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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水灾害治理答案写在大地上
野豫中公司承担的耶第一井爷袁在今
年疫情尧雨情严重的情况下袁还能在短
时间内完成袁而且效率快尧质量好袁这支
队伍的管理能力尧 技术水平真是不一
般遥冶10 月 25 日袁河南省煤田地质局豫
中地质勘察工程公司第三钻井分公司
承担的安徽界沟水灾害区域超前治理
项目野第一井冶顺利竣工袁经物探验证注
浆效果良好袁业主连连称赞遥

冲破关卡袁确保工程开钻

情席卷全国遥 然而袁 范钦明心里清楚院
界沟项目工期紧袁 地面治理延期会影
响井下开采遥于是袁按照疫情防控与复
工复产野两不误冶原则袁他们一方面加强
与地方政府沟通袁为项目人员办理申请
书尧保证书尧健康证明等相关材料袁一方
面在现场做好疫情防控院 人员登记备
案袁宣传疫情防护知识尧发放防疫物资尧
进行防疫消毒尧实施封闭管理尧分时段
就餐噎噎
野当时袁 最难的就是人员到场和设
备搬迁了袁出发地高速口上不去袁目的
地高速口下不来袁 乡村道路设置卡点袁
简直寸步难行遥最终我们克服了重重困
难袁闯过了重重关卡袁保证了项目如期
开工遥冶 第三钻井分公司副经理李忠生
感慨地说遥

抗击水灾袁确保工程推进
今年夏天袁 安徽省遭遇多次强降
雨袁界沟矿区道路损坏袁一片汪洋遥就在
灾情严重的 7 月下旬袁第三钻井分公司
承担的注 3-2-10 井顺利完工了遥看着
膝盖深的积水袁 范钦明紧锁着眉头袁心
里盘算着院是等水退去后再搬袁还是克
服困难现在搬钥野界沟项目不能耽误袁现
在就搬遥冶 当范钦明搬往 3-2-11 井场

的命令发出后袁 职工们立刻行动起来院
有的采用各种办法排水袁有的拿上工具
抢修道路噎噎尽管积水少了袁道路得到
了修补袁但对于装载大型钻探设备的车
辆来说袁道路承受能力显然不行遥井队
长李奇踏勘道路后说院野我想用铁板铺
在路上袁减小路面承载压强袁车辆就可
以安全通过遥冶大伙儿听完一致同意遥随
后袁李奇带领职工们拉来十几块厚厚的
铁板铺到路面上遥 但毕竟铁板数量少袁
大伙儿只能在车辆通过后袁将铁板一次
次向车前移动遥由于铁板每块重达几百
公斤袁抬动困难袁大伙儿就一起喊着口
号袁前面用绳拉着袁后面撬杠推着尧移动
着噎噎
这只是第三钻井分公司抗击水灾
的一个缩影遥在一个多月时间里袁分公
司成立的抗洪抢险突击队袁储备生产物
资袁保护机械设备尧清理现场淤泥尧冒雨
抢修道路尧筑起堵水围堰尧24 小时不间
断巡视灾情噎噎确保了项目顺利推进遥

精准施策袁确保工程质量

对策袁制定下步措施遥同时袁现场职工坚
持每天做好技术交底袁周密部署施工进
度袁及时调整钻井参数袁分段做好各项
事故风险预防工作袁确保各项工作有序
推进遥
野该项目之所以能够优质高效 竣
工袁是因为我们坚持精准施策遥采用的
目前国内先进的羽状分支水平井袁分支
间距为 60 米袁既减少了耕地占用袁扩大
了单井治理面积袁 又缩短了施工周期曰
采用的无线随钻定向设备可确保钻井
质量曰 采用的智能一体化配浆设备袁为
电脑控制系统袁 确保了注浆质量噎噎冶
说起施工袁项目技术负责人兰自强如数
家珍遥
野经过 160 天的艰苦奋战袁 我公司
承担的安徽界沟水灾害区域超前治理
项目初战告捷袁 提前 45 天完成施工任
务袁总水平进尺为 13761 米袁注浆量达
7000 立方米袁 这不但为后续工程的顺
利实施奠定了基础袁更为整个工程如期
完工交出合格答卷袁为我们增添了信心
和力量遥冶豫中公司总经理姬玉平说遥

