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2019 年 12 月 26 日袁中
煤地华盛水文地质勘察有限公
司第一分公司 渊一队冤 编制的
叶内蒙古上海庙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新上海一号煤矿水文地质
补充勘探报告曳叶内蒙古上海庙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榆树井煤矿
水文地质补充勘探报告曳叶内蒙
古上海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榆
树井煤矿 5 号煤 渊11505 工作
面冤覆岩野两带冶高度探测研究
报告曳通过评审遥 段超凡

本报讯 近日袁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
物测队中标山东新河矿业有限公司高
精度三维地震勘探项目袁中标价款 439
万元遥这是全省首个高精度三维地震勘
探项目袁也是该队 2020年首标遥

山东新河矿业有限公司高精度三
维地震勘探项目是山东省第一个公开
招标的高精度三维地震勘探项目袁施工
地点为新河矿业有限公司延深区遥延深
区地质构造复杂袁区内虽经过三维地震
综合勘探袁并根据生产过程中井巷实际
揭露资料进行过多次精细化解释袁但仍

存在构造解释精度低的重大地质问题遥
本次勘探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查明矿井
延深区地质构造情况袁满足工作面设计
和安全采掘需要袁确定开展地面高精度
三维地震勘探袁进一步提高矿井延深区
断层构造的控制程度遥

此次高精度三维地震勘探项目的
中标袁 开辟了物测队新的施工领域袁开
启了该队向高精度地震勘探进军的新
征程袁 将为该队转型发展带来新的生
机袁为经济效益提升带来新的增长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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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局物测队

中标省首个高精度三维地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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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2019 年累计承揽各类工程项目
166 个袁实现产值 25228.91 万元袁同比
增长 76%曰 对外创收完成 20047.33万
元袁同比增长 61%曰实现利润总额 650
万元袁同比增长 115%曰在册职工人均年
收入 77593元袁完成局计划 75000元的
103.5%遥冶谈起 2019 年的工作袁河南省
煤田地质局二队队长罗锐高兴地说遥

稳步推进绿色勘查

2019年 6月25日袁 二队所属河南
省豫西煤田地质勘察有限公司承担的

QC-L-10和 CZBL-06两口煤层气水
平井顺利竣工袁经过验收袁甲方专家给
出了野技术含量高尧安全系数高尧生产效
率高尧经济效益高冶的评价遥获得野四高冶
评价与该公司野深耕冶各项管理密不可
分袁他们抓好项目施工协调尧推进安全
野双预防体系冶尧 积极改进钻井工艺技
术尧严把各项工程质量关口尧保证生产
材料供应及时到位袁推动了工程项目施
工的高歌猛进遥豫西公司的数据报表初
步统计显示院2019 年全年开动钻机 30
台袁完井 147口袁总进尺 15.09万米袁实
现产值 2.05亿元袁无论是钻机规模尧完
成井数袁还是完成工程量袁都较 2018年
有大幅提升遥

这边, 豫西公司生产形势全线飘
红袁 那边袁 二队 2018 钻井队风景独
好遥 该井队使用 ZJ30石油钻机袁 承担
的沁水潘庄区块煤层气水平井项目袁
共完井 13口袁 完成钻探工作量 21239
米袁 实现产值 1866万元遥 由于钻井效

率高袁施工质量佳袁2018井队被业主授
予 野2019年钻井承包商安全管理评比
二等奖冶野优秀钻井队冶野最佳配合单位冶
等荣誉遥

2019 年 11 月 1 日袁 洛阳市委党
校伊滨校区的供暖供冷项目工地袁 8
名远道而来的新疆客人袁 饶有兴趣地
考察观摩着该项目的开发方法尧 技术
工艺尧 社会价值噎噎这是豫西公司与
洛阳矿业集团地热能合作的 野结晶冶遥
在此之前袁 豫西公司与洛阳矿业集团
签订了开发地热资源战略合作协议袁
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为洛阳地热资
源开发建言献策袁 合资成立了洛阳矿
业集团地热开发有限公司遥野公司目前
重点推进的市委党校伊滨校区供暖供
冷项目袁 两口抽水试验井抽水尧 回灌
试验已经完成袁 正在进行项目论证遥冶
说起地热开发袁该公司总经理孟红伟充
满信心遥

有效服务乡村振兴

2019年袁 二队共有22名业务骨干
到河南省自然资源厅袁洛阳尧三门峡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其县尧区局进行挂
职尧服务曰共同组建了河南省国土资源
政策法规咨询研究中心和洛阳尧 三门
峡尧伊川县自然资源调查研究院袁积极
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工作遥

