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愚公移山冶

鄂尔多斯袁蒙古语意为野众多的宫殿冶遥六十年前袁
江苏煤炭地质局的一支地勘队伍在这里勘探发现了东
胜大型煤田遥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找煤袁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袁服务国计民生能源需求遥六十年后袁江苏局的另一
支地质队伍在这里安营扎寨袁主要任务是野移山冶袁解决
煤矸石山堆放难题袁释放土地空间袁保障生态安全遥

位于鄂尔多斯市境内东胜煤田呼吉尔特矿区的母
杜柴登矿井袁 是全国百强地质队要要要江苏煤炭地质勘
探二队的施工场所遥热火朝天的工地上袁工人们正在进
行野二带孔冶渊冒落带和裂隙带冤钻探施工袁查明母杜柴
登矿井采动空间离层发育情况袁掌握发育规律袁为开展
固废资源化利用作准备遥

我国是煤炭资源生产和消耗大国袁 作为与煤共同
沉积的固体废物袁煤矸石产出量惊人遥据统计袁我国积
存煤矸石量超过 10亿吨袁每年还将新排出煤矸石 1亿
吨遥大量煤矸石堆放袁一方面占用宝贵的土地面积袁且
长时间露天堆放受日晒雨淋袁会风化粉碎尧吸水崩解袁
产生粉尘污染遥同时袁煤矸石中硫化物逸出或浸出会污
染大气尧农田和水体袁影响着比堆放面积更大的土地资
源袁使得周围耕地变得贫瘠袁难以利用遥另一方面袁煤矸
石中含有残煤尧碳质泥岩等可燃物袁露天堆放袁矸石山
内部的热量逐渐积累袁极易自燃遥自燃后的矸石山内部
温度可达 1000益袁使矸石熔解并放出大量有害气体遥一
座矸石山自燃可长达十余年至几十年袁 有害气体排放
将会对周围居民和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威胁遥此外袁若矸
石堆放不合理袁矸石堆易发生边坡失稳袁从而导致矸石
堆崩塌尧滑移袁特别是在山区的暴雨季节袁极易引发泥
石流尧堰塞湖等次生灾害袁殃及下游农田尧河流及人员
安全遥

如何处置和有效利用煤矸石钥几十年来袁几代地矿
工作者不断进行着各种有益探索遥

面对我国巨大的煤矸石产量和存量袁 江苏局采用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离层注浆技术袁 着力解决煤矸石堆
放和污染问题遥 该技术不受场地基础设施和矸石山种
类制约袁具有绿色尧环保尧处理效率高尧处置成本低等诸
多优点遥

野我们定制的这款设备袁直径 3.6米袁长约 6米袁重
量 170吨袁年处理煤矸石约 100万吨袁将释放 200亩左
右的土地堆放空间袁 而且会对煤炭采空区起到强力支

撑作用袁 有效避免采空区沉陷等地灾问
题遥冶 江苏局科技地质部副主任汤楷自豪
地说遥

野再过一段时间袁 我们的设备将被安
放在这个位置遥这里将变成厂房袁昼夜不
停地处置煤矸石遥虽然效率不低袁但这里
的煤矸石产量和存量太大了袁未来几年我
就要在这里安新家咯浴冶 江苏局二队负责
该项目的经理陈宗念风趣地说遥

凭借着对地质情况的熟悉和炉火纯
青的钻探技术袁江苏局的地质专家将在掌
握采空区裂隙发育尧水文尧压力尧承载力等
详细数据的基础上袁精准地将煤矸石野搬运冶到指定位
置袁在对采空区起到支撑作用的同时袁通过封堵防渗等
配套技术袁牢牢地将注入的矸石浆固定在预定靶区袁并
同含水层有效隔离袁一举解决顶板支撑尧底板加固尧防
渗防漏等多项技术难题遥

从为国家找煤到野搬除冶煤矿矸石山袁工作对象在
变袁工作场所在变袁不变的是江苏煤勘人为国为民的情
怀遥依靠着这种新型采动离层注浆技术袁江苏煤勘人正
在上演着新时代野愚公移山冶的动人故事遥不同的是袁愚
公移山只是一个传说袁 而江苏煤勘人正在把故事变成
现实遥

