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近日袁陕西省一八五煤田
地质有限公司测绘地理信息工
程院编写的 叶井下辅运大巷
2000坐标控制测量及胶运大巷
北京 54 坐标转换工程技术报
告曳通过评审遥专家组认为该报
告依据充分袁资料翔实袁结论可
信袁达到项目要求遥 贺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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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院 我公司是以生产销售柴油机尧 发
电机组尧 农业尧 工业用离合器机组的专业企业遥 发
电机组类产品符合国标郧月圆愿圆园要怨园或陨杂韵愿缘圆愿要缘之
规定曰 农业工业用离合器机组可实现多点输出袁 并
可根据用户需要单独设计加工中间车系统袁 产品稳
定尧 可靠袁 广泛用于煤田勘探尧 浅层石油钻井尧 热
水井钻探等行业遥

主要产品院 员援 以上柴 野东风冶 牌源员猿缘尧 远员猿缘尧 员圆灾员猿缘柴油
机配套的离合器机组袁 本机组含院 水箱尧 电池尧 离合器尧 柴油
机尧 公共底盘以及用户需要的多点中间车系统遥

圆援 缘园要员园园园运宰柴油发电机组袁 本品以上柴 野东风冶 柴油
机尧 兰州发电机尧 沃而沃柴油机尧 康明斯柴油机尧 野兴锋冶 牌柴
油机尧 斯坦福发电机等为主要配套产品袁 并可实现自动化尧 并车
等技术需求遥

地址院 安徽省合肥市潜山路猿苑园号 邮编院 圆猿园园猿员 联系人院 谢杰 电话院 园缘缘员-缘缘远远园怨苑 员猿怨缘远怨缘员园园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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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台钻机独闯煤层气市场到牵手
三家队伍同频共振袁 从 野舶来冶 石油行
业管理制度到自主创新煤层气钻井施工
管理体系袁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袁 河南省
资源环境调查二院工程一分院根据自己
的思路袁 拓展着煤层气资源钻井的一方
天空遥

独舞跳出多彩乐章

野经过近一年努力袁 由资环二院技术
人员编制的 QHSE管理体系完成了袁 对
提高企业整体管理效果袁 提升资源勘探
效率提供了支撑遥冶 一分院院长王信通自
豪地说道遥

王信通说的 QHSE管理体系袁 就是
质量尧 职业健康尧 安全尧 环境管理体系遥
在此之前袁 资环二院在施工各类工程中袁
一直沿用石油钻井行业的管理体系袁但该
体系对煤层气钻井来说袁有很多不适用的
地方遥

2018 年 8 月 6 日袁2018 钻井队承担
的首口煤层气水平井工程在晋城潘庄区

块开钻遥按照煤层气钻井施工要求袁他们
在管理方面进行了有效探索院出台的有关
工程质量尧现场文明安全施工尧环境保护尧
职业健康管理制度多达几十项遥 此外袁王
信通坚守现场解决问题袁项目部选派主管
跟班指导袁每天召开技术分析会和班组进
出班会议噎噎当年袁 在 120 多天的时间
内袁 该井队就完成煤层气单支水平井 6
口袁完成钻探工作量 10734米遥

有了经验积累袁 2019 年 10 月袁 安
全主管崔明明开始编制新的管理体系遥
他对石油行业的管理体系进行了研读袁对
煤层气钻井管理经验进行了总结整理袁将
二者的管理内涵进行了野融合冶野嫁接冶袁最
终袁 一套适用于煤层气勘探的 QHSE管
理体系新鲜出炉遥

花香引来蝶飞舞

实际上袁2018钻井队成立当年袁施工
效率尧工程质量就赢得业主的点赞袁捧回
了优秀钻井承包商奖牌袁并以此为契机叩
开了亚美能源公司准入大门袁中标钻井项

目越来越多袁2018钻井队由原来的野不够
干冶变成了野干不完冶遥今年年初袁工程一分
院再次中标多个项目袁看着这份野大餐冶袁
该院难以享受遥走出去野招兵买马冶袁成为
该院的当务之急遥王信通将橄榄枝抛到了
山西尧青海尧河北的钻井单位噎噎很快袁三
家合作伙伴载着一台台钻井设备袁加盟到
工程一分院团队中遥