施工中袁针对界沟矿区坍
塌尧掉块尧漏失的复杂情况袁第
三钻井分公司多次召开碰头
会袁分析地层情况袁商讨技术

音近日袁中煤长江基础建设
有限公司中标中天绿色精品钢
渊通州湾海门港片区冤 项目轧钢
精棒单元及资源综合利用发电
项目桩基工程袁中标总价超 2 亿
元遥
张静

音中煤地第二勘探局有限
责任公司中煤玮坤渊北京冤节能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近日中标天
津铁厂有限公司六高炉冲渣蒸
汽消白工程遥 该项目的成功中
标为玮坤环保公司进军京津冀
节能环保领域袁进行大气污染治
理袁参与蓝天保卫战打响了第一
枪遥
张红新
音陕西省一三一煤田地质
有限公司中非钻井公司承揽的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程局
有限公司榆林黄河东线马镇引
水工程黄石沟水库工程勘察项
目近日开工遥该项目设计引水量
为每 秒 27 立方 米 袁 线 路 总长
101.93 千米袁年引水量 2.9 亿立
方米袁供水对象主要为窟野河河
谷区尧榆神工业区尧榆林城边工
业区遥
李江勇
音近日袁安徽省煤田地质局
物测队中标巢湖市房地一体农
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确权登记颁证外业调查测绘
服务项目遥 该项目包含两个乡
镇袁总计地块 37000 宗遥主要工
作是查清测区范围内所有农村
宅基地尧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
地上房屋的权属尧界址尧面积尧用
途和位置等情况袁 形成数据尧图
件尧表册等房地一体的农村权籍
调查成果袁为不动产登记尧核发
证书提供依据遥 曹 凯 曹克华
音近日袁内蒙古煤炭地质勘
查渊集团冤一一七有限公司中标
鄂尔多斯市永恒华煤炭运销有
限公司前进煤矿 3-1 煤层房柱
式采煤形成老采空区内着火情
况调查项目遥该项目以地质钻探
为主要工作方法袁通过钻探揭露
采空区后观测采空区内温度尧一
氧化碳气体浓度等着火特征数
据袁推断采空区内着火情况遥
曹泽鑫

煤炭是我国能源的主体袁 而瓦斯是煤矿安全的第
一杀手袁我国煤矿高瓦斯及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有 5000
余对袁占矿井总数的一半左右遥我国煤矿 95%以上为井
工开采袁开采深度以平均每年 20 米的速度增深袁华东
地区平均开采深度已超过 600 米遥 随着开采深度的增
加袁煤层中瓦斯的含量与压力将逐渐升高袁煤与瓦斯突
出危险性越来越大袁低瓦斯矿井呈现向高瓦斯尧瓦斯突
出矿井升级的趋势遥因此袁提前研发一批先进的瓦斯灾
害防治技术尧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瓦斯治理团队是未来
的必要举措遥
一队瓦斯灾害防治中心始建于 2004 年袁以矿井综
合防治水技术尧矿井地质灾害治理等为主要业务袁多年
来在山东尧河南尧安徽尧山西尧内蒙古等地完成了由理论
到工程实践的蜕变袁形成了核心技术袁发展了一套集预
测尧预防尧设计尧施工尧评价于一体的煤矿灾害防治工程
技术体系袁具备先进的工程施工设备袁致力于地面尧井
下瓦斯治理袁年均施工地面抽采井 30 余口袁完成井下
钻探进尺 30 余万米袁将诸多隐患消灭在了萌芽状态遥

