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袁 受自然资源部地质
勘查管理司委托袁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
探遥感中心组织了野全国地质灾害高易
发区灾害隐患识别项目冶 技术研讨会袁
对五个标段的项目进展情况和阶段性
成果进行了检查遥中煤航测遥感集团有
限公司遥感信息公司承担的野藏东南地
区地质灾害隐患综合遥感识别与调查
项目冶取得阶段性成果袁得到与会领导尧
专家的一致认可袁顺利通过验收遥

野全国地质灾害高易发区灾害隐患
识别项目冶 由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
理司组织实施袁 通过在黄土高原地区尧
四川强震区尧 三峡库区尧 藏东南地区尧
滇西北地区五个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开
展基于 InSAR尧 光学遥感及专家判识
等综合遥感技术的地质灾害隐患识别
与调查工作袁 完成全国地质灾害高易
发区地质灾害隐患普查试点袁 总结不
同地区综合遥感识别地质灾害隐患的
技术指南袁 为全国开展地质灾害隐患

普查打好基础遥
藏东南地区是我国受地质灾害影

响最强烈的地区之一袁特别是在地震或
暴雨条件下袁崩塌尧滑坡尧泥石流等地质
灾害频发袁 严重阻碍了当地的经济发
展遥遥感信息公司与核工业航测遥感中
心尧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共
同承担了藏东南地区地质灾害隐患综
合遥感识别与调查工作遥经过前期野外
调查袁该项目目前已完成全区 18万平方
千米 27个县的灾害隐患识别任务袁并识
别出一批危险性较大的灾害隐患点遥

下一步袁遥感信息公司将认真落实
会议要求袁 组织精兵强将完善项目成
果袁在野外调查的基础上对灾害隐患识
别成果进行复核和完善袁并提交灾害隐
患识别最终成果数据袁为自然资源部地
质勘查管理司尧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
遥感中心提供有力支撑袁为我国藏东南
地区地质灾害隐患识别贡献煤航力量遥

杨 晨 徐 阳

本报讯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四队资源勘查事业
部承揽的永煤矿业集团新桥煤矿封闭不良钻孔项目
于近日顺利完工遥 该项目对新桥煤矿多年来因各种
孔内事故造成的封闭不良钻孔进行了启封尧 封孔处
理遥

该项目不同于普通启封孔项目袁存在较大难度院
一是年代久远袁 最早的一个封闭不良钻孔是上世纪
70年代施工的袁可供参考的钻孔资料非常少袁地面标
的物早已灭失改变袁 当年参与勘探施工的人员也基
本联系不到袁前期施工设计工作困难很大曰二是封闭
不良钻孔的孔内情况复杂袁均存在孔内事故尧坍塌尧
遗留钻具等情况曰三是该区域第四系覆盖层较厚袁老
孔寻迹钻进难度很大遥

面对种种困难袁四队领导高度重视袁技术部门联
合实体多次研究施工方案袁 又专门针对封闭不良钻
孔袁使用自行总结归纳的野探查寻迹冶技术袁解决寻孔
及钻进问题袁并结合使用多种先进助剂袁成功解决了
原事故钻孔的多种问题袁 顺利完成此次封闭不良钻
孔的启封和封闭工作遥

在封孔结束现场袁 新桥矿领导对四队的钻探技
术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遥该项目的顺利完工袁进一步
展示了四队地质服务的专业能力和技术水平袁 提升
了四队在河南地勘市场的声誉袁 为下一步与永煤集
团的深入合作及进一步开拓河南地勘市场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遥

刘智元 娄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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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上一个村庄都看不到袁手机也没有信号袁车子又
陷进了雪地遥在青海省天峻县木里镇袁平均海拔 4200米的
高原上袁周少达顾不上害怕袁冒着大雪徒步半个多小时袁爬
到山顶找到信号袁打通了施工现场的电话遥

野怎么就没有信号了呢钥冶身为安全员的周少达双手挠
头袁盯着自己的安全巡检记录袁下定决心要完成每天例行
的安全巡检工作遥

来木里项目已经一个多月了袁资料员刘士杰几乎没有
一天能按时吃饭袁经常加班到凌晨一两点遥他说院野项目时
间紧尧任务重袁工程完毕就要验收袁资料必须同步跟进遥冶刘
士杰的孩子只有 3个多月大袁本来想等孩子可以添加辅食
了再上项目袁但是听到召唤袁他便毅然决然地投入到工作
中遥这就是可爱的水文地质人袁这就是木里项目工作人员
的缩影袁他们奋战在雪域高原木里项目一线袁为全面完成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任务尧还木里人民绿水青山奉献着最美
的青春韶华遥

