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近日袁受泉州市安溪县自然
资源局委托袁福建省一九七地质大
队地勘院对野安溪县桃舟棠棣萤石
矿采矿造成地面塌陷尧影响村民生
产生活安全冶 事件进行调查核实遥
队党委书记兼总工程师戴定贤同
项目组深入事发现场袁对塌陷区裂
缝形态尧产状尧规模尧密度及裂缝引
起的蠕变位移情况进行详细调查袁
并从地质构造尧 地质环境条件袁以
及人类工程活动等方面分析地面
塌陷形成原因袁准确全面地掌握了
地面塌陷的基本情况遥

朱启象 陈佳松

音日前袁由龙岩市人民政府主
办袁市生态环境局尧市委宣传部尧市
委网信办尧市公安局尧市卫健委尧市
应急局和福建省一二一地质大队
承办的龙岩市 野平安福建 2020冶辐
射事故应急演习顺利举行遥本次演
习情景设定为院该队在龙岩新机场
隘头 ZK-1 孔测井作业结束时发
现一枚 Cs-137渊铯-137冤放射源丢
失袁现场测井人员电话报告单位负
责人并封闭事故现场遥 接报后袁福
建省一二一大队尧 新罗区政府尧龙
岩市政府先后启动辐射事故应急
预案袁 成立了现场应急指挥部袁协
调宣传尧生态尧公安尧卫健等部门共
同应对事故袁做好应急指挥尧事故
研判与安全处置遥

陈华强 刘大盛

音10月 22 日袁 安徽机电技师
学院开展了网络安全应急演练遥演
练前袁参演人员对方案进行了深入
研习袁 充分模拟网络攻击与防御尧
网络及网络设备故障等可能发生
的场景袁制定出详细具体的应对措
施遥演练中袁各部门紧密配合尧协同
作战袁 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效果遥演
练后袁信息工程系及时总结袁完善
了网络安全应急预案内容袁最大限
度地降低网络与信息安全突发事
件对学院造成的影响遥

毛惠明 董兰标

音日前袁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机
关服务中心邀请北京市防火宣传
处宣传员袁为工程尧餐饮尧保洁等部
门一线员工开展了消防知识培训袁
并组织大家进行了消防器材的使
用操作演练遥 赵 丽

音10月 22日至 23日袁陕西省
煤田地质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书记杨
永柱一行到陕西中煤新能源有限公
司眉县项目尧宝鸡项目袁对两个项目
进行了详细的现场检查袁包括投资
运营情况尧精细化工作检查袁并就安
全生产双重预防工作及安全生产标
准化进行了指导袁提出了整改意见遥
检查结束后袁针对检查组提出的安
全隐患袁项目第一时间进行了整改
落实遥

赵宏让 胡 博

音10月 22日袁 第一勘探局召
开三季度安全生产尧环境保护工作
会袁听取所属单位三季度工作汇报
并进行考核袁通报该局三季度安全
生产尧环境保护检查情况遥副巡视
员杨贤明对四季度工作提出要求院
一是提高站位袁加强学习曰二是坚
持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曰三
是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袁做好环
境保护和冬季安全生产工作曰四是
加强四季度安全检查曰五是持续开
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遥

刘 炜

10月下旬袁江西省煤田地质局二二六队承接的江西省芦溪县黄土岭高岭土渊瓷石冤矿普查项目正式开工遥为查明矿
体厚度及分布情况袁项目部根据矿体倾斜角度袁采用技术难度较高的 75毅斜孔钻进遥图为钻探人员正在丈量钻机立轴的
斜度遥 陈碧达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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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30 日袁平凉市委常委尧市政府副市
长唐如海一行袁 到甘肃省煤田地质局一四六队考察调
研尧指导工作遥

唐如海一行在一四六队队长马永辉尧 党委书记刘
世海的陪同下袁 首先到队设备租赁公司查看了检修车
间袁 了解了今年新拓展业务活动板房的生产及销售情
况袁接着到测绘地理信息院尧矿产资源勘查院尧水工环
工程勘察院尧物探工程勘察院等经营实体袁详细了解了
测绘地理信息中心的地形图立体采集尧实景三维建模尧
单体化建模袁 以及其他技术单位的地下管线管网平台
建设尧地质灾害排查尧矿山地质环境尧矿产资源规划尧临
时用地土地复垦等地质领域的技术力量及成果遥