创新
瓦斯灾害防治中心守正出新袁通过自主研发尧合作
研发等方式袁形成了一系列工程应用技术院具备国内顶
尖的超高压水力割缝技术曰 具备国内领先的钻冲一体
化尧高效封孔尧视频验收等技术曰根据现场需要袁自主研
发了水气分离尧煤水分离尧全自动清运煤岩粉等独有技
术遥 超高压水力割缝技术主要应用于低渗透性软弱煤
层的瓦斯治理袁以降低煤层地应力尧提高抽采半径尧降
低治理成本为理念袁 加快孔内瓦斯析出尧 提高抽采效
率尧缩短抽采时间尧提高瓦斯综合治理效能曰全自动清
运煤岩粉系统是该中心独立研发技术袁 能够实现煤岩
粉不落地一次性升井袁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工作效率遥
瓦斯灾害防治中心始终秉承理论和工程实践相结
合的科技创新路线袁 以提高系统效率为目标袁 以自动
化尧机械化研发升级为手段袁在研发和运用中努力追求
一流品质袁不断推进瓦斯治理技术创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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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果

音水文地质局山西公司近
日中标南太行地区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三标段遥该
项目主要包含废弃建筑物的拆
除工程尧坡面清理尧挖填平整工
程尧排水渠工程尧覆土配肥和绿
化等内容遥
王帅豪
音近日袁第二勘探局一七三
队中标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门克庆煤矿 11-3105 工作
面顶板疏放水工程尧11-3106 工
作面顶板疏放水工程尧井下构造
探测渊喻冤期超前探放水工程等袁
中标金额 1000 余万元遥 武 军

探索

阴

今年年初袁豫中公司中标安徽界沟
水灾害区域超前治理项目遥安徽宿州煤
电集团界沟矿地质条件复杂尧 断层多尧
含水量大袁为消除地下水患对生产造成
的影响袁矿方决定对水灾害区域实施超
前治理遥该项目设计钻井 11 个袁水平分
支共 129 条袁 治理面积约 3.6 平方千
米袁钻探进尺 10 万余米遥
野界沟项目是豫中公司 2020 年重
点工程袁公司统一决策部署袁抽调各部
门精兵强将成立联合项目组袁共同研究
制定了高压水泥浆充填目的层施工方
案袁全力推进项目稳步实施遥冶第三钻井
分公司经理范钦明说遥
但是袁 正当钻井设备和项目人员
进驻现场时袁 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

阴 王伟灿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一队瓦斯灾害防治中心从事煤
矿灾害防治工作已 16 年袁专业研究和解决煤矿灾害防
治中的工程技术难题袁完成多项理论和工程技术攻关袁
将煤田地质勘探技术成功植入水害尧 瓦斯等煤矿灾害
防治和钻探应急救援领域袁 是全省地勘单位中唯一的
瓦斯治理专业队伍袁 为省内外矿井安全生产工作作出
了突出贡献遥

近日袁 江西省煤田地质局二二四队施工的新余市渝水区石竹山-上高县樟木桥矿区里坑矿段硅灰石勘
查项目野外工作完成了批复的实物工作量和目标任务袁通过验收袁被评为优秀级袁评分 91 分遥省自然资源厅
副厅长陶小驹等查看了硅灰石岩芯袁提出了加快开发硅灰石项目袁为开展进一步资源利用奠定基础曰增强综
合找矿能力袁向铜多金属矿方向发展等要求遥图为陶小驹渊右二冤正在查看岩芯遥 徐保根 熊子欣 摄影报道