2020 年野十一冶长假袁在山西省沁水
县的一处山坳里袁钻塔高耸尧灯火通明尧机
声隆隆袁 职工们正在井然有序地施工着遥
野我院承担的美中能源有限公司煤层气水
平井工程共有 4个井组袁 今年截至 10月
10 日袁我院共完井 26 口袁完成钻探工作
量 34100 米遥冶王信通指着远处的钻机说遥

谁持彩练当空舞

野快点堵住袁 决不能让泥浆
冲到山下污染环境遥冶 7 月中旬袁
由于当地连降暴雨袁 山上的洪水
如脱缰的野马袁 冲入泥浆池里袁
造成了泥浆池边坡多处坍塌遥为

此袁2018钻井队抢险突击队员用装满土的
袋子堵住塌方袁并派人日夜巡视遥在那个
风雨交加的夜晚袁 井队仅袋子就用了 300
多个袁 抢险任务完成后袁 大伙儿都成了
野泥人冶遥

像这样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事例不胜
枚举遥机械维修工韩兰明是一名五十多岁
老同志袁遇到机械异常时袁爬到几十米高
的二层台上焊接袁 废寝忘食进行抢修曰钻
探工程师张峋峰袁 工作起来如拼命三郎袁
每天日夜守班指导生产袁父母生病也没有
回家探望曰技术主管刘伟超发现小班人员
少袁不顾腿伤未愈主动顶岗替班噎噎

野当前正是煤层气开发的黄金期袁我
们将不断发挥技术尧设备尧管理优势袁多打
井尧打好井袁为我国煤层气资源勘探开发
利用贡献力量遥冶王信通语气坚定地说遥

时光荏苒袁岁月如梭袁十年如一
日袁他把青春托付给旷野袁把理想交
寄给群山袁 尽管艰苦的工作环境与
离家的别愁打磨着他的激情袁 有那
么一瞬间袁他也曾想过放弃袁但无奋
斗袁不青春袁他的决心依然如当年选
择地质专业时那般坚定遥 他就是陕
西省一三九煤田地质水文地质有限
公司矿山工程处群安员米彦飞遥

自 2017 年担任群安员以来袁
米彦飞爱岗敬业袁 以满腔的热情和
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守护一方平安袁
获得大家的好评袁 荣获陕西省煤田
地质集团有限公司 野优秀群安员冶
称号遥
勤于学 提高素质与境界

学习是进步的阶梯袁 勤学是进
步的条件遥作为一名群安员袁需要丰
富的安全管理知识袁 才能更好地适
应安全工作需求遥为此袁在野白+黑冶
野5+2冶的工作模式下袁米彦飞依然坚
持自学 叶安全生产法曳叶危险源管理
实施细则曳叶安全技术操作规程曳等
一系列法律尧法规和规章制度遥通过
半年多的自学袁2018 年袁 他先后一
次性考取了二级建造师尧 注册安全
工程师资格证遥
善于思 厘清思路与方法

为了更好地增强员工的安全意
识袁将安全生产方针宣传到位尧落实
到位袁 把项目在安全意识培训方面
制定的安全目标措施执行到位袁米
彦飞注重开展野针对性尧实用性尧有
效性尧规范性冶的安全宣传教育遥

米彦飞坚持每天到工地进行安
全巡检尧设备巡查遥施工人员特别是
劳务委外工人袁 不同程度存在着安

全知识欠缺尧安全意识不高尧自我保
护能力不强等问题遥 考虑到工人能
力和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袁 他在工作
中因需施教袁因人施教袁用工人愿意
接受的语言方式开展安全宣传教
育遥现场施工中袁他不厌其烦地提醒
施工人员执行安全操作规程袁 做到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遥