在调研座谈会上袁 马永辉对平凉市委市政府多年

来对一四六队的关心关注和支持帮助表示感谢袁 并汇
报了该队基本情况尧发展现状尧存在的困难及今后工作
发展思路遥马永辉说袁一四六队作为公益二类地质事业
单位袁 始终坚持履行公益性服务职能袁 主动承担平凉
市及其周边的基础性尧 公益性尧 战略性地质工作任
务袁 建队 51年来袁 积极发挥自身专业技术优势袁 在
平凉及其周边开展煤炭尧 金属尧 非金属等各类资源勘
查工作袁 为全省煤炭工业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遥 近年来袁 为了更好地服务地方政府袁 一
四六队立足市场需求袁 结合自身优势袁 进一步加强与
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袁 与相关部门在煤炭
资源勘查尧灾害地质尧农业地质尧城市地质尧环境地质尧
生态环境保护及各类矿山地质技术服务等地质领域合

作日益频繁袁建立了互利双赢的合作关系袁全队高质量
转型发展稳步推进遥

唐如海在听取汇报后袁 肯定了一四六队为平凉地
方经济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袁 对该队近年来改革发展
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遥唐如海指出袁一四六队继
承和发扬煤田地质行业的优良传统袁在坚持科技创新尧
人才队伍建设尧拓展市场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遥在
下一步工作中袁一是继续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袁筑牢安全
生产野红线冶意识袁始终保持安全生产高压态势袁确保安
全生产曰二是继续抓好党的建设工作袁严格按照上级党
委的部署和要求袁履行好党委的主体职责袁坚持把党的
建设工作抓在前尧走在前遥

宋昱辉

平凉市委常委尧市政府副市长唐如海
到甘肃局一四六队考察调研

有这样一名地质青年袁 他勤于学习尧 敢于
争先尧 勇于探索袁 在工作中不断创新袁 取得了
不凡的业绩袁 他就是陕西省一八六煤田地质有
限公司物探工程处员工王鑫鑫遥 毕业于西安石
油大学物探专业的他袁 2013年进入陕煤地质一
八六公司袁 一直工作在地质勘探第一线遥 他从
一名钻工做起袁 参与完成了煤田大孔径钻孔尧
水文补勘钻孔尧 煤矿泄水孔等钻孔施工遥 2018
年调至物探工程处后袁 工作更加积极上进袁
2018年尧 2019年分别获得公司安全生产先进个
人和先进个人荣誉袁 2019年撰写的专业论文获
得省煤炭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遥

投身地勘事业 不断提升自我

王鑫鑫来公司报到的当天袁 就被安排到油
气钻探工程二处 2005钻机袁 该钻机正在崔木煤
矿施工瓦斯抽采孔遥 从瓦斯抽采孔开始袁 他先
后参与了水文补勘钻孔尧 煤矿泄水孔尧 煤层气
钻孔等多种类型的钻孔施工遥 从钻工尧 记录员
到编写钻探施工报告袁 他对地勘企业有了深刻
的理解和高度的认同遥

工作给了王鑫鑫自我提升的机会袁 每一项
工作他都尽力做好遥 任油气钻探工程处财务员
时袁 面对完全陌生的领域袁 他迎难而上袁 凭借
着不懂就学尧 不会就问的韧劲儿袁 学习并掌握

了财务基础知识和公司相关财务管理规定遥 他
调查了解钻机财务管理需求袁 总结钻探一线财
务工作特点袁 不断改进工作方式袁 将工作做到
工程处领导放心尧 一线职工满意遥 2017年袁 因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需要袁 他借调到公司
生产安全部袁 从事生产安全标准化建设创建工
作袁 面对不熟悉的领域袁 他充分发挥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袁 努力工作袁 圆满完成了公司安全
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遥

勇于探索 钻研工艺创新

在邵寨项目 SK2井施工中袁 陕煤地质一八
六公司第一次开展盐化测井遥 盐化测井是煤田
水文地质勘探的一个重要手段袁 通过测量盐化
前和盐化后不同时段的井液电阻率变化袁 间接
确定含水层位置袁 具有准确度高尧 受孔径等其
他因素影响小的优势袁 效果良好袁 在煤矿水文
勘测领域广受欢迎遥 彬长矿区及周边的旬邑尧
麟游尧 灵台等矿区是国家重要的煤炭产能基地袁
煤层厚度大尧 煤质优良袁 但煤层上部洛河组砂
岩地层含水量大袁 时刻威胁着煤矿的安全生产遥
调查清楚洛河组含水地层水的赋存规律尧 开采
前后的变化特点等是实现保水开采尧 绿色矿山
建设的前提袁 煤田水文地质测井则是实现这一
目标的重要手段袁 在该矿区具有巨大的潜在发