目前袁 一队瓦斯灾害防治中心已经拥有 20 多个
施工队伍袁 可以满足 5 个项目同时开展工作遥今年 5 月袁中心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
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袁 成功中标一大型煤矿瓦斯抽采达标工程袁 总价款约 6000
万元遥
自 2010 年开始袁瓦斯灾害防治中心通过对行业的深刻研判袁积极推进井下瓦
斯综合防治技术的发展袁目前已成为高水平的瓦斯治理团队袁近三年累计签订井下
瓦斯综合防治类合同额近亿元遥 2019 年袁该中心完成河南省两个瓦斯治理项目袁合
同额 3100 万元袁项目动用钻机 7 台袁人员近 100 人袁完成钻探工程量 25 万米袁解放
高瓦斯煤炭资源储量 400 万吨袁治理瓦斯控制面积 22.5 万平方米遥先进的工艺尧科
学的管理袁使钻机平均台效每月达 3500 米以上袁远超当地每月 2000 米以下的平均
台效袁单台钻机最高效率每月 5240 米袁打破了当地瓦斯治理钻探效率纪录遥
一队瓦斯灾害防治中心作为敢为人先的野开路人冶和冲锋在前的野先遣军冶袁贯
彻新时代安全发展理念袁 积极探索瓦斯治理转型发展袁 加快推进瓦斯治理技术创
新袁提高地质灾害治理能力袁形成了安全基础牢固尧灾害治理领先尧生产系统顺畅尧
科技支撑有力的良好局面袁为煤矿安全生产贡献了地质人的力量遥

河北局物测队

青海局在省地勘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中获佳绩
本报讯 日前袁由青海省自然资源
厅主办尧 省矿产开发学会联合承办的
2020 年青海省第十六届职工职业技能
大赛暨全省地质勘查行业职业技能竞
赛圆满落幕遥 青海煤炭地质局参赛队
在比赛中荣获佳绩遥
为达到野以赛促学尧以赛促培尧以
赛促练尧以赛促建冶的目标袁青海局高
度重视袁精心组织袁组建了参赛队积极
备战袁 并召开赛前动员会为参赛队员
鼓舞士气遥

竞赛围绕 叶地质调查员国家职业
技能标准曳 的基础知识尧 技能要求展
开袁 由理论知识考试和实际操作技能
考核两部分构成袁分岩芯编录尧标本薄
片鉴定尧地质路线观测三项内容袁设团
体奖尧个人奖和单项奖遥来自全省的 18
支队伍 90 余名选手进行了激烈角逐袁
青海局荣获地勘人才培养突出 贡献
奖袁 青海煤炭地质勘查院获团体一等
奖尧一〇五队获团体二等奖曰一〇五队
陈有祥获个人二等奖尧 岩芯编录第一

名袁 煤勘院吴寿林获地质路线观测第
一名尧标本薄片鉴定第二名遥
在与省内地勘精英切磋技能的过
程中袁青海局展现了良好的组织能力袁
赛出了水平袁赛出了风采遥据悉袁当前
青海局正举全局之力推进木里矿区生
态环境整治项目袁 部分参赛队员在海
拔 4200 米的高原坚持学习袁 备战竞
赛遥 优秀成绩的取得正是对地质勘探
国家队综合实力的最好诠释遥
张海霞

探测断层分布 服务防震减灾
本报讯 近日袁 河北省煤田地质局
物测队承揽的安徽省芜湖市活动断层
探测与地震危险性评价项目浅层地震
勘探野外数据采集项目的施工正在开
展遥
该项目对摸清芜湖市活动断层的
分布袁合理利用土地资源袁提高该市防
震减灾能力袁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具有重要意义遥项目采用浅层地震反
射和折射波联合勘探方法袁对目标断层
的位置尧 性质和近地表结构进行成像遥
需要跨 4 条目标断裂和其他推测断裂

用奋斗定义青春
要要记江西局二二七队王文龙
要
阴 牛素英
王文龙袁毕业于安徽理工大学测绘
工程专业袁2005 年 6 月参加工作袁2011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袁 现任江西省
煤田地质局二二七队江西中煤集团第
五建设有限公司常务副经理尧公司负责
人遥2019 年袁 中煤五公司在建施工项目
6 个袁合同总额 9 亿元袁年度累计完成施
工收入约 3.08 亿元袁利润 292.53 万元遥
入职二二七队后袁王文龙先后参与
了南昌桑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路网项目尧
南莲路高架桥项目尧河北张石高速项目
以及埃塞俄比亚 AF 公路项目尧 米莱公
路项目尧世行孔博洽项目尧马自哈拉公
路项目等袁回国后担任中煤五公司副经
理尧公司负责人遥在埃塞俄比亚工作的
近 10 年中袁 他真正从测绘工程专业转
型到了施工行业袁并成长为一名出色的
技术和管理人才袁 获得了单位领导尧同
事的肯定和称赞遥