事故来源于隐患遥 为了让工人
带着思考的方式主动排查和消除隐
患袁每次项目遇到等停袁米彦飞都积
极在施工现场开展 野隐患排查与消
除冶竞赛袁通过竞赛的方式袁消除生
产中不易发现的隐患袁 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遥近年来袁他负责的崔木煤矿
回风立井钻探施工项目尧 神华准能
集团公用事业公司水源地受限空间
作业和地面钻探项目袁 安全工作均
获得甲方安监部门好评袁 全部实现
了安全生产零事故遥
敏于行 慎行终始朝与夕

作为群安员袁 米彦飞时刻保持
高度的警惕性袁 慎始慎终袁 防微杜
渐袁 对现场工人在工作中忽略的问
题袁做到提前发现袁立刻解决遥

在米彦飞 2018 年负责的郭家
河煤矿项目中袁 综采工区的一名电
工视他为野恩人冶遥在该煤矿 1308工
作面探放水钻探项目施工时袁 他去
施工现场巡检袁路过 1308回风顺槽
的配电室袁 看到这个电工在检修开
关遥 开关停电闭锁后袁 电工打开前
盖袁 直接就拿三叉套筒要去卸接在
真空接触器上的三相连接线遥 他用
手一把挡开袁呵斥电工没有验电遥电
工当时不以为然地说院野都已经打了
闭锁袁肯定不会有电遥冶但凭借经验袁
更是遵循安全操作规范袁 他还是习

惯性拿出随身的电笔量了一下遥这
一量吓出了一身冷汗袁1140V 的电
压浴原来开关并没有打到位遥因为他
的坚持袁多说了一句话袁多做了一件
事袁挽救了一个生命袁还有这个生命
背后的整个家庭遥 他常说院野安全无
小事袁要常怀如履薄冰之心袁容不得
半点马虎遥冶
专于情 不负韶华与初心

米彦飞曾经在 叶我和我的小伙
伴曳 一文里这样写过院野有一年春节
我在钻机值班袁 煮好饺子我多盛了
一份出来袁端到钻机跟前袁同事们都
嘲笑我魔怔了袁 可是在我心里已经
把钻机当成了小伙伴遥冶 十年如一
日袁他对地质工作倾注了满腔热忱袁
只要钻机项目开工袁 他就全力以赴
投入到项目管理中遥

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袁米
彦飞不顾家人的担心袁往来奔波袁为
郭家河井下探放水项目复工做积极
准备遥 该项目开工以来袁野白+黑冶是
他的工作常态袁为了取得翔实资料袁
掌握项目施工进度袁 他深入井下坑
道一线袁 投入到井下探放水钻探技
术服务中袁 汗水和煤粉勾勒出他最
美的样子遥闲暇时与女儿尧妻子视频
聊天袁深深感受到女儿的依恋尧妻子
的心疼袁 他只能把这一切放在心里
柔软的角落遥

是的袁无奋斗袁不青春浴米彦飞
定将与地质的这场 野热恋冶 进行到
底袁永不忘地质人的情怀袁于崇山峻
岭间感悟天地袁以青春的名义袁不负
韶华袁守护安全遥

本报讯 10月 14日袁第四届野中煤江南金钻杯冶
职工技能大赛开幕遥 中煤江南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渊广东煤炭地质局冤党委书记尧董事长渊总经理冤武
岳彪袁副总经理廖瑞奇袁工会主席周芹出席开幕式遥

本次技能大赛是中煤江南渊广东局冤深入贯彻落
实中国煤炭地质总局野11463冶总体发展战略袁全面实
施集团公司渊局冤野1356冶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遥大赛
以野当好主人翁袁建功新时代要要要铸造中煤江南工匠
精神冶为主题袁旨在弘扬劳模精神尧劳动精神尧工匠精
神袁提升职工技能袁发扬中煤江南野勤于创业尧勇于创
新尧敢于创造冶的企业精神袁培育野中煤江南工匠冶精
神袁着力打造适应新时代需要的职工队伍袁推动中煤
江南渊广东局冤高质量发展遥

大赛分别提供基坑工程及桩基础工程的图纸尧
地质资料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图纸袁要求竞赛团
队预算出工程量袁并制订项目策划方案袁最终向大赛
提交工程量预算表尧项目策划汇报 PPT尧现场平面布
置图及项目实施进展计划遥

