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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脚步丈量河洛大地
要
要要河南局二队开展 野三调冶 作业纪实
阴 本报记者 王伟灿

7 月 29 日袁 在河南省煤田地质局二队洛阳
市伊滨区 野三调冶 作业现场袁 作业人员刘玉生
的母亲冒着酷暑从百里外的家乡来看望儿子遥
看着项目组人员个个晒得黑里透红尧 身上起皮袁
刘玉生母亲原本要责怪儿子总说工作忙尧 几个
月不回家的想法顿时打消了袁 心头升起无限爱
怜和心疼遥
今年 2 月以来袁 河南局二队 野三调冶 一线
作业人员走村入巷尧 翻山越岭袁 用脚步丈量河
洛广阔大地袁 手持仪器测绘天地人生遥 这些看
似潇洒的工作袁 付出的却是 野五加二冶 野白加
黑冶 野拼+速度冶遥

画好作业 野线路图冶
河南局二队自然资源与地球物理勘测院承
担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项目袁 作业面积 1144
平方千米袁 作业范围涉及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尧

土地权属调查尧 专项用地调
查与评价尧 土地利用数据库
建设尧 成果汇总等内容遥 在
项目作业前袁 该院院长禹志
加已经画好作业 野线路图冶院
从全院现有的技术人员中选
出水平高尧 责任心强的技术
人员参与 野三调冶 工作曰 先
是选派技术骨干参加省级
野三调冶 作业培训袁 后来又
为全体作业人员指点了技术
作业和质量标准 野迷津冶遥
副院长尧 项目负责人段
俊礼也为项目备足 野功课冶院
将收集到的所有权权属界线转绘到国家下发的
影像图上曰 对存在疑问或不合理的部分袁 由各
村实地指界袁 将最新的界线落实在调查地图上袁
并签署权属界线协议书袁 为项目顺利推进铺平
道路遥

每天走出 4 万步
河南局二队承揽的两个项目区袁 有平原尧
有丘陵尧 有山区遥 每天天刚蒙蒙亮袁 项目组人
员便携带着测绘仪器出发了遥 当汽车把大伙儿
送到中心区域后袁 大伙儿就兵分几路袁 奔向各
自的举证地点遥 按照 野走到尧 看到尧 问到冶 的
原则袁 大伙儿深入村庄原野尧 田间地头袁 拍照尧
举证尧 核对数据袁 及时将举证照片上传到举证
平台袁 每天不厌其烦地做着这些 野标准动作冶遥
为了节省时间袁 大家经常是走到哪儿算哪
儿袁 午饭就地解决袁 对付一口继续工作遥 直到
夜幕降临袁 队员们才陆续返回驻地遥 回到驻地

安徽局三队

六盘水页岩气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
本报讯 日前袁安徽省煤田地质局
三队施工的贵州六盘水页岩气钻探工
程渊大口径冤黔水地 1 井采用清水强钻
套管隔离法袁配合野穿靴戴帽冶固井法袁
攻克了下部井段堵漏浆液灾难性漏失
难关袁 成功完成一开套管下放工作遥这
标志着该队六盘水页岩气项目取得了
阶段性进展遥
安徽局三队施工到 30~1000 米灰
岩地层岩溶发育地段时袁 遭遇地下自
然裂隙和溶洞袁 并与地下暗河贯通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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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意味着一天工作的结束袁 草草吃完晚饭后袁
大家还要继续编辑整理白天的举证数据尧 修改
数据库尧 规划第二天的行车路线袁 经常忙到深
夜才能休息遥
野在干 耶三调爷 的几个月里袁 大伙儿每天至
少要走 4 万步袁 一天下来常常累得腰酸腿疼袁
有时累得真不想出工了袁 但转念一想袁 工期这
么紧袁 拖一天就要影响项目进度呀浴冶 徐金华说
出了大家的心声遥