2018年 12月袁在伊川县吕店镇冯
沟村袁一台台推土机尧一台台打井机在
田间地头紧张忙碌着噎噎这是二队承
担的伊川县吕店镇冯沟村等 12个乡镇

49 村耕地提质改造项目作业场景遥像
这样的土地类项目袁 仅 2019年该队就
承担了 24个袁 主要涉及第三次全国国
土调查尧耕地提质改造尧房屋不动产登
记项目等遥续作的洛阳市伊滨区和伊川
县两个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项目袁在实
施中袁 作业人员采取外业拍照举证袁内
业提取图斑袁 数据库建库等工作方法袁
走村入巷袁翻山越岭袁用脚步丈量河洛
广阔大地袁付出了无数个野五加二冶野白
加黑冶袁顺利完成了野三调冶初始数据库
成果曰对于完成的洛阳市伊滨区尧宜阳
县尧汝阳县和商丘市柘城县 4个农村房
屋不动产登记项目袁则利用无人机系统
的厘米级高分辨率袁提升了作业效率和
作业质量遥完成的郑州煤炭工业渊集团冤
桧树亭煤炭有限公司煤矿 渊生产井冤一
期土地复垦规划施工项目和新安县村
庄规划编制地形图测绘项目袁合同额达
到了680万元遥

扎实推进生态建设

随着 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发
展理念的深入推进袁二队服务生态文明
建设野快马加鞭冶袁2019年承揽了 58个
生态环境项目遥与河南局三队尧卓越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野牵手冶袁利用各自优势
开展合作袁已完成新乡市凤泉区和卫辉
市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勘查设计工
作遥二队还派出专业技术人员进驻卓越
公司项目部袁共同推进鹤壁市山水林田
湖草全流域综合整治项目遥

此前袁二队承担的多为矿山地质环

境报告编制项目袁而如今承揽的多个地
质环境项目袁实现了勘查尧设计尧施工一
体化遥副队长尧总工程师常红梅笑着说院
野正在实施的郑少洛高速沿线渊伊川段冤
万安山周边采石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治理项目袁 是 2019年我队承担的此类
项目中的野大块头冶袁该项目为 2018 年
省级财政地质环境治理项目袁 总预算
3202 万元袁治理总面积 89 公顷袁目前
已完成 60%的工作量遥冶 二队重点推进
的伊川县历史遗留矿山环境恢复治理
项目也令人看好遥罗锐介绍说院野二队已
中标该项目半坡镇矿山环境综合整治
一期的整体勘查尧设计袁中标金额 531
万元遥该项目二期可研报告也已编制完
成袁预计工程造价 7亿元左右袁二队要
争取前期的整体勘查尧设计及部分施工
标段遥冶

全面提升服务能力

如何保证这些野高尧大尧上冶项目顺
利完成钥

2019年年初袁二队提出的野能力提
升年冶 活动就开始了遥野2019年和往年
真的不一样袁不但培训多了袁而且在实
体尧项目部尧钻机上都有了结对师带徒
技术指导遥冶 青年技术人员小刘告诉记
者遥如小刘所说袁除参加上
级组织的各类培训活动
外袁 队里的培训也是月月
紧锣密鼓袁 内容涉及南太
行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尧绿色矿山建设尧

地灾隐患监测尧 无人机航测技术应用尧
地热资源调查评价尧 土壤污染治理技
术尧矿产资源规划编制等袁让大伙儿的
专业知识水平迅速得到提升遥

在开展的野师带徒冶活动中袁二队出
台了叶青年职工职业规划方案曳叶师带徒
管理办法曳袁为 36名青年职工设计了职
业生涯规划方案袁 让 23名青年职工寻
找到了师傅袁 每对师徒还签订了协议袁
这些措施使野禾苗冶在野精准滴灌冶中成
长壮大遥28岁的侯振环袁在郑州市第 16
届职工专业技能运动会上袁充分运用自
己学到的技能袁 一举捧得了一等奖曰青
年职工刘玉生袁通过师傅的指导袁在项
目作业中技术能力大大提升袁获得了河
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职工技能竞
赛野优秀选手冶称号遥

资质升级是野能力提升年冶活动的
重要内容遥 二队通过引进各类人才尧增
加施工业绩尧 提升设备能力等方法袁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资质晋升为甲级袁豫
西公司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资质升
为乙级袁并且新增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监理丙级资质证书遥二队和豫西公司获
得了 AAA信用评级证书袁 增强了单位
的野软实力冶袁夯实了服务自然资源管理
的基础遥

2019年 2月 22日袁 中煤浙江地质集团有限公
司与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忻州分公司签订了
煤层气产建钻井工程承包合同遥时隔 1个月袁保德区
块北部井网完善及滚动扩边项目钻井渊定向尧固井冤
工程正式开工遥