巧治野绿色牛皮癣冶
新生代第四纪晚期袁云南高原不断运动袁局部拉张

断陷盆地出现沼泽尧湖泊环境袁与抚仙湖仅一山之隔尧
一河相连的高原断层湖星云湖就这样诞生了遥

作为我国最大高原深水湖抚仙湖的重要补给水
体袁星云湖年平均流入抚仙湖水量 0.25亿立方米袁星云
湖的水质安全对抚仙湖意义重大遥

蓝藻是原核生物袁大规模爆发后会引起水质恶化袁
被称为野绿色牛皮癣冶遥据了解袁目前全国近三分之二湖
泊水库处于富营养化袁不同程度受到蓝藻污染遥美丽的
星云湖也难逃厄运袁备受蓝藻污染野折磨冶遥特别是最近
十年袁由于蓝藻等生物泛滥袁严重破坏湖泊生态平衡袁
引发连锁反应袁导致星云湖水质急剧恶化袁一度下降为
劣吁类遥

为有效改善星云湖水质袁实现脱劣目标袁玉溪市和
江川区通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袁压实河湖长责任袁实施
原位控藻及水质提升工程等多项举措袁 有力推进了星

云湖水质改善工程遥
凭借水上施工超大口径深井核心技术袁2019年 10

月袁 中煤长江基础建设有限公司在众多投标单位中脱
颖而出袁 一举中标星云湖沿岸 5口蓝藻灭活深井施工
任务遥不同于传统打捞尧藻水分离等蓝藻处理工艺袁中
煤长江基础公司与国内知名环保公司合作袁 采用深潜
式高压灭活蓝藻技术处理蓝藻遥

野深潜式原位高压控藻技术是建造蓝藻灭活深井袁
通过物理及机械加压方法袁 迫使蓝藻细胞内气囊干瘪
失去上浮能力袁实现蓝藻不在近岸水面聚集袁系目前国
内外处理效率最高且无公害的先进技术遥冶中煤长江基
础公司无锡分公司经理陆建树解释说遥

中煤长江基础公司施工的 5口深井分布在星云湖
东南西北 4个方向袁 加上为配套灭活后净化水质而建
的 4个水质提升站袁全方位地为星云湖进行野透析冶袁有
力推进了星云湖野脱劣冶进程遥该工程每年能处理星云
湖湖水约 1.56亿立方米袁 日处理量可达 43万立方米遥
经过处理袁藻密度降低 98.2%遥据今年 2月份监测结果
显示袁星云湖总磷已达到地表水郁类标准袁为近十年来
最好状况遥

事实上袁中煤长江基础公司早在 2017年袁就在太
湖梅梁湖段成功完成了国内第一口蓝藻治理试验深
井袁并取得了良好试验结果遥2020年袁公司又实施了巢
湖沿岸蓝藻臭味防控强化项目遥

通过对蓝藻水患危害防控和流域内水环境治理的
探索袁 江苏局将掌握的核心技术积极应用到蓝藻治理
新领域袁 高效建设深潜式高压灭藻深井袁 巧妙地清除
了 野绿色牛皮癣冶袁 为我国河湖安全高效治理开辟了
新模式遥

苏煤勘人多壮志 敢教旧貌换新颜
要要要江苏局野美丽地球冶建设巡礼渊中冤

阴 程 保

本报讯 渊记者 张 立冤 11月 3日袁中国
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孙守仁袁 在出席煤炭
地质分会年会暨行业高层管理论坛并作主
旨演讲时指出袁 近一个时期煤炭作为我国
一次能源的主导地位不会改变遥

孙守仁在讲话中高度肯定了中国煤炭
工业协会煤炭地质分会的工作遥 孙守仁指
出袁近年来袁煤炭地质分会紧紧围绕煤炭工
业发展袁团结依靠广大会员单位袁为地质事

业发展袁 为国家地质建设做了卓有成效的
工作袁 特别是积极向国家有关部委反映会
员诉求尧愿望袁在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尧社会
责任承担尧技术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遥

孙守仁详细分析了煤炭工业现状尧 产
业结构尧 产业布局尧 科技创新尧 市场化变
革尧 生态矿山建设尧 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发
展变化遥

孙守仁表示袁经过全行业的共同努力袁

煤炭行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向有利方向转
变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曰煤炭行业在淘汰落
后产能尧 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取得了重大突
破袁煤电尧煤焦化尧煤制油尧煤制气市场份额
扩大袁 使煤炭从单一燃料向原料燃料并重
发展袁从单一开采向多元化发展曰煤炭工业
开发布局持续优化袁 生产集中度进一步提
升曰 技术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袁 其中定向钻
探尧冻结等核心技术袁达到了在任何复杂条