环境恶劣咱不怕
野在调查举证中袁 有时会遇到密密麻麻的灌
木丛袁 有时还会遇到大风雨雪袁 这些都给我们
的工作增加了不少困难袁 但是面对恶劣的环境袁
我们并不怕浴冶 项目人员鲁利国望望天空尧 看看
山丘袁 语气坚定地说遥
春节过后袁 洛阳地区接连下了两场大雪袁
等气温渐渐回升袁 融化的雪水渗入泥土袁 土地
变得泥泞不堪袁 许多乡间小路根本无法行车袁
只能步行前进遥 每一脚踩出去都会带起一整圈
厚厚的泥土袁 脚上好像戴上了沉重的锁链遥 此
外袁 大风天气是大伙儿面临的又一困难遥 无遮
无挡的原野上袁 大风肆意地刮着袁 大伙儿常常
被吹得左摇右晃袁 手里的平板电脑也很难端稳遥
在没有路的举证地方袁 大伙儿带着木棍袁
双手不停地将密林和草丛拨开慢慢前行袁 灌木
上的刺扎在身上生疼生疼的遥 冬天还好说袁 到
了夏季袁 大伙儿走在密林里袁 整个身体像是被
热浪紧紧包裹着袁 脸上的汗水不断袁 衣服如同
从水里捞出一般袁 到晚上收工的时候袁 衣服上
印满了 野地图冶遥

联手把好质量关
外业小组作业辛苦袁 而内业人员工作也不
轻松遥 为了如期完成野三调冶任务袁内业人员每天
一大早就坐在电脑前开始忙碌了院接收外业人员
发来的图斑袁检查尧核对尧修改举证数据袁建立数
据库遥 大伙儿常常一干就到凌晨三四点钟袁有时
还会熬一个通宵遥 睡意来了袁就用喝茶尧喝咖啡的
办法提提神袁有时实在熬不住了袁就趴在桌子上
眯一会儿遥
尽管工作辛苦袁但段俊礼对项目作业质量的
要求丝毫没有放松遥 他常常对大家说院野耶三调爷工
作任务艰巨尧责任重大袁但无论困难有多大袁我们
都要增强责任意识袁确保数据准确遥 冶为此袁他经
常深入一线实地核查袁 掌握调查进度和成果质
量袁对苗头性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出整改要求遥
在抓质量方面袁 大伙儿更是齐心协力把好
关遥 每当外业作业人员在现场发现一个图斑内有
两个或两个以上地类时袁就会及时通知内业人员
切割图斑袁重新制作举证包再次进行举证遥 对于
外业上传的举证照片袁内业组专门安排质检人员
进行审核袁发现不符合拍摄要求和不能反映地类
特征的照片袁还会要求重新举证或者补充举证遥
项目组还积极开展野比尧看尧赛冶活动要要
要比
谁发现问题多尧看谁解决问题措施实尧赛谁整改
推进效果好曰创新开展流量大数据分析袁通过流
量梳理变化袁真正掌握各地建设用地增减变化情
况袁为深入开展工作提供科学决策依据遥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袁河南局二队承担的洛
阳市伊滨区尧 伊川县两个项目数据库已经完成遥
目前正按照省级核查组有关要求袁 在夜以继日
地修改中遥

江苏局金石稀土公司助力野一带一路冶建设

地质情况极为复杂袁 井位所处地下水
十分活跃袁 井漏漏速和漏量很大遥 经
过多次研究袁 最终三队采用套管隔离
法袁 并配合 野穿靴戴帽冶 固井法袁 彻
底解决了下部井段堵漏浆液灾难性漏
失难题袁 顺利下放套管 1001.34 米并
成功固井遥
据悉袁在贵州六盘水地区同时开工
的 7 口页岩气井中袁目前仅安徽局三队
一家施工成井袁获得甲方的高度称赞遥
刘晓红 周化忠