魏书帆院去最艰苦的地方磨炼自己
在木里矿区袁 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的 40%遥 今年刚

刚大学毕业的魏书帆袁 面对高寒缺氧的施工环境袁 没有
退缩袁 主动要求参与木里项目的一线施工遥

野木里那么高尧那么远袁为啥非要去那里呢钥冶魏书帆的
未婚妻不理解遥魏书帆说院野我是年轻人袁就是要去最艰苦
的地方磨炼自己袁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遥冶

马旭院自己做的决定袁再难也要坚持
24岁的马旭袁出生在哈尔滨袁今年夏天袁他从东北石

油大学毕业后袁放弃了离家相对较近的大庆油田的就业机
会袁来到水文局成为一名水文地质人遥木里项目落实后袁他
第一时间申请参与项目工作遥

刚到木里的半个月时间里袁 马旭常因缺氧睡不着觉袁
体重一下降了 10多斤袁 整个人又黑又瘦遥 当问他苦不苦
时袁他回答道院野自己做的决定袁再难也要坚持遥冶

霍豪院施工员就是要在第一线
平原地区的10月是一年中最舒适的季节袁 但在木里

矿区袁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袁说变就变遥这一刻还天气晴
朗袁有可能过一会儿就会大雪纷飞遥晴日一身灰尧下雪一身
雪袁在工地的一个月袁本来挺英俊的小伙子袁现在成了最
野邋遢冶的一个遥打趣问霍豪感受袁他笑一笑说院野施工员就
是要在第一线遥冶

侯忠华院只要坚持下来袁人生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走
侯忠华虽已年过半百袁但他那洪钟般的嗓门和健步如

飞的步伐袁真让年轻人望尘莫及遥上到项目的统一协调管
理袁下到施工人员的生活起居袁他都事无巨细袁也让我们和

他没有任何隔阂袁很喜欢与他聊天袁听他讲项目上的故事遥但是听到他说项目上的
事情都是野乐趣冶时袁我忍不住问他院野您一直在项目上待着袁家里怎么办钥谁照顾老
人和孩子呢钥冶换来的却是久久的沉默遥最终袁他说院野项目的确很苦袁刚毕业的大学
生有来的也有走的袁但是要学会苦中作乐袁要豁达尧乐观袁只要坚持下来袁人生的每
一步都不会白走遥冶

是啊袁我们相信人生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走袁木里项目让我们走到一起袁凝聚成
一个团队袁为了共同的目标袁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好各项工作袁为了项目的顺利完成
而共同努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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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廷是江苏煤炭地质物测队测绘
院的一名优秀技术人员袁 因为工作业
绩突出袁 多次被评为队 野优秀共产党
员冶 和 野优秀职工冶遥 现在袁 他是物
测队新疆办事处主任袁 五年来袁 他的
足迹踏遍天山南北袁 用心丈量着新疆
的每一寸土地遥

爱岗敬业 业绩突出

2008年袁 李廷刚参加工作袁 就参
与了泰州市第二次土地调查项目遥 该
项目工作量大尧 工期紧尧 精度要求
高袁 领导将这个踏实肯干的小伙子任
命为调查组组长遥 李廷没有辜负重
托袁 一方面抓紧外业调查袁 强化人员
协调袁 提高工作效率曰 另一方面努力
学习成图软件袁 解决软件使用中出现
的问题袁 使内外业协调一致尧 同步推
进袁 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工作任务遥

2010 年袁 李廷作为调查负责人袁
参加了姜堰市第二次土地调查 渊城镇
部分冤 及数据建库工作遥 工作中袁 他
积极组织协调袁 及时处理遇到的问
题袁 保证了土地调查的工作进度袁 圆
满完成了项目任务遥 该项目顺利通过
江苏省国土资源厅的验收袁 获得江苏
省测绘成果三等奖遥

2011年袁 李廷担任高淳县国土资
源局登记发证数据库更新及档案整理
项目负责人遥 项目开始后袁 他带领项
目人员对高淳县国土资源局登记系统
和数据库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袁 在较
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数据库数据结构和
各个字段的对应关系袁 形成了直接在
数据库进行数据批量录入尧 利用数据
库结构进行字段数据更新的作业思

路袁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袁 为档案整
理节约了宝贵时间遥 他和项目人员连
续奋战 150天袁 每天坚持工作 14个小
时袁 最终在工期内完成了任务袁 为高
淳县国土资源局顺利通过省档案局的
验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遥

