积极主动尧开拓进取的精神都成为该局青年的榜
样遥然而对于朱文风来说袁一切才刚刚开始袁他将一如
既往地为中化河南局和工程勘察院的发展贡献力量遥

本报讯 近日袁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
三队围绕局 野22522冶 事业发展思路袁
针对实体整合不到位与干部队伍建设
较弱的现状袁 立足实际尧 充分调研袁
对实体进行了整合重组袁 改变了小而
散尧 大而弱的现状袁 持续优化结构袁
推进转型发展遥

此次整合重组的对象主要是原来
名不符实尧业务交叉尧产业结构不清晰
的实体和部室遥一是将原淄博勘察院和
莱芜勘察院进行整合重组袁成立了资源
勘探研究院袁保留了 2~3台钻机的钻探
技术核心力量袁保证了地质钻探应急救

援队伍的建设曰二是将原泰山新能源开
发研究院和城市工程勘察院分别调整袁
成立了浅层物探研究院和城市工程研
究院袁突出了专业特色曰三是增设了总
工办和资产管理部两个部门袁在技术创
新和资产管理方面加大力度袁赋予其新
的职能遥经过整合重组袁各实体明确了
产业发展方向袁 进一步发挥公益性尧基
础性职能袁调动了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遥

在此次实体整合的基础上袁三队新
提拔科级干部 8人袁调整 20人袁为单位
发展注入了活力遥 李丙庆 任红阳

8 月 6 日下午 4 时左右袁 暴雨来
袭袁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一队定向钻井
公司在淮北施工的袁店一井注浆工地
突然停电遥 该工程水平段已经施工
300多米袁 由于是断层带注浆袁 水平
段穿过破碎带和煤层袁 而且水平钻具

下侧始终贴着孔壁袁 随时可能出现埋
钻尧卡钻风险袁钻具在孔内十分危险袁必
须立即改用柴油发电机袁及时起钻遥

此时袁豆大的雨点击打在钻机平台
上袁雨水打得大家睁不开眼睛袁可是大
家顾不上这些袁冒雨准备着一切袁只想
着尽快起钻遥 经理和机长都在现场忙
碌着袁但依然感觉人手不够用遥

这时袁 雨中闪现 3个年轻的身影袁

他们是刚刚下班回到宿舍袁 发现突然
停电又返回的李杰尧王被提和王震遥停
电后袁李杰说院野坏了袁钻机估计也停电
了袁钻具在孔里肯定很危险遥冶王被提
说院野那肯定要换柴油机起钻遥冶 王震
说院野要是换柴油机袁 他们几个得搞到
什么时候啊钥 我们赶紧回去帮忙吧浴冶
话音未落袁3个年轻人便冲进了雨中遥

看到他们飞奔而来袁 当班的刘宁

和郝绵甲异口同声地说院野你们真是我
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遥冶瞬间袁嘈杂的暴
雨声中不断传出野 一尧二袁一尧二噎噎冶
的口号声袁好像一首动听的青春乐章遥

暴雨丝毫没有消减大家的昂扬斗
志袁在他们娴熟而快速的操作中袁一切
都进行得很顺利遥不知不觉中袁钻具就
被起到了套管内袁大家也终于松了一口
气袁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遥

圆园19年 9月 2日
星 期 一
编 辑院魏少萍在匀韵晕郧 酝耘陨 阅陨 在匀陨 月粤韵 2在匀韵晕郧 酝耘陨 阅陨 在匀陨 月粤韵

本报讯 近日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公布了 2019年度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评审结果袁山西省地质矿产研究院
独立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野沁
水煤田东南部太原组 15号煤中氟的赋
存状态与富集机理冶成功获批遥这是研究
院继 2018年独立申报并获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野沁水煤田北部太原组煤
中锂元素的赋存状态与富集机理冶之后袁
获得的又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遥

该项目依托山西局研究院 野煤与煤
系气地质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冶 科研平台
及先进测试分析体系袁由山西省重点实
验室煤中共伴生矿产资源研究团队完成
申报工作遥 此项目将以山西省晋城市煤
炭规划区要要要沁水煤田东南部煤中氟的
异常富集为切入点袁 通过查明煤中氟的
分布规律和赋存状态袁 揭示地下水活动
与煤中氟富集的关系袁阐述煤中氟的富
集机理遥 其研究成果既能够丰富煤中氟
富集机理研究等相关理论知识袁为合理

