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近日袁 山东省煤田地质
规划勘察研究院承担的山东沂
沭断裂带中段深部地质结构特
征与稳定性评价项目全面启
动遥该项目为 2019年省级地质
勘查公开招标项目中资金额度
最大的地学科研项目遥 沈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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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前袁 由于自己要办一次道
德讲堂袁 揣着任务袁 我来到了江西省
煤田地质局二二四队总工程师陈四宝
的办公室遥 此时袁 陈四宝正扶着他的
老花镜在静静地看材料袁 并没有注意
到我遥 我轻轻地打断他的思路袁 表明
了来意遥 看到我站在边上等他袁 他不
好意思地对我笑了笑遥 为了缓解尴
尬袁 我问院 野陈总袁 进队里都 30 多
年了袁 工作中遇到过什么难忘的事
吗钥冶 一听这话袁 他放松了些袁 向我
讲起他的往事遥

1981年袁陈四宝来到二二四队袁在
钻机上担任岩芯鉴定员袁 在密林山野
中与酷暑雨雪为伴袁与蚊虫毒蛇对战袁
为跑线路边砍树边穿林袁 这些成了他
的日常遥那时候都是三班倒袁一直守着
钻机袁工作没有间隙袁上小钻人手又不
够袁还要顶小班袁除了岩芯鉴定袁还要
做内业遥那时候没有电脑袁做一个报告
要半年的时间袁 每一张图都是一条线
一条线描上去的袁 每个字都是一笔一

划写上去的遥 他们都很小心袁 生怕出
错袁因为一旦修改就会花费很长时间袁
这培养了他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遥因
为打钻都是在荒山野岭中袁 住宿条件
差袁 对他们而言只要能片瓦遮身就可
以袁所以他住过牛栏尧猪棚遥他虽描述
得轻描淡写袁 但通过他脸上洋溢的笑
容袁我能看出他心中的那种满足感遥

1988年袁 陈四宝受省煤炭厅推派
赴菲律宾巴坦岛煤山井田进行地质勘
探遥 他要从分宜坐几十个小时的火车
辗转到深圳袁再转到菲律宾遥当时交通
不便袁坐火车的人较多袁只能把行李先
扔上去袁人再从窗户爬进火车袁听到这
里袁 我似乎看到了电视剧中才有的情
景遥菲律宾属热带海洋性气候袁比较湿
热袁他不太适应袁可是凭着信念坚持了
下来袁最终完成勘探工作袁主持编写了
叶菲律宾巴坦岛煤山井田勘探地质报
告曳遥艰苦的环境袁种下了奋发图强的
种子袁 为他以后的地质找矿事业打下
了扎实的基础遥

上世纪 90 年代袁 地质行业不景
气袁工作任务少袁很多同事和朋友纷纷
离开地质队伍袁 连中层干部也只能留
在机关打杂袁但陈四宝坚信袁困难只是
暂时的袁 地质工作一定会迎来光明的
未来遥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袁2003年地
质行业开始回暖袁 他又开始继续他的
地质大业遥2007年 10月袁 他担任了二
二四队总工程师遥在新的岗位上袁他始
终秉承野地质立队尧勘建并举冶的原则袁
坚信唯改革者进袁唯创新者强袁唯不忘
初心勇于前行者胜遥此时的他袁把目光
投向地质咨询这块市场遥 经过不懈努
力袁 地质咨询终有起色袁2013年尧2014
年达到高峰期袁报告多到做不完袁他带
着同事经常加班到深夜遥 他深知地质
行业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袁 不能仅靠
国家基金项目支撑袁 他利用专业技术
优势袁积极开拓市场袁瞄准大项目袁谋
求大发展袁取得了良好的业绩遥他用了
十年时间袁到贵州尧福建尧新疆尧安徽调
研袁承接外省业务遥他坚信业务广袁项

目成效好袁业务自然找上门遥
野宝剑锋从磨砺出袁梅花香自苦寒

来遥冶艰苦的磨炼与付出让荣誉纷至沓
来遥陈四宝多次荣获局尧队野先进生产
工作者冶野优秀 渊厂长冤 经理及劳动模
范冶称号遥2016 年袁他申报的江西省新
余市渝水区石竹山-上高县樟木桥硅
灰石矿基金项目袁 普查阶段共探获
333 +334 类硅灰石资源量矿石量
11033万吨袁 矿物量 6955万吨袁 其中
333类矿石量 5357万吨袁 矿物量 3478
万吨遥 这个项目荣获中国地质学会
野2018年度十大地质找矿成果冶袁 陈四
宝获江西局科技进步特等奖袁 被评为
江西局第四届科技大会优秀科技工作
者遥种种荣誉没有让他忘记初心袁而是
始终保持着对地质工作的热情曰 行业
的起起落落也没有让他失去信心袁而
是饱含激情地热爱着地质事业遥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袁 是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遥 江苏远方动力科技有限公
司自 2016年整合以来袁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袁
坚持和强化 野以市场为导向尧 以客户为中心尧 以
科技创新为引领冶 的理念袁 引领公司高质量发
展遥