中煤江南渊广东局冤直属单位组建了 15 个参赛
队袁共 89名选手参加遥岩土工程分公司徐宏俊获得
预算竞赛项目第一名袁获野中煤江南工匠冶称号曰开发
区分公司获得项目策划团体第一名袁勘查院尧岩土工
程分公司获得项目策划团体第二名袁 特种工程分公
司尧勘测设计公司尧湖北分公司获得项目策划团体第
三名遥

野中煤江南金钻杯冶 职工技能大赛是集团公司
渊局冤工会积极推进公司品牌建设创建的工会工作项
目袁从 2017年至今已经举办四届袁每年举办一次遥

史欣雯

从野独舞冶到野领舞冶
要要要河南局资环二院工程一分院煤层气勘探纪实

阴 王伟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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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一版冤
最终咸地2井发现 3个页岩气含气层段袁且含气量较大遥专家组一

致认为钻探工程所取得的成果突出袁是湖北省页岩气在鄂西地区取得
的重大突破遥

2019年袁张号团队负责的皖望地 1井袁是长江下游下扬子板块页岩
气调查科技攻坚战在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的首井袁项目要求较高遥他们
在认真履行设计施工任务的同时袁精心谋划尧组织施工袁历时 75天完钻
1300余米袁全孔岩芯采取率达 96%袁超额完成钻探尧测井尧录井施工任务遥
专家组高度赞扬了项目施工管理水平袁肯定了钻孔施工质量遥

为了使项目成果有亮点袁 张号带领项目组人员查阅大量资料和论
文袁 尝试新方法袁 对项目地层的厘定作了大量的论证及分析袁 并使用
了新的数据处理软件遥 经过努力袁专家组一致认为成果报告野外工作扎
实尧综合研究深入尧工作思路新颖尧成效显著袁并肯定了项目组的学习精
神和创新精神遥

近年来袁张号直接参与和负责各类页岩气项目 10个袁完成产值 3000
余万元遥通过项目锻炼袁他成长为湖北局的页岩气专家袁使湖北局的页岩
气勘查水平处在全省前列遥

2016年袁 张号主编的 叶湖北秭归-巴东页岩气资源远景调查报告曳
荣获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优质地质勘查报告一等奖曰 2017年负责的野江西
丰城地区赣丰地 1井钻探与测录井工程冶尧2019年负责的 野湖北咸丰尖
山-高乐山页岩气区块有利区评价优选冶袁均被评为湖北局安全文明标准
化钻机曰2019年负责的野安徽南陵地区页岩气皖望地 1井钻测录工程冶获
中国地质调查局 2019年项目成果优秀奖遥

提升综合能力 走上管理岗位

做好野一个人冶袁还要带好野一群人冶遥
2016年年底袁张号担任勘查院工程技术部副主任袁开始由技术向

技术加管理拓展袁 从一名技术型骨干向一名优秀的技术型管理者转
变袁开始关注市场袁关注团队的成长遥

时逢地勘行业大环境持续下行袁面对困境袁在思考与探索的同时袁
张号一方面积极开拓市场袁积累了一批长期合作客户曰一方面研判形
势袁从服务国家战略尧向绿色生态地质转型着手袁逐步打开环境评价等
新型地质业务领域遥2020年年初袁他被任命为勘查院副总工程师袁兼任
环保中心主任遥

冲上抗疫一线 危难中显担当

野虽不能像医护人员一样冲在最前线袁但我会尽力守护我的家乡遥冶
2020年年初袁全国战野疫冶袁家住湖北武汉黄陂区的张号一回到家乡袁

就拿起小喇叭在村子里开展抗疫宣传遥
防疫的关键阶段袁张号天天参加日常记录检查袁为村民采购生活物

资遥这看似简单袁其实是个体力活袁每次到定点采购点购买物资都要提前
野抢冶袁去晚了东西就没了袁采购完再一家一户送遥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浴人生是出局还是出彩袁关键在于是否付出了勤
奋和汗水遥面对近年来资源勘查市场的严重萎缩袁张号没有抱怨环境袁而
是怀着一颗平常心袁一颗奋斗不止尧自强不息的心袁适应新时代发展要
求袁在一个又一个项目中磨炼自己袁用行动点燃人生的蜡烛遥