配置利用煤炭资源尧 实现矿区经济的良
性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袁 还能够为区域性
氟污染控制提供基础数据袁有利于降低
排放袁保护环境袁促进生态平衡遥

近年来袁 山西局研究院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 落实创
新发展理念袁以野煤与煤系气地质山西省
重点实验室冶 和 野渠丽珍职工创新工作
室冶两大创新平台为依托袁通过坚持落实
科研项目申报与获批奖励制度袁 推动与
高校尧科研院所合作袁实施野项目+人才冶
培养模式袁加强对年轻骨干的培训等措
施袁激发职工投身科研创新的积极性遥

项目的成功获批袁 不仅展示了山西
局研究院具备连续申报国家级科研项目
的实力袁 还进一步提高了研究院青年科
研攻关和申报项目的积极性袁 而且强化
了全院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袁提升了转
型升级能力曰 同时为该院继续坚定不移
服务山西省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尧强
化创新驱动起到了助推作用遥 丁琛哲

山西局研究院

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本报讯 日前袁 从江苏省财政厅传
来喜讯袁 江苏金石稀土有限公司获省科
技厅企业科技研发费用奖金 50万元遥

近三年来袁公司积极走出去袁与稀土
专家学者保持密切联系沟通袁 与内蒙古
科技大学尧中国矿业大学等多家高校尧科
研院所签订稀土金属研究合作协议袁并
建成产学研教学实践基地遥

在科技创新领域袁公司捷报频传袁核
心产品金属镨钕尧镝铁合金及金属铽尧钕
铁硼磁性材料全部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
技术产品曰 科技综合实力位列徐州市创
新型企业 20强曰独立完成徐州市科技情

报研究计划课题曰 金石科研攻关团队荣
获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野科技创新优秀团
队冶称号曰获沛县县委野年度工业经济创
新发展奖冶遥

在资质建设方面袁公司陆续获得野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冶野江苏省工业企业质量
信用等级评价 AA级企业冶野中国质量诚
信企业冶称号袁建立野江苏省烧结钕铁硼
稀土磁性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冶 野江
苏省企业技术中心冶野徐州市企业技术中
心冶三个科技研发平台遥

截至目前袁 公司已获得专利 39项袁
其中 9项是发明专利遥 王薪鹏

江苏局金石稀土公司

获得省科技厅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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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0日袁 江苏中煤长江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位于连云港市海州区的 310国道尧 浦发路整治项目开工遥
该项目中标价超 2亿元袁 总工期 540天遥 该项目是连云港市海州独立工矿区改造搬迁工程实施方案中基础设施
类整治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旨在消除新浦磷矿采矿区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隐患袁扩大城市可用面积袁促进城市基
础建设遥 冯文霞 摄影报道

本报讯 8月 20日袁 第一勘探局山
西分公司承揽的广灵县一斗泉三乡镇
十七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通过竣工验
收遥

广灵县一斗泉三乡镇十七村土地
综合整治项目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生
态文明建设理念和落实党中央尧 国务
院关于 野国土综合整治冶 部署的重点
项目遥 该项目规划设计过程中严格按
照广灵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尧 土地整
治规划袁 以及年度计划进行袁 通过土
地平整尧 水利配套尧 道路整修尧 沟道
治理尧 生态保护与修复等系统综合整
治措施袁 建设了一批集中连片尧 设施
配套尧 高产稳产尧 生态良好袁 与现代
农业生产和经营相适应的高标准农田袁
不仅改善了贫困地区农村生态环境袁
而且提高了农民生产生活水平袁 为广
灵县脱贫攻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遥
山西分公司自 2月 25日接到项目

中标通知书后袁 迅速组建了项目部袁精

心制定了野百日攻坚大会战冶施工方案袁
并于 3月 15日开工遥施工过程中袁在公
司野倒排工期尧量化管理尧信息化跟踪服
务冶理念的指导下袁项目部挂图作战袁严
控项目质量尧 安全和进度等关键指标袁
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和相关技术规范要
求组织施工遥截至 8月 5日袁广灵县一斗
泉项目建设规模 89186亩袁 完成工程额
约 2亿元袁新增耕地 17662亩袁提质改造
耕地面积 41345亩袁 生态修复区栽植树
木 22种袁共计 63万株袁各种新建道路累
计 17.6万米袁修筑各类渠尧路尧涵 89座袁
浆砌石护堤 7.5万米袁 施用有机肥 1万
吨袁畜禽肥 7万吨遥