渊上接第一版冤
物测院以 野山西省特级劳动模范冶野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冶野省
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冶 获得者杨文府命名的职工创新工作室袁 今
年先后获得省总直属基层工委和省总工会的命名和授牌遥野杨文府
职工创新工作室冶 现有团队成员 34 人袁 其中外聘教授 3 人袁 研
究生以上学历人员占比 68%袁 中高级职称人员占比 56%遥 工作室
创建以来袁 致力于大地质尧 大生态尧 大测绘袁 开展技术培训 48
期袁 组织团队成员与武汉大学尧 中国地质大学尧 中国矿业大学尧
河南理工大学进行技术交流 26 次袁 完成省级以上科研立项 21
个袁 获得省部级表彰 9 项袁 取得 3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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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与中国地质大学 渊北京冤 成功筹建了资源环
境与灾害监测山西省重点实验室袁 为物测院转型发展和创新发展
作出了突出贡献遥
随着职工创新工作室在山西局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中发挥的作
用越来越大袁 全局各院创建职工创新工作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空
前高涨遥 一一四院尧 一一五院尧 一四四院尧 一四八院尧 资环院积
极借鉴研究院尧 勘查院建设职工创新工作室的好经验袁 主动搭台
子尧选苗子尧压担子袁相应建立了院级职工创新工作室袁做到了有命
名尧有牌匾尧有团队尧有设施尧有定位尧有制度尧有流程尧有经费尧有成
果遥一一五院野袁媛职工创新工作室冶以野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数
据服务冶为主要研究方向袁成功立项了野大同市矿山地质环境遥感
监测平台冶科研项目遥资环院野段鹏飞职工创新工作室冶致力于旅游
地质和灾害地质袁发表地灾学术论文 4 篇袁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 项袁16 项成果获市尧厅级表彰袁实现经济收入 600 万元遥一一四
院尧一四四院尧一四八院正在对标一流尧奋起直追遥

野群芳争艳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袁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袁谋创新就是谋未来遥
近年来袁 山西局通过不断提升职工创新工作室创建水平和各类创
新平台的搭建袁 涌现出省委联系专家 2 人尧 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2
人尧野三晋英才冶19 人遥 为进一步激发全局专业技术人员和高技能
人才的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袁强化对全局职工创新工作室的指导尧
督查和考核袁 今年局党委出台了 叶职工创新工作室考核和管理办
法曳袁对职工创新工作室的申报尧审核尧批准尧管理尧考核进行了规
范袁为全局职工创新工作室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遥
野杨文府职工创新工作室冶 揭牌仪式袁 是全局职工创新工作
室创建工作的一次推进会袁 局党委为全局职工创新工作室创建工
作进一步明确了发展路径要要
要研究院渠丽珍尧 物测院杨文府职工
创新工作室袁 向 野全国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冶 努
力袁 力争尽快进入全国第一方阵曰 勘查院屈晓荣尧 水勘院张燕庆
职工创新工作室袁 向省级授牌标准迈进曰 一一五院袁媛尧 资环院
段鹏飞职工创新工作室袁 向省总直属基层工委命名挂牌的目标冲
刺遥 一一四院尧 一四四院尧 一四八院职工创新工作室在创建上也
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遥
一花独放不是春袁 百花齐放春满园遥 山西局将充分发挥职工
创新工作室的智囊团尧 岗位创新源尧 项目攻关队和人才孵化器作
用袁助力山西实现野示范区冶野排头兵冶野新高地冶三大目标袁谱写出煤
炭地质事业转型发展的新篇章遥