夯实科技创新平台袁 营造创新良好氛围
为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氛围袁 远方公司挑选

了一批技术骨干和操作能手袁 组建企业研发中
心袁 为新产品快速研发尧 工艺技术创新改进提供
有力支撑遥 研发中心制定了研究开发组织管理制
度尧 科技人员培养办法尧 科技成果激励政策等相
关制度袁 保证项目研发有条不紊袁 调动了科技人
员工作积极性遥

2016年袁 远方公司开发了 L23/30 活塞袁 取
得德国MAN公司生产许可认证袁 打破国外公司
垄断市场的局面袁 降低了我国船用柴油机制造成
本遥

2017年袁 经常州市科技局评审袁 远方公司挂
牌 野常州市大功率活塞及柴油机零部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冶遥

2018年袁 远方公司 野马宝祥劳模 渊工匠冤 创
新工作室冶 获常州市总工会授牌遥 创新工作室先
后攻克了法国阿尔斯通 RER NG项目产品尧 瓦
锡兰和大发系列活塞产品研发科技难题等袁 使涡
轮箱体生产效率提升了 50%遥

2019年袁远方公司通过技术攻关袁实现了涡轮
增压器箱体从铸造到机械精密加工全过程的生产
技术研发袁 完成了由原来美国进口件向自主国产
化的转变袁 是常州中车通用柴油机有限公司唯一

一家涡轮增压器箱体供应商遥

强化知识产权管理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2019年袁 远方公司建立了知识产权标准化管

理体系遥通过加强专利挖掘尧检索与分析袁做好供
应商知识产权背景调查袁 完善侵权风险预案等措
施袁保障公司知识产权权益袁防止侵权风险遥

深入挖掘产品核心技术袁四年来袁远方公司先
后提交专利申请 36项袁获得专利授权 27项遥专利
技术覆盖柴油机零部件尧轨道交通零部件尧农机及
工程机械零部件尧铝型材及轻工设备尧金属焊接材
料尧余热回收装置等产品遥

推进野两化融合冶袁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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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的深度结合袁对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意义深远遥

在 野两化融合冶 工作推进过程中袁 远方公司
严格按照体系建设要求袁 建立了完整且符合企业
实际的 野两化融合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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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了生
产成本核算效率曰 采购管理得到提升强化袁 提高
了采购成本分析水平袁 降低了采购成本曰 销售管
理更加精细袁 通过账龄历史记录分析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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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方公司还与航天云网数据研究院渊江苏冤有
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袁成为常州市首批野千企
上云冶试点单位袁连续 3年获得全国科技型中小企
业入库资格袁并成功获批野2019年首批江苏省工业
互联网发展示范企业冶遥

打造高新技术产品袁增添新的经济增长点
远方公司立足铸造核心技术袁 以技术提升为

先驱袁以活塞和柴油机相关配件研发生产为基础袁
逐步实现柴油机零部件套化生产与销售遥 同时紧
扣叶中国制造 2025曳要求袁在自动化领域开辟了一
条新的创收渠道袁实现产业多样化尧自动化遥

在提升MAN系列活塞科技含量和市场占有
率的同时袁 远方公司加大新型活塞系列产品研制
与开发力度袁相继研发了马克系列尧瓦锡兰系列尧
大发系列等活塞系列产品并量产袁 赢得了较好的
市场口碑遥公司研制的低合金高强度薄壁活塞袁是
大型柴油机关键零部件袁打破欧美市场垄断袁被江
苏省认定为高新技术产品遥

远方公司生产的缸盖系列产品机车涡轮增压
器箱体尧 高精度耐疲劳农用刚性轮尧 高塑性恒温
铝合金热挤压管件尧 中温抗压易导高强度焊接材
料等也接连被江苏省认定为高新技术产品遥 活
塞尧 增压器壳体尧 庞巴迪支架等产品畅销全球袁
出口美国 GE公司尧 卡特彼勒公司和印度铁道部
等曰 铝材产品打入美国市场袁 并参与 野一
带一路冶 建设袁 打开沙特阿拉伯市场曰 轮
毂系列产品成功供货小鲷机械尧 上柴尧 安
柴等农机制造商袁 连续五年获东风农机
野优秀供应商冶 称号遥