验收会上袁山西分公司向专家组进
行了施工汇报袁 专家组通过现场验收尧
资料验收及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询问
等形式袁全面了解了项目的建设和完成
情况遥最终袁专家组一致同意该项目通
过评审袁并认定为优良工程遥

杜永涛

昔日乱石滩 今日米粮川

一勘局广灵县一斗泉项目竣工

音近日袁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
队中标富地柳林燃气有限公司柳
林区块煤层气开发 2019年常规钻
井工程项目遥该项目位于山西省柳
林县袁 主要为斜直井和 L型水平
井遥 牟海萍

音近日袁福建省国土测绘院中
标惠安县农村地籍和房屋调查项
目 渊第四批冤袁 中标金额 836万余
元遥该项目是该院在福建省内承接
的体量最大的农村地籍与房屋调
查项目遥

叶方宇 林少慧

音日前袁福建省一九七地质大
队再次携手莆田市自然资源局袁助
力莆田市开展第二轮中央环保督
察群众信访案件核查遥该队接到通
知后立即组织项目组进驻莆田市袁
结合福建省自然资源 GNSS 远程
监管系统袁 采用无人机航拍调查袁
精准定位每一个信访案件袁并配合
市自然资源局信访办收集尧 整理尧
分析每个信访件的案发原因和整
改情况袁 真正做到对社会公开袁对
信访案件公正袁对被举报人公平遥

季兴财

音近日袁安徽省煤田地质局水
文队中标袁店二井煤矿安全改建
工程西风井冻结项目钻机造孔工
程遥该工程主排孔 38个袁辅助孔 36
个袁测温孔 3个袁水文孔 2个袁总工
程量 19540米袁 冻结深度 350米遥
计划工期 60日历天遥

陈 阳 丁 鹏

音8月 15日袁江西省煤田地质
勘察研究院接连中标于都万年青
水泥厂金鸡山石灰岩矿水文地质
勘查及报告编制尧兴国县鼎龙乡杞
下竹岭子饰面用花岗岩矿详查地
质报告和开发利用方案编制两个
项目遥于都万年青水泥厂金鸡山石
灰岩矿项目将通过开展矿区水文
调查尧钻探及抽水试验工作袁为其
矿区垇陷开采尧扩界提供水文地质
等技术依据遥兴国县鼎龙乡杞下竹
岭子饰面用花岗岩矿详查将对矿
山回采率尧贫化率尧矿山服务年限
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进行核算或
设计选取遥 黄立衡

音8月 14日袁山东省煤田地质
规划勘察研究院承揽的巴彦高勒
煤矿 17盘区三维地震勘探项目正
式开工遥内蒙古黄陶勒盖煤炭有限
责任公司地测副总工程师王永国
实地检查了勘探区排列铺设尧成
孔尧 爆破施工和数据采集等情况袁
并对项目组的前期准备工作给予
肯定遥 邵玉宝 王 明

音近日袁在中铁二十局集团组
织的西安地铁 14号线一期工程人
防防护设备 1标段项目的招标中袁
陕西盾实人防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成功中标遥 该项目中标金额 1650
万余元袁包含 3站 3区间袁共计 137
樘人防防护设备遥据悉袁西安地铁
14 号线一期工程 渊北客站要贺韶
村冤线路全长 13.812 千米袁均为地
下线袁 设车站 8座 渊其中换乘站 3
座冤袁分 3个施工总承包标段遥

樊文龙 任鹏涛

音前不久袁 由中煤浙江生态环
境发展有限公司承建的杭州山亚南
方水泥有限公司大同石灰岩矿永久
边坡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和绿色矿山
景观提升项目开工遥 该项目以改善
矿区自然环境为立足点袁 改造矿山
绿色景观袁 打造大同石灰岩绿色矿
山遥 王 蕾

近期袁陕西省一
三一煤田地质有限
公司主动与韩城尧合
阳尧大荔尧澄城等市尧
县自然资源局对接袁
对在册地质灾害隐

患点及重点区域进
行全面汛中巡查袁切
实做好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袁降低地质灾
害造成的损失遥

亢少武 赵 玥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