音近期袁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两
淮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中标了颍上县
公安警务中心机电安装工程项目遥
该项目位于颍上县城北新区袁 总建
筑面积 80000 多平方米袁 中标价格
9800 多万元遥项目内容包括室内装
饰装修工程尧室内安装工程尧厨房餐
宿一体化工程等袁合同工期 300 天遥
目前袁项目部人员及设备已经进场袁
进行项目施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遥
韩非
音日前袁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水
文队工勘公司中标了五河县农村污
水治理 PPP 项目袁该项目涉及五河
县 8 个乡镇的污水处理厂及配套污
水收集管网建设尧58 个村污水处理
设施及配套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岩土
工程勘察任务遥 项目计划施工钻孔
2500 个袁 钻探进尺约 21000 米袁合
同工期预计 2 个月遥 赵章立 赵 将
音近日袁 第一勘探局山西分公
司中标昔阳县皋落镇等 5 个乡镇尧
西庄村等 11 个村土地开发项目遥项
目建设规模约 134 公顷袁 主要为土
地平整工程尧排水工程尧田间道路工
程袁工期为 180 天遥据悉袁该项目是
山西分公司与山西国信农业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战略合作协议中的首个
落地项目遥
杜永涛
音近日袁第一勘探局一一九队
中 标 新疆 哈 密大 南 湖 一 矿 1306尧
1307 工作面富水异常区超前疏放
水工程袁 中标金额 500 余万元遥该
项目主要对煤矿富水异常区进行
重点探放袁共设计探放水孔 20 个袁
钻孔深度约 105 米遥李 颖 郝智光
音近日袁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
队中标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
的野济宁市任城区采煤沉陷区综合
治理项目渊一期冤冶采空区治理工程
定向钻外协施工项目遥该项目共设
计定向钻孔 3 个袁包括 2 个垂直定
向钻孔和 1 个倾斜定向钻孔袁工程
量预计 1830 米遥
牟海萍
音近日袁由山东省煤田地质局
物测队承担的河北张家口地区二
维地震勘探项目正式开展野外地
震资料数据采集遥该项目勘探区分
为三块袁横跨阳原县尧蔚县两县袁涉
及 4 个乡镇尧15 个村庄袁 测线分布
70 千米遥该地区地震测线长度 8400
米袁 施工参数采用 420 道接收袁90
次覆盖遥 施工现场采用两台 28 吨
的震源作为激发源袁采用 420 道数
字检波器作为接收设备袁施工时共
使用 2 台震源同时作业袁震动次数
10 次袁扫描频率 10~120 赫兹遥
王晶

本报讯 在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中袁摊铺机是道路
施工的主要工程机械之一袁作为熨平板的专业制造
商袁江苏金石稀土有限公司在该行业深耕细作已超
过二十年袁他们紧盯市场前沿尧把准市场脉搏袁积极
研发新产品袁助力野一带一路冶建设遥

近几年袁金石稀土公司根据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
家建设实际需要袁 相继推出了 4.2耀9 米液压伸缩
渊电尧气加热冤熨平板和多款 750耀1500 毫米边端伸缩
熨平板袁配套柳工尧中交西筑等大型主机袁远销缅
甸尧俄罗斯等国家袁深受市场和用户好评遥 赵家斌

音8 月 20 日袁江西中煤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中标莫桑比克加扎省
190 千米 DB 项目遥 项目起始于加
扎省 N221 公路绍奎镇袁 途径瓜加
镇尧马巴拉内镇袁终于马帕伊镇遥主
要施工内容为土方工程尧路基排水
防护尧 沥青双表路面及 90 千米沥
青混凝土路面修补等袁 工期为 24
个月遥
刘伟文