2012年袁 李廷担任金坛市农村集
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项目总负
责人遥 他利用专业知识袁 结合所有权
调查特点袁 对单位总结出来的作业思
路进行大胆创新袁 提出根据调查结果
先建立数据库袁 再利用数据库输出管
理成果资料的想法袁 并据此对项目的
工作方案和作业流程进行了设计遥 工
作中袁 他高度负责袁 凭借着扎实的专
业知识袁 保质保量地完成了项目任
务袁 项目成果率先通过省厅验收袁 并
最终顺利通过国土资源部的验收袁 获
得 野优秀成果资料冶 的评价遥

2014年袁 李廷担任物测队测绘院
地理国情普查项目负责人遥 项目时间
紧尧 任务重尧 要求高尧 困难多遥 接手
这个项目后袁 他发现与其他做地理国
情项目的单位相比袁 物测队的技术水
平还有待提高遥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袁
他主动和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尧 测绘局
信息中心等单位的项目负责人联系袁
邀请信息中心专家给作业人员培训袁
提高作业人员的水平遥 外业调绘阶
段袁 为了顺利实施项目袁 他和外业人
员一起袁 从沭阳转战沛县袁 每天天亮
出工尧 天黑收工袁 经过近半年的努
力袁 顺利完成了外业调绘任务遥 内业
数据处理阶段袁 他和 5个内业人员一
起袁 每天从早晨 8点忙到晚上 12点袁
对前期调绘的 1700多平方公里的普查

数据进行处理袁 经过 3 个月的奋战袁
项目通过了国检中心检查遥

有愧家人 无愧工作

2016年袁 物测队在新疆奇台县承
接了第一个农经权项目袁 领导决定让
李廷担任项目负责人遥 得到消息后袁
他的家人觉得新疆太远袁 不同意他
去袁 轮番做他的思想工作遥 看着妻子
依依不舍的眼神和父母忧心忡忡的表
情袁 李廷心里五味杂陈遥 但他知道袁
好男儿志在四方遥 他开始反复与家人
沟通袁 晓之以理尧 动之以情袁 家人终
于被他对工作的执着所打动袁 同意他
去新疆袁 做新疆项目的 野开路先锋冶遥

凭借着良好的市场信誉袁 野苏煤
物测冶 野苏煤测绘冶 品牌获得了市场
的认可袁 物测队又在新疆塔城地区承
接了农村地籍项目袁 项目负责人的重
任又一次落在了他的肩上遥 这次袁 他
选择了不告诉家人噎噎

2019年袁 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工作中袁 李廷一如既往袁 甘愿付出袁
和作业人员一起夜以继日地工作袁 只
为确保 野三调冶 成果顺利通过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的检查遥 他说院 野身为党
员干部袁 就应冲在最前面袁 对工作一
丝不苟袁 对事业一腔热血遥冶

因为地理国情项目袁 李廷错过了
妻子的每一次产检袁 错过了孩子的出
生噎噎但是在项目顺利提交成果时袁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遥

在疆工作 无悔选择

五年的新疆工作生涯袁 也是一段
真情相伴的岁月遥 李廷带领职工坚守

在项目一线袁 从酷暑到严寒袁 从春夏
到秋冬袁 出色地完成了奇台县农经权
项目尧 阜康市农经权项目尧 塔城市农
村地籍调查项目袁 并成功开拓了其他
县市的测绘市场袁 为物测队的市场开
拓和项目管理树立了榜样遥

当年袁 刀郎的那首 叶2002年的第
一场雪曳 曾给李廷留下深刻印象遥 来
到新疆后袁 他与雪有了更加亲密的接
触遥 新疆的冬天深沉而漫长袁 看着恬
静而洁白的雪景袁 欣赏它是一种心
情袁 冒雪工作则是另一种心情遥 刺骨
的寒风如刀割般刮在脸上袁 再加上水
土和饮食的不适应袁 使外业工作开展
得更为艰难遥 但是李廷却说袁 在这无
瑕白雪的陪伴下作业袁 又何尝不是一
种乐趣呢钥 懂得苦中作乐袁 是测绘人
的高尚情怀遥

初心不改 继续前行

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袁李
廷与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以往多了些遥
这次疫情更让李廷和家人感受到院有
野大家冶才有野小家冶袁有前方的付出才
有后方的欢乐遥 李廷的父母和妻子早
已不再反对他去新疆了袁 而且他们深
知袁无言的支持就是对李廷最好的爱遥

测绘工作是充满艰辛的袁 也是充
满激情与成就感的遥 李廷知道袁 对待
事业要保持一颗奉献之心和进取之
心袁 对待收获要常怀一颗感恩之心遥
他表示袁 将不忘初心袁 在新疆市场上
带领职工们继续前行遥