件下的建矿能力袁 并广泛应用于地铁尧桥
梁尧隧涵等大型工程建设曰煤矿开采智能化
技术开始在世界领先曰 煤炭市场化进程加
快袁完全纳入了市场轨道曰生态矿山建设加
快袁原煤洗选率尧矿井水利用率尧矸石利用
率尧井下瓦斯抽采利用率尧土地复垦率不断
提高曰煤矿安全生产有了质的改变袁安全生
产从减少事故尧 减少伤亡率向企业健康卫
生转变遥

孙守仁指出袁 我国的能源国情还是以
煤为主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袁煤炭作为一
次能源的主导地位不会改变袁 煤炭在国家
能源安全的野兜底保障冶作用将更加明确袁
煤炭工业将向更高质量尧更高水平尧更高层
次迈进遥

本报讯 渊记者 张 立冤 11 月 3
日袁中国工程院院士尧煤炭地质分会
名誉会长尧陕西省煤炭学会理事长王
双明袁在出席煤炭地质分会年会暨行
业高层管理论坛并作主旨发言时表
示袁从煤炭资源勘查向煤炭绿色开采
地质保障转变袁是煤炭地质面临的重
大机遇遥

王双明围绕准确认识发展环境
变化对煤炭工业的影响袁科学应对煤
炭绿色开采带来的技术挑战袁主动服
务煤炭绿色开采技术需求袁探索适应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新途径作了精
彩演讲遥

王双明表示袁能源保障是高质量
发展的基础袁煤炭绿色开采清洁利用
已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袁支撑高质
量发展的重大需求遥中国缺油少气相
对富煤的资源禀赋尧化石能源为主的
能源消费结构尧 全球煤炭消费趋势尧
环境保护优先理念袁都要求煤炭地质
勘查要主动服务煤炭绿色开采技术

需求袁 为煤炭绿色开采利用提供地质
保障遥

王双明指出袁 煤炭地质勘查行业
要通过采前精细勘查为煤炭开采提供
地质导航尧 采中综合探测为减少采动
损害提供支撑尧 采后检测评估为采空
区恢复利用提供支撑遥

王双明指出袁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深入发展袁 国际力量对比深
刻调整袁国际环境日趋复杂袁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明显增加袁 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任务更加艰巨袁 煤炭主体地位将进
一步凸显遥煤炭行业必须坚持以我为
主袁 立足国内袁 加强能源供应能力建
设袁 不断提高自主控制能源对外依存
度的能力遥

王双明建议袁 煤炭地质勘查行业
要创新理念尧创新技术袁深刻认识国际
变化和国际需求袁主动作为袁创新煤炭
绿色开采地质保障技术体系袁 实现从
煤炭资源勘查到煤炭绿色开采地质保
障的转变遥

孙守仁在煤炭地质分会年会暨行业高层论坛上指出要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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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煤炭绿色开采地质保障转变
是煤炭地质面临的重大机遇

本报讯 渊记者 张 立冤 11月 3日袁中
国煤炭工业协会煤炭地质分会 2020年年
会暨全国煤炭地质行业高层管理论坛在
杭州举办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孙守
仁袁中国工程院院士尧煤炭地质分会名誉
会长尧 陕西省煤炭学会理事长王双明袁中
国煤炭地质总局副局长尧党委委员范宝营
出席并作主旨演讲遥分会会长侯慎建致开
幕辞曰分会副会长尧总局首席专家组组长
王佟袁分会副会长尧陕西省煤田地质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尧执行董事尧总经理谢
辉分别主持曰 浙江煤炭地质局党委书记尧
局长田招龙致欢迎辞遥

会议指出袁2020年袁全国煤炭渊田冤尧化
工地质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袁 贯彻新发展理念袁
以推进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袁深

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袁 加强煤炭资源调查
评价袁深化煤炭资源绿色勘查袁积极推进矿
山生态修复袁 提升煤炭资源综合开发利用
水平袁推进野一带一路冶共建共享袁开创了煤
炭地质行业改革发展新局面袁 为保障我国
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和矿区生态文明建设作
出了重要贡献遥

会议指出袁 面对新形势尧 新任务尧 新
要求袁 煤炭地质行业必须适应新时代要
求袁 开新渠尧 引活水袁 形成全方位尧 多层
次尧 宽领域的产业开放格局袁 持续保持发
展活力袁 在不确定中寻觅积极的确定性袁
在分歧中寻觅共识袁 在疑惑中增进信任袁
在忧虑中增强信心遥

会议强调袁野十四五冶 时期是我国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重要开
端袁 是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时

期袁 也是煤炭地质行业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遥 挑战与机
遇并存袁立足当前袁我们应该进一步增强做
好新时代地质工作的信心和决心袁 坚持科
技引领袁创新发展曰坚持市场导向袁有序发
展曰坚持产业融合袁协同发展遥