奋斗袁让青春更精彩
要
要要记江西局二二三队张如鹏
阴 汤瑞琪
2012 年 7 月袁 张如鹏从中国矿业大学地质工程
专业毕业后袁 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袁 来到了江西省煤
田地质局二二三队袁 在东方地勘院从事地质技术工
作遥 一晃七年过去了袁 他脚踏实地尧 吃苦耐劳袁 从
煤田地质勘探到页岩气调查评价袁 再到分管地勘院
测绘工作袁 专业知识尧 技术能力均得到提升袁 实现
了从一名普通技术人员到技术型管理人员的转变遥
刚参加工作时袁 张如鹏在地勘院基金项目组参
与省地勘基金项目 野江西省上饶新田煤田及外围调
查评价项目冶 和 野江西省铅山县新安-局里煤矿区
调查评价项目冶袁 跟着师傅在野外学习地质调查尧
岩芯编录袁 在室内进行剖面图尧 柱状图尧 储量图等
图件的编制遥 为了赶时间提交项目资料袁 他经常跟
着师傅和同事加班到深夜遥 提起刚参加工作的那段
时间袁 他说院 野刚从学校出来袁 就有一个这么好的
机会和平台袁 又有师傅毫无保留地传道授业袁 帮助
我将书本所学与实践相结合遥 虽然经常加班到半
夜袁 但是过得特别充实袁 学到了很多东西遥冶
张如鹏在工作上的表现袁 得到了单位领导和同
事的认可遥 2013 年年初袁 二二三队筹备页岩气项目
组袁 申报省重大科技专项 野江西省页岩气地质选区
及关键技术
研究项目冶袁
他被选入页

岩气项目组袁 全程参与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尧
立项申请等工作遥 立项成功后袁 二二三队承担了课
题三 野页岩气赋存机理和富集规律及可采性研究冶
和课题八 野江西省页岩气资源综合评价冶 这两个课
题袁 承担了大部分重点工作遥 课题三主要研究页岩
气从生气到成藏的模式和机理尧 页岩气资源可采情
况袁 课题八则要对本项目其他各课题的研究成果进
行综合研究和分析袁 并对江西省页岩气资源量及其
经济性进行评价分析袁 所涉及的工作包括全省含气
目的层系页岩的野外调查尧 剖面测量尧 样品采集尧
测试化验尧 数据分析尧 综合研究尧 报告编写等一系
列工作遥 项目实施过程中袁 张如鹏前期是作为技术
骨干参与其中袁 到后期便能够独当一面袁 担任项目
副经理遥
工欲善其事袁必先利其器遥 张如鹏说袁每次出去
开展野外工作之前袁 他都会和项目组的同事认真研
究所收集的地质资料袁熟悉目的层系的分布情况尧岩
性特征袁规划好调查的有利路线袁这样才能更好地完
成工作目标遥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袁这两个课题最终
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专家组的评审验收袁 成果资料
分别被评为国内领先和国内先进水平遥
2015 年袁 省财政厅向江西局下达了页岩气资源
调查专项袁 二二三队承担 野赣东北页岩气远景区资
源调查评价项目冶袁 张如鹏担任项目负责人遥 他带

着项目组的老同事尧 新成员袁 开展立项申请尧 技术
设计尧 野外调查尧 钻孔定位遥 他的身影总是出现在
野外工作的最前线袁 跟项目组成员一同测剖面尧 采
样品遥
张如鹏学的是地质工程专业岩土方向袁 虽然学
习了地质专业的基础课程袁 但资源勘查方面的知识
学得并不多袁 且参加工作以来袁 所从事的都是勘察
项目袁 但他通过从同事身上尧 工作之中尧 技术规范
等方面的学习袁 夯实了专业知识基础袁 还在 2014
年江西局地质专业 野老总带徒弟冶 技能竞赛中获得
了个人第二名遥
张如鹏自分管测量工作以来袁 一直在学中干尧
干中学袁 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考验遥 如今袁 新的考
验又来了要要
要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项目遥 这个项
目和他以往参与的任何一个项目都不同袁 除了要处
理好技术上的问题袁 还要处理好和地方政府部门尧
村民的关系遥 到底该怎么去开展这项工作呢钥 张如
鹏自己心里也没有底袁 他决定带着项目的主要技术
人员袁 到其他单位的项目上去学习遥 项目进场后袁
他和技术人员一起住在现场袁 研究探讨如何更好地
开展项目的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袁 学习如何建设数
据库遥
工作路上袁 张如鹏从未停下奋斗的脚步袁 他努
力奋斗尧 有所作为袁 让自己的青春更加精彩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