这是继川渝滇黔等西南地区煤层气项目建设完
工后袁中煤浙江目前最大的资源勘探项目遥受中煤浙
江委派袁30岁出头的彭智敏从千里之外赶到山西省
保德县袁担任中煤忻州煤层气项目部经理遥他带领新
组建的团队袁以项目如家的敬业精神尧雷厉风行的管
理风格袁 为中煤浙江首次进军山西煤层气市场打开
了新局面遥

责任心要要要工作的原动力

野煤层气是国家倡导的新能源产业袁只要方向对
了袁路再远袁活再苦袁我们都不怕遥冶常年离家在外工
作的彭智敏已经把煤层气项目工地当成了自己的
家袁一心一意扑在项目部的管理工作中遥

仲夏的一个夜晚袁 忙碌了一天的彭智敏拖着疲
惫的身子回到项目部住宿处袁和往常一样袁入睡前袁
又在脑海里梳理一天的工作遥 在大家刚刚睡着的时
候袁彭智敏却在凌晨时分到钻井现场野督战冶去了遥

后来大家才知道袁 当晚一阵急促的铃声把彭智
敏惊醒袁是技术顾问来的电话遥原来袁正在钻进的一

口井卡钻了遥为了不耽误项目进度袁他急忙赶到钻井
现场噎噎经过紧张施工袁成功解决了卡钻问题遥整整
一个晚上袁他一会儿在钻井平台上袁一会儿在集装箱
宿舍里研究技术改进方案袁控制进度袁确保工期遥

不管夜里多冷袁只要工地上有需要袁彭智敏没有
半点犹豫袁立即从被窝里爬起来遥忻州煤层气项目部
全体人员在他的带领下袁 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都投入到煤层气项目建设中遥

战严寒尧斗酷暑袁超前谋划尧提早部署袁定责尧定
人尧定目标袁彭智敏尽心竭力为项目袁甘为马前卒和
勤务兵遥

善管理要要要为品牌树形象

为了厘清项目部管理关系和发展需要袁 彭智敏
从 QHSE角度出发袁 成立了项目部技术顾问小组袁
在最短的时间内整合了技术资源和物力资源袁 带领
项目部大胆尝试新方法尧新工艺袁在工程提速提效上
突破瓶颈袁保证了保德区块复杂井网的顺利钻进遥

彭智敏从完善管理制度上入手袁 先后制定了项
目部 QHSE 管理制度袁 从员工行为规范到施工尧
环境尧 管理的规范袁 无一疏漏袁 并逐渐改变了员工
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遥 在他的管理下袁 员工文明
施工的意识更强袁 施工程序日趋规范袁 施工现场做
到了工毕场清袁工程质量也有了快速的提升遥在中石

油和上级部门的多次安全检查和体系检查中袁 受到
了好评遥

刚进入保德区块时袁项目部对地质条件不熟悉袁
各井队在钻进过程中经常出现卡钻事故袁 如何尽快
解决这一问题袁成为项目部的头等大事遥彭智敏与几
名技术专家几天几夜没有合眼袁查找资料袁聚精会神
研究解决方案袁最终总结出防卡钻的有效管理办法遥

进入勘探行业已经十多年的彭智敏袁 深知野外
一线员工的辛苦遥对于 2019年这一年的付出袁他显
得特别坦然袁他认为只要能为单位做好工作袁就无怨
无悔遥 彭智敏如此袁 整个山西煤层气项目团队亦如
此袁很多小伙子从春节后就投入到保德项目建设袁一
年来都没有回过家遥

这一年袁在山西保德建平台尧带队伍尧抓项目尧促
发展袁中煤浙江忻州煤层气项目团队从零起步袁最繁
忙时有 13支作业队伍尧300多人同时施工袁 顺利完
成 95口煤层气生产井/42个井台共 109000米钻井
工作量的生产任务遥煤层气项目团队历经磨砺袁为中
煤浙江叩开了山西市场的煤层气大门袁 为杭州分公
司在资源勘探项目上实现野弯道超车冶打下了基础袁
并承载着新的发展使命驶向远方遥

肩负使命再出发
要要要记中煤浙江忻州煤层气项目部经理彭智敏

阴 李 俊

按下转型野加速键冶 高质量发展看得见
要要要河南局二队 2019年经济发展回眸

阴 本报记者 王伟灿

本报讯 近日袁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
公布了 2019年度江苏省企业知识产权
管理贯标绩效评价合格单位名单袁江苏
金石稀土有限公司和江苏远方动力科
技有限公司名列其中遥

自 2018年江苏煤炭地质局开展知
识产权贯标工作以来袁局属各单位认真
贯彻落实袁积极开展各层级知识产权培
训袁制定知识产权管理手册尧进行程序
制度文件汇编和相关体系运行记录袁加