远方公司还开发了余热回收尧 散热器

等环保产品袁 并配合第二勘探局生产了中国煤炭
地质总局系统首台 MGD-S50芋型环保钻机袁助
力总局野美丽地球冶建设遥

扎实谋划野十四五冶袁绘就发展宏伟蓝图
不谋全局者袁不足以谋一域曰不谋万世者袁不

足以谋一时遥远方公司利用搬迁的契机袁科学谋划
了未来五年发展遥根据公司发展规划袁新基地搬迁
后袁公司将致力打造一条年产 3000吨的自动化铸
造生产线和四条半自动化制造生产线袁 充分发挥
铸造优势袁实现公司做大做强遥

同时袁 远方公司积极推进智能化尧 信息化建
设袁 实现 野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冶 有机融合袁 制
定了 野五年信息化建设发展规划冶袁 实施了企业
上云遥 通过搭建私有云系统袁 公司在技术层面支
撑了业务信息系统和生产自动化平台的数字化对
接袁 完成了对现有 ERP尧 PLM尧 OA等系统的对
接集成和云化袁 不仅使业务模式大幅度扩展袁 灵
活易管理袁 且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袁 降低了信息
化建设成本袁 方便云端对数据的实时采集尧 分析
和处理袁 为后期公司大数据平台建设奠定了基
础遥

既然选择了远方袁 便只顾风雨兼程遥 未来袁
远方公司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科技创新引领袁 以高
质量发展绘就 野十四五冶 宏伟蓝图遥

江苏局远方公司: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阴 程 保 季晨敏

风雨兼程 把爱献给地质事业
要要要记江西局二二四队总工程师陈四宝

阴 蒋莎莎

音日前袁 安徽省煤田地质
局两淮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和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工业投
资 渊集团冤 有限公司就北四号
路尧 北九号路项目签订合作协
议遥北四号路尧北九号路是西秀
产业园区的规划主干道袁 修建
完成后袁 将对园区完善基础设
施尧改善投资环境袁带动区域经
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遥 李 娜

音近日袁 水文地质局二队
中标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葛
泉矿东三采区地面区域治理一
期钻探工程尧 郭二庄矿二坑四
采区地面区域治理第一标段注

4孔和第二标段注 5尧注 6孔钻
探工程遥 中标项目均采取地面
施工定向钻孔袁 采用提前注浆
加固方法袁 对煤层底板奥灰水
进行注浆加固治理袁 旨在查明
区域奥灰含水层水文地质构
造袁对奥灰顶部界面导渊含冤水
构造及岩溶裂隙进行封堵袁为
煤矿采区工作面安全生产创造
条件遥 史国军 何东旺

音日前袁 山东省煤田地质
局二队中标南四湖省级自然保
护区和功能区勘界项目遥 该项
目南北跨度长约 113.58 千米袁
由湿地尧 陆地和岛屿三部分组
成袁其核心区尧缓冲区尧实验区
勘界总长度 852.51千米袁 合同
总价款 288万元遥 陈东兴

音日前袁 宁夏煤炭地质局
煤炭地质调查院中标灵武市崇
兴水源地保护区调整方案项
目袁中标金额为 29.5万元遥该项
目计划对水源地进行水文地
质尧环境地质调查袁开展工程点
测量袁 收集水源地以往水文地
质工作资料袁 并对收集的文字
资料进行整理袁 分析水源地水
质情况遥 孙 彬 杨 瑞

本报讯 隆冬季节袁
天寒地冻遥中煤浙江地质
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煤层
气项目工地上袁室外温度
低至零下 20多度遥中煤浙
江 20003 井队经过 13 天
的艰苦奋斗袁于 1 月 3 日
顺利实现煤层气井安全
环保优质高效完井遥这是
中煤浙江在北方地区冬
季完工的第一口煤层气
井袁 较计划工期提前 2
天遥QHSE 管控尧 工程进
度尧完井质量获得了甲方
的赞扬遥