会议号召袁 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 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和野四个革命袁一个合作冶能源安
全新战略袁 以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袁以提高能源安全保障能力为目标袁推进
科技进步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袁加强人才队
伍建设袁深化国际交流合作袁加快构建高质
量发展的煤炭地质产业体系袁 提升煤炭地
质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袁 推进煤炭
地质行业野十四五冶时期高质量发展袁为建
设美丽中国袁再立新功袁重铸辉煌遥

11家煤炭渊田冤尧化工地质单位主要领
导作了主旨发言袁其他单位作了交流发言遥
与会代表围绕野生态地质勘查袁能源安全保
障冶论坛主题袁立足野十三五冶袁展望野十四
五冶袁结合全行业尧所在区域和本单位情况袁
从不同视角对新时代地质工作的内涵与外
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袁 对地质行业改革发
展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遥

会议期间袁 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批
复文件精神袁 煤炭地质分会理事会进行届
中调整袁增补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渊集团冤
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潘金生为
副会长袁 总局党委组织部三级部员陈明为
秘书长遥

煤炭地质分会会员单位党政主要负责
人及所属单位领导人员 120 余人参加会
议遥

2020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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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匀韵晕郧 酝耘陨 阅陨 在匀陨 月粤韵
主管主办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袁 于 2020年 10月 26日至 29日
在北京举行遥

全会一致认为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尧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
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袁团结带
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尧开拓创新袁奋发有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袁战胜各种
风险挑战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继续乘风破浪尧坚毅前行遥实践再次证明袁有习近平
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尧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袁有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尧顽强奋
斗袁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袁一定能够在新时代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更加有力地推向前进遥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煤炭地质分会年会
暨行业高层论坛在杭州举办
孙守仁王双明范宝营出席并作主旨演讲 侯慎建致开幕辞

本报讯 11月 1日袁青海省委常
委尧常务副省长李杰翔一行袁赴中国
煤炭地质总局实施的青海省天峻县
木里地区聚乎更及哆嗦贡玛矿区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现场调研遥总局
副局长尧党委委员袁总局木里地区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指挥部指挥长尧党工
委书记王海宁陪同调研曰总局首席专
家组组长袁 木里指挥部副指挥长尧党
工委委员王佟一同参加遥

李杰翔先后深入木里煤田聚乎
更矿区 3 号尧4 号尧5 号尧7 号尧8 号尧9
号井和哆嗦贡玛矿区现场踏勘调研遥
在听取总局木里指挥部的工作汇报
后袁他指出袁实施木里矿区以及祁连
山南麓青海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
既是一项生态工程袁更是一项政治工
程袁各地各部门各相关治理企业全面
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袁通过两个
月的通力合作尧攻坚克难袁木里矿区
以及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生态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取得了很好效果遥

李杰翔特别对总局在木里生态
治理工程中的组织管理尧施工进度及
质量效果表示肯定曰对总局在恶劣的
环境下袁展现央企的使命担当袁勇挑
重担尧日夜奋战的精神表示钦佩遥 并
进一步强调院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袁按照青海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袁坚持综合施策尧系统治理袁
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综合整治任务袁
治理范围明确袁对非治理区不造成新
的破坏遥 生态修复要以自然修复为
主袁人为修复为自然修复做好服务支
撑袁 确保治理效果经得起历史的考
验遥 要做好安全环保工作袁维护好施
工人员的身体健康袁做好现场安全施
工管理袁决不能出现安全事故遥 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木里项目指挥部
要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袁加快合同的签
订袁积极落实工资待遇遥

青海省相关厅局尧州政府等负责
同志曰总局相关单位尧部门负责同志
及总局木里指挥部有关人员参加了
上述活动遥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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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袁2020 中国地理信
息产业大会在广西南宁开幕遥大会发
布了 2020 地理信息产业百强企业尧
最具活力中小企业尧 高成长企业
TOP50榜单袁浙江煤炭测绘院有限公
司荣获野2020中国地理信息产业最具
活力中型企业冶称号遥

近年来袁浙江煤炭测绘院公司以

实现高质量转型升级发展为目标袁依
托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平台袁 注重专业
人才梯队建设袁加大先进设备尧软件尧
技术的投入力度袁 在巩固原有传统业
务的同时袁不断发展地理信息等相关
业务遥公司通过延伸产业链条袁紧跟行
业发展袁 正努力将自身打造成为地理
信息服务优势品牌遥 韩 月

浙江煤炭测绘院公司
获评野2020中国地理信息产业最具活力中型企业冶

星云湖沿岸蓝藻灭活深井施工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