展空间遥
王鑫鑫广泛搜集资料袁 主动加强理论学习袁

请教仪器厂家和有施工经验的同行遥 通过认真
学习研究袁 他发现水文测井规范所讲的吊袋盐
化法存在盐化不均匀不充分的问题袁 且难以进
行人工干涉校正袁 同行大多采取的盐化池泵入
盐化法存在盐化后第一条曲线采集时间与提钻
时间相冲突的矛盾袁 在邵寨盐化测井项目上难
以落实遥 面对上述问题袁 王鑫鑫开始寻求盐化
工艺的创新袁 在物探工程处技术人员共同探讨
下袁 他充分利用现场有限的资源袁 发明出操作
简便尧 实地使用效果好的盐化设备和盐化工艺袁
在现场应用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袁 赢得了甲方
监理的高度肯定遥

冲锋在前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2019年袁 公司决定拓展井下物探业务袁 王
鑫鑫请缨投身井下物探工作遥 在物探工程处领
导的部署下袁 他先后对井下物探业务的施工单
位尧 设备厂家及井下物探市场等展开了广泛深
入的调研工作袁 从井下物探经济效益尧 工作方
法尧 发展趋势尧 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等方面
进行了分析研究袁 并结合实际提交了详实的调
查报告袁 为公司领导班子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遥

在今年 1月份召开的职代会上袁 拓展井下

物探业务作为 2020年公司七个重点工作之一被
列入总经理工作报告遥 井下物探是一项具有一
定风险的工作袁 但是王鑫鑫没有丝毫的畏惧和
动摇袁 第一个报名参加遥 他重点针对井下物探
作业方法和安全防护两个方面袁 主动搜集资料袁
向专家学者及业内同行虚心学习袁 对井下物探
业务展开理论攻关遥 2020年劳动节之际袁 公司
承揽的第一个井下物探项目在崔木煤矿正式施
工遥 在设备厂家的技术支持下袁 经过业务对接尧
现场踏勘尧 施工技术方案修改尧 组织不同作业
方法施工等袁 所有现场施工工作圆满完成袁 井
下物探业务初战告捷浴

王鑫鑫坚信 野天下难事必作于易袁 天下大
事必作于细冶袁 在第一次井下工作面踏勘时袁 他
用心观察可能影响物探施工作业的不安全因素袁
采取适当措施有效规避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隐
患袁 为井下物探安全作业提供了有力支撑遥

鲸波万里袁 一苇可航遥 党员的责任感与使
命感促使王鑫鑫不忘初心尧 坚定信念尧 不断学
习遥 他脚踏实地袁 诠释了一个地质工作者的初
心与使命袁 践行了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信念与
坚守遥

鲸波万里 一苇可航
要要要记陕煤地质一八六公司员工王鑫鑫

阴 郭玉佳

近日袁安徽省煤田地质局二队举办了 2020年煤田地质钻探职业技能竞
赛遥本次竞赛设芜湖赛区和山西赛区袁采用线上视频连线的方式袁两赛区同
步进行遥比赛分为理论测试和钻具组装尧TSJ3700 钻机操作尧现场泥浆性能测
试实际操作两个部分遥最终 8名选手胜出袁将代表该队参加全省煤田地质系
统钻探职业技能大赛遥 范中朝 曹媛媛 摄影报道

安全袁 多么温馨的字眼袁 让人倍感亲切尧 踏实遥 然
而袁 在现实生活中袁 却常常发生许多触目惊心的事故遥
事故有的是客观原因引起的袁 但更多却是人为原因造成
的遥 不注重安全宣传尧 不注重安全生产尧 不注重安全操
作袁 使得多少幸福家庭惨遭不幸遥
安全靠什么钥 我觉得是责任心遥 在工作的每一分钟尧

每一秒钟袁 安全隐患随时都可能像凶残的野兽张开血盆
大口袁 吞噬我们脆弱的身体遥 只有强化安全意识尧 增强
责任心袁 安全生产才不受威胁遥 要时时刻刻把安全印在
心中袁 把安全生产尧 安全经营尧 安全工作切实落到实处袁
从身边的小事抓起袁 把一切安全隐患消灭在出现萌芽之
前遥 除了严格按照各项安全操作规程规定作业外袁 最重
要的一点就是要自己管住自己袁 避免因为一时之错尧 一
念之差袁 付出沉重的代价遥

思想工作开展是一切工作的源头袁 我们只有从思想
上提高认识袁 才能使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遥 安全生产也
是这样袁 要让大家认识到安全生产对于一个单位尧 一个
行业的重要性袁 意识到安全生产对于生命尧 对于家人的
重要性遥 这说起来似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袁 但是做起
来很难袁 因为袁 每个人都有惰性袁 刚开始可能会意识到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袁 但是时间长了就容易产生麻痹思想袁
问题也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遥 所以袁 我们必须不断强化
思想认识袁 在工作中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袁 认真分析危险
点并进行预控袁 只有这根弦绷紧了袁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遥