该井 2019 年 12 月
22日开钻袁设计井深 1439
米袁 实际完钻井深 1500
米遥该区块黄土层地层疏
松尧 下部地层复杂多变袁
裂缝发育极易发生漏失袁
地层硬尧 机械钻速慢袁施
工难度大尧风险高遥为了
保障生产平稳运行袁项目
部编制了专门针对该区
域煤层气钻井项目的冬
防保温施工方案袁督促井
队做好冬防保温工作袁坚
持每日巡井检查袁对工程
技术及 QHSE 工作进行
指导袁较好地控制了冬季
安全生产风险袁打赢了冬
季安全施工野第一战冶遥

申建柱 于浩洋

中煤浙江北方地区第一口冬季施工钻井顺利完井

近日袁安徽省煤田地质局物测队承揽的淮南潘二煤矿南西风井工广
煤柱及东一 A组煤采区精细三维地震勘探项目完成野外数据采集工作遥
项目测区内遍布被水覆盖的塌陷区袁该队采用放置水上检波器尧小距离
偏移放置检波器及加密炮点等方法袁 保证最小覆盖次数符合设计要
求遥 王新建 秦凤森 摄影报道

2019年 12月 5日袁河北省煤田地质局二队与河北省
众联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 叶怀来花园生态科技
城总体规划项目水文地质调查技术咨询合同曳遥由于项目
工期紧袁为高效率尧高质量完成项目袁专项水文地质调查
组快速搜集调查区以往地质资料袁 制定最优工作技术方
案遥与此同时袁野外地质调查组迅速集齐抽水尧渗水试验
及水位统测所需仪器袁整装待发遥次日一早袁野外调查组
一行四人便奔赴张家口市怀来县野一线战场冶遥
冬月的怀来刚刚迎来一场降雪袁雪后初霁袁旷野一片

银装素裹袁阳光刺眼袁路面光滑袁寒风凛冽遥野外调查的工
作环境更加艰苦袁但是调查组发扬野三光荣尧四特别冶精
神袁一不怕苦尧二不怕累袁高效有序地开展水文地质调查遥

早上六点半袁闹铃振动袁紧张的一天开始了遥他们起
床洗漱袁简单吃几口早饭袁裹上厚重臃肿的棉衣袁天蒙蒙
亮就开车前往调查区遥路上袁组长胡志涛作了分工院四人
分两组行动袁一组负责观测记录数据袁一组负责下一个试
验坑挖掘和解决取用水源问题遥观测试验数据时袁为了做
到分秒不差袁错过饭点是常有的事儿袁虽然饥肠辘辘袁但
他们依然坚守阵地遥 在野外一直忙到天黑袁 月亮升上天
空袁他们才返回驻地袁整理完当天的数据尧安排好次日的
工作袁一天的忙碌才算结束遥在外工作不能陪伴家人袁晚
饭后片刻闲暇袁他们通过视频和远方的妻儿聊会儿天袁给
年迈的父母报一声平安袁铮铮铁骨的地质人心中袁也流淌
着脉脉柔情遥

野外地调按原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袁几天过后袁甲方
临时提出了新的要求袁野原定工作量有变袁 需要成井下管
材并取水样袁岩矿试验样品要及时送往实验室化验袁但最
终提交报告时间不变冶野不允许在铁道两侧 200米范围内
布置打钻冶野这是村民的地袁你们自己负责协调冶噎噎一个
个难题接踵而至袁工作量加大袁与村民的协调难度加大袁
报告还要如期编制完成遥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和陡然增
大的难度袁他们没有抱怨袁而是迎难而上院为保证工期袁就
近住宿袁哪怕条件简陋袁当天数据当天整理完袁哪怕忙到
深夜曰为了得到村民支持袁早早赶到村委会门口蹲点等着
村干部上班袁 见到村民就详细地咨询周围水源井分布情
况遥他们攻坚克难保质量袁全力以赴抢工期袁为甲方提供
一流服务袁为二队赢得良好信誉遥

文中所述仅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袁 时近年终
岁末袁这些奋战在一线的地质人依然在忘我地工作着遥正
是他们袁不计个人得失袁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袁用自
己的辛勤劳作换来了地勘主业的丰硕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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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前不久袁 江苏煤炭地质
勘探二队中标内蒙古煤矿防治
水治理项目遥 这是该队转型发
展以来袁 首次承接的煤矿防治
水治理领域整装项目遥解保磊

音近日袁陕西省煤田物探
测绘有限公司中标苏州市吴
中区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一
期项目渊3 标冤遥该测区总面积
62 平方千米袁 调查户数近万
户袁 主要工作包含地籍测量尧
房屋测量尧资料归档和内业数
据入库遥 李春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