强知识产权管理遥
2019年袁 江苏局知识产权工作和

科技工作硕果累累遥 新增知识产权授
权 52项袁 软件著作权 6项遥 高新技术
企业达到 5 家袁 新增高新技术产品 1
项尧省重点推广应用新产品 1 项遥与中
国矿业大学尧中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等
共建矿山地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尧盐穴
储气储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学研用
平台遥 王志远 季晨敏

本报讯 日前袁 第十届山西省优秀
科技工作者和第九届山西省十佳中青
年优秀科技工作者评选结果揭晓袁 山
西省煤炭地质物探测绘院党委委员尧
副院长杨文府袁 物测院地质与地球物
理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尧 所长申有义荣
获第十届 野山西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冶
称号遥

杨文府先后主持参与了山西省矿
业权实地核查尧第二次和第三次土地调
查尧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尧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确权尧不动产登记尧地名普查尧
地热勘查等上百项地质测绘项目袁获得
三项软件著作权尧两项专利袁荣获两项
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工程银奖冶和
一项 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工程铜
奖冶袁先后在叶测绘工程曳叶辽宁工程技术
大学学报曳叶中国矿业曳叶测绘科学曳等期
刊上发表论文 23篇遥2019年担任 野全
省第三次土地调查采煤沉陷区土地利
用现状调查与分析冶项目负责人袁主持

了省重点研发计划和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袁带头申报并主持筹建了野资源环境
与灾害监测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冶袁 荣获
野山西省特级劳动模范冶称号遥

申有义参与煤层气尧煤炭地震勘查
与科研项目近 20项遥 作为项目负责人
完成了沁水煤田榆社-武乡区块煤层气
页岩气普查及续作二维地震勘探评审尧
鉴定和榆社东区块尧左权西区块煤层气
地震勘探项目遥作为技术负责人承担了
野深部煤层气关键参数叠前地震同步反
演方法研究冶袁组织参与野地震延迟爆炸
精准控制延迟器研究冶 等科研项目 2
个遥发表论文 3篇袁申报发明专利 1项袁
其中袁完成的野沁水煤田海陆过渡相深
部煤层气页岩气地震关键技术及应
用冶尧叶山西省沁水煤田榆社-武乡区块
煤层气页岩气普查二维地震勘探报告曳
分获 2019年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优质工
程金奖和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优质专业
地质报告奖遥 郭 儒

江苏局两家单位

入选省知识产权管理贯标合格单位

音近日袁 江苏长江地质勘
查院提交的 叶江苏省丰县宋楼
镇油页岩渊石盐冤预查报告曳通
过评审袁等级评定为野优秀冶遥该
项目完成二维地震测线 8 条袁
测线总长度 50.77千米曰验证钻
孔 3个袁 工程量 4295.36米曰测
井 4279.86 米袁 采集各类油页
岩尧石盐样品 660余件遥李慧娥

音日前袁 福建省一九六地
质大队编制的 叶福建省清流县
玉华峡矿区水泥用灰岩矿资源
储量地质报告渊2019 年冤曳通过
专家评审遥 该项目先后完成 1颐
2000 地质图修测 0.3431 平方
千米袁钻探 942.69 米渊9 孔冤袁采
样 257件袁工程测量点 9个袁放
射性顺检 824米等野外地质工
作袁 并估算矿区水泥用灰岩矿
资源储量为 1556.27万吨遥

王 霆

音前不久袁 江西省煤田地
质勘察研究院赣南地区安全饮
水水文地质调查项目通过野外
验收遥 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
组织管理制度健全袁 质量保障
体系完善袁 钻探施工符合规范
要求袁 质量控制各项指标完成
较好袁找水成果较好袁为服务赣
南扶贫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遥 李贤飞

音前不久袁 陕西省一三一
煤田地质有限公司施工的园子
沟煤矿东翼一号回风立井井筒
冻结钻孔项目竣工遥 该项目实
际完成工程量 12868.3米袁所施
工钻孔均符合冻结设计要求袁
工程质量合格遥 苏 岩

音2019 年 12 月 29 日袁内
蒙古煤炭地质勘查渊集团冤一一
七有限公司编制的 叶内蒙古鄂
尔多斯联海煤业有限公司白家
海子煤矿水文地质补充勘探报
告曳通过审查遥 蔡洪广

音2019 年 12 月 28 日袁山
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究院
承担的 2019 年省地勘基金项
目 野山东省沂沭断裂带中段深
部地质结构特征与稳定性评
价冶 地球物理数据采集通过野
外验收遥 邵玉宝 孙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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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局物测院

杨文府尧申有义获评野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