身为山西省煤炭地质一一五勘查院的一名职工袁 我
们务必充分了解自身岗位的专业知识袁 认真学习安全制
度遥 每一条安全制度和操作规程袁 都是从经验教训中积
累而来袁 只要我们认真学习尧 严格执行袁 事故是能够避
免的遥 在进行每一项工作时袁 首先要问问自己袁 野这样
做违章吗袁 安全吗钥冶 目的就是要把 野安全第一冶 的思想
植入我们的大脑袁 培养正确的安全行为观遥 每一项工作
都有其特殊性袁 我们不能仅凭经验办事袁 否则很容易出
现一些习惯性违章遥 有些人明明知道一些行为是违章的袁
就是嫌麻烦不愿改袁 认为一向都是这样干的袁 不会那么
巧就出事遥 这样的心理其实就是安全意识麻痹的表现遥
要明白袁 任何的违章行为都可能将自己推向危险的边缘袁
谁都不敢保证自己永远是幸运的那一个遥

我从事地质勘查工作以来袁单位一直是将安全工作放
在重要位置袁年年讲尧月月谈尧天天抓尧时时紧袁从点滴做
起袁严格要求遥 一切事故的根源都来自我们的思想袁想一
想袁有什么比野三违冶更可怕袁有什么比安全更重要袁有什么
比人的生命更可贵呢钥安全为天袁是我们要坚持的理念遥要
用野三心二意冶袁即工作上的野专心尧细心尧耐心冶袁思想上的
野忧患意识尧职责意识冶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遥从野要我安全冶
转向野我要安全冶野我应安全冶野我能安全冶及野我懂安全冶上袁
使安全意识得到质的飞跃遥

为了企业的发展尧个人的安全尧家庭的幸福袁请拿野安
全冶当回事袁因为只
有安全在心中袁平
安才能常在身边浴

9月 21日晚上 8点多袁 河南资源环境调查二院勘测
与规划分院的职工赵迎春才回到家遥 刚一打开房门袁 不
足两岁的儿子迈着小步趔趔趄趄扑到她怀里袁 孩子已经
几天没见到妈妈了遥 赵迎春紧紧搂着孩子袁一种愧疚感涌
上心头噎噎

赵迎春是出差了吗钥原来袁9月中旬袁勘测与规划分院
承担了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农村房屋不动产项目袁业主要
求在 9月 22日前必须完成数据库提交工作袁 而该项目数
据库还需要进行修改完善遥

野我们内业项目组由 5个人组成袁可偏偏这段时间袁组
里有 3名同志因各种事务缠身不在岗位袁另一名同志又是
新手袁这项紧急任务只能我一人承担了遥冶身为项目负责人
的赵迎春说出当时的困难遥

赵迎春加班是从 9月 15日开始的遥实际上袁在数据库
建库上袁 赵迎春和她的伙伴们前期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袁可
后期的修改完善同样任务艰巨遥

每天袁伴着冉冉升起的朝阳袁赵迎春就坐在电脑前开

始忙碌了遥野数据库修改袁需要一村一户地核对尧比照袁找出
问题袁进行修改遥冶赵迎春接着又说院野为了避免影响工作袁
一上班我就把手机关了遥冶她之所以关机袁主要是怕儿子打
电话找她遥

野赵工天一亮就开始忙袁 直到晚上 12点多才休息袁一
天都坐在电脑前袁很少离开袁有时连三顿饭都是我送到她
面前的遥冶同事郭辉说遥

早上坐在电脑前精力充沛袁 可到晚上已是头昏脑涨尧
两眼昏花了遥尽管这样袁赵迎春强打精神袁依然在忙碌遥此
时袁偌大的办公楼里一片寂静袁只有赵迎春的办公室里发
出的灯光袁照亮了窗外黑暗的夜空遥

野赵工袁休息吧袁都 12点多了遥冶在郭辉的多次催促下袁
赵迎春才在办公室的简易床上休息袁 第二天早上 6点多袁
她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噎噎9月 21日傍晚袁经过 6天 5
夜的野白加黑冶袁赵迎春和她的同事终于完成了工作任务遥

野我加班受点累没什么袁 只要能为业主交出一份满意
的答卷袁付出再多都是值得的遥冶赵迎春语气坚定地说遥

赵迎春的6天 5夜
阴 王伟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