用青春守护安全
要要要记陕煤地质集团野优秀群安员冶米彦飞

阴 魏美珍 李 晶

本报讯 近日袁山东省煤田地
质规划勘察研究院环境检测中心
申请的 野土壤环境检测用岩土取
样装置冶和野一种便携式分体石油
类水质样品采集装置冶 两项实用
新型专利袁 获国家知识产权局的
批准授权遥

野土壤环境检测用岩土取样
装置冶袁能有效避免采样时泥土掉
落袁降低取样难度袁确保取样检测
数据的准确性袁 同时可以增加取
样装置的装土量袁缩短取样时间袁
提高取样效率遥野一种便携式分体

石油类水质样品采集装置冶袁能准
确定量地截存水面到水面以下

300 毫米范围的水样袁 取样效率
高袁结构合理袁方便实用遥

研究院环境检测中心积极参
与山东省煤田地质局开展的 野五
小冶 科技创新活动袁激发广大职工
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尧主动性遥高度
重视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工作袁
转变工作思路袁注重由市场项目向
政府公益尧 科研攻关方向主动转
变袁实现野市场尧公益尧科研冶同步发
展遥 李文昌

山东局研究院

获两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0月 16日袁 山东省首

家灾害应急研究院要要要泰
安市稳如泰山灾害应急研

究院袁在山东省煤田地质局
三队正式揭牌成立遥山东省
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尧副厅
长邵光东袁泰安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常绪扩袁山东局党委
常委尧副局长赵广金袁共同
为灾害应急研究院揭牌遥该
院下一步将重点开展自然

灾害规律研究及科普活动袁
自然灾害隐患识别尧监测预
警尧综合风险普查尧评估尧防
治袁抢险救援尧应急处置尧综
合治理等自然灾害技术领
域的研究和服务工作遥

任红阳 董兆阳
摄影报道

音10月 12日袁新疆煤田地
质局综合地质勘查队拜城县铁
热克河-苏杭河一带煤炭资源
预查项目通过监理检查遥 专家
组一致认为项目工作部署尧工
程布置符合设计要求袁 提交的
资料齐全袁 各类原始资料编录
规范袁 野外施工符合设计书及
相关规范要求遥 赵宏峰

音10月 17日袁江苏煤炭地
质物测队提交的 叶山东里能鲁
西矿业有限公司北区三维地震
勘探报告曳通过评审遥专家组认
为本次勘探工作方法合理袁原
始记录采集质量较好曰 资料处
理流程尧参数选取恰当袁时间剖
面品质较高曰 资料解释及报告
编制符合有关要求袁 完成了规
定的地质任务遥 包 钰 吴 涛

音10月 9日袁 第一勘探局
地质勘查院承揽的神华蒙西棋
盘井煤矿吁盘区地面钻探工程
通过验收遥该工程实际完成钻孔
7个袁工程量 4083.31米袁常规测
井 4061.80米/7孔袁各类样品测
试 53组袁抽水实验 1层次遥

来永伟 赵鲁阳

音近日袁 河北省煤田地质
局物测队实施的河北省大城勘
查区煤系综合气储层特征参数
测定与分析研究项目通过野外
验收遥 该项目依托大城补充勘
探 D12-4钻孔开展袁 野外实际
钻探深度 1396.48米袁测井 1395
米袁气测录井 350米袁采样测试
168个渊组冤遥 郭新赏

音日前袁由山东省煤田地质
局物测队负责施工的山东新河
矿业有限公司高精度三维地震
勘探项目通过终审遥专家组一致
认为本次勘探工程布置合理袁野
外施工方法得当袁原始数据采集
严格袁 野外单炮记录质量较高袁
处理流程和解释方法正确遥

赵 欣 董金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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