本报讯 今年以来袁福建省一九六地质大队机械
公司从实际出发袁谋发展尧下功夫袁多措并举向野沉
睡冶资产要效益袁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袁累计盘活闲置
资产 40余万元遥

在减少成品存货上下功夫遥 机械公司一方面针
对资金困难的客户袁积极协调尧催促客户及时提货袁
盘活两年内存货 20万元曰另一方面对没有相关手续
的产品采取运回的措施袁运回设备 4台渊套冤袁原有价
值 30余万元遥

在处置废旧资产上下功夫遥 机械公司针对没有
使用价值的资产进行清理袁 按照规定委托第三方对
废旧设备进行评估袁处理废旧设备 11台渊套冤袁回收
资金 8.1万元遥

在改造闲置设备上下功夫遥 机械公司从产品设
计开始袁 鼓励把闲置库存配件及半成品改造成全新
产品进行出售遥 今年以来袁 改造产品出售金额达 12
万元遥

耿文明

在新疆书写地质事业答卷
要要要记江苏局物测队新疆办事处主任李廷

阴 胡 静

近日袁 甘肃煤田地质研究所矿山安全检测室对甘肃洛坝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的大型设备提升机尧主
排水泵尧空压机等矿用固定设备进行了检测检验遥该所在不影响受检企业生产任务的前提下袁加班加点圆满
完成了检测任务袁为今后的长期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遥图为工作人员对提升机进行检测遥蒋 照 摄影报道

山东局四队

为煤矿安全生产当好侦察兵

福建省一九六大队机械公司

多措并举唤醒野沉睡冶资产

煤航集团遥感信息公司

藏东南灾害隐患识别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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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近期袁物探研究院获得一种构造软煤发
育区的预测方法及装置发明专利授权袁瞬变电
磁测量装置及瞬变电磁勘探系统尧一种地质勘
探测试装置尧 一种断层研究用模型展示装置尧
一种不同煤层含碳量检测装置 4项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袁一种煤矿大数据下预测煤层底板标
高应用方法与系统尧水文地质调查信息采集管
理系统尧 区域工程地质勘查辅助分析软件尧环
境地质调查可视化监管系统等 6项软件著作
权遥这些成果涵盖了深地探测技术尧环境监测
技术尧地灾防治技术尧生态修复技术尧数据处理
技术尧煤田大数据等袁将为该院全方位打造自
主知识产权技术高地提供保障遥 孟凡彬

音近日袁中煤地第二勘探局有限责任公司
玮坤环保公司研发团队野一种用于高炉煤气精
脱硫的二氧化碳捕捉系统及方法冶获得发明专
利遥该技术通过系统组合设备袁在钢铁厂脱硫
过程中袁节约脱硫剂使用量袁并减少脱硫渣的
数量袁提高煤气热值和高炉煤气的产量袁具有
很好的经济尧环保前景和社会效益遥至此袁玮坤
环保公司已拥有 4项专利遥 张红新

音近日袁第二勘探局一七三队煤田勘探三
维建模平台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遥该软件主要
用于地质尧矿山尧地下工程等相关领域的地下
三维地质建模遥根据钻探尧槽探尧井探等采样数
据袁 在已构建的三维地质模型上叠加巷道尧管
道尧机器设备等设施袁形成矿井三维地质环境
下的设备配备与管理营运系统遥 任亚男

音日前袁 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
2020年浙江省野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冶名单袁浙江
煤炭测绘院有限公司荣获 AA 野守合同重信用
企业冶荣誉称号遥近年来袁测绘院公司高度重视
企业诚信体系建设袁把野守合同尧重信用冶视为
企业经营发展的根本袁建立了合同管理的实施
与审核机构袁规范合同管理制度建设袁积极开
展诚信守法宣传教育袁 完善诚信体系建设袁实
现了野守合同尧重信用冶工作与企业改革发展同
步推进遥 裘雅婷

音近日袁江苏金石稀土有限公司野ISO9001
标准与 6S 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冶 被评为
2020年徐州市野质量标杆冶案例遥自 2016年以
来袁公司不断推进产品质量精细化管理袁精心
打造卓越管理品质袁逐步建立全员参与尧持续
改进尧全过程管控尧贯穿于全价值链的绩效管
理方法袁积淀形成了野ISO9001标准与 6S管理
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冶遥 高忠华 王志远

音近日袁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一队申报的地
质灾害防治单位监理甲级资质顺利通过自然
资源部审批袁这是该队继地灾评估尧设计之后
取得的第三项地灾防治单位甲级资质遥 近年
来袁该队充分发挥公益属性袁积极服务地方生
态环境修复工作遥此次地灾监理资质的成功升
级袁为该队服务全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供了
保障遥 梁兴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