青春袁从担当中成长
对王文龙来说袁他的成长与一个个

国外项目的实践经历尧磨砺奋斗是分不
开的遥
2008 年 8 月袁 王文龙作为第一批
专业技术人员来到埃塞俄比亚 AF 公路
项目袁 并担任测量队队长遥 项目全长
93.6 千米袁 山高路陡遥 对于第一次出
国工作的他来说袁 无论是工作环境还
是生活条件都有诸多不适应遥 而他却
说袁 AF 项目是他学习成长和收获最多
的一个项目遥 他不仅带领团队克服各
种困难袁 及时完成了全线的横断面测
量袁 还从专业角度说服监理优化了大
部分路线线形遥 通过施工国外项目袁
他的专业技术和施工管理水平得到提
升袁 并掌握了在埃塞俄比亚施工的工
作方法遥 同时袁 他更加坚定理想信念袁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袁 从一名毛
头小子成长为思想成熟尧 党性坚定尧
业务全面的人才遥
2012 年 12 月袁因工作需要袁王文龙
担任埃塞俄比亚米莱公路项目的总工
程师兼对外项目经理遥国外项目的施工

时常伴随着坎坎坷坷袁在米莱项目也不
例外遥 在翻新原有重交通路面施工时袁
项目部与监理及业主意见不一致袁他耐
心地进行沟通袁最终说服监理尧业主采
用项目部建议的施工方法袁至少缩短了
约半年的施工工期遥同时袁他还充分利
用项目合同条款起草项目索赔文件袁获
得工期延期及部分费用赔偿袁降低了项
目成本袁保护了项目部的收益遥
2015 年 8 月袁王文龙担任埃塞俄比
亚世行孔博洽项目常务副经理遥这时正
处于项目的关键时期袁他一到项目就详
细了解情况袁积极与各部门及各分包商
沟通袁制定了详细的施工周计划尧月计
划和节点计划袁同时积极与监理及业主
沟通袁加强项目管理袁改善了项目进度
缓慢的状况袁 项目月产值由原来的 150
万美元增加到 350 万美元袁 且每月递
增袁2016 年 4 月产值更是突破了 550 万
美元遥孔博洽项目野卡脖子冶工程 K11 大
桥是水中桥袁全桥长度约 100 米袁分三
跨袁桥面至流水面约 27 米高袁并且由于

施工条件所限袁只能采用满堂支架现浇
法袁不仅施工困难袁而且很危险遥他主动
要求到现场蹲点袁 与现场人员同吃同
住袁在基础围堰被洪水多次冲垮的情况
下袁仅用 6 个月就高质量地建成了这座
大桥袁得到了业主方的称赞袁保证了项
目的顺利竣工遥

成功袁从奋斗中获得
无奋斗袁 不青春遥 2018 年 1 月袁
王文龙回国到中煤五公司工作袁 担任
实体负责人遥 为了解公司各项目情况袁
他先后到分宜 G220 公路项目和定南公
路项目做前期工作袁 处理项目上的各
项事务袁 并和公司领导班子一起对公
司的发展作出全盘规划和定位遥 他对
外开拓市场袁 对内整合公司资源袁在公
司成立市场开发办主管投标工作袁成立
工程管理处尧办公室等袁细化管理袁明确
工作职责袁 使 20 多人的公司逐渐走上
正轨遥
之后袁 王文龙带领职工成功办理

开展浅层地震勘探的数据采集工作遥控
制性浅层地震勘探测线 长 度约 70 千
米袁详细勘探测线长度约 15 千米遥
由于本次浅层地震勘探的测线均
沿城市道路布设袁外界干扰较强袁因此袁
物测队采用 KZ28 型可控震源车尧G3i
地震仪袁对检波器采用穿铁靴的方式放
置袁以减少干扰袁保证施工质量遥
该项目的实施袁拓宽了物测队公益
服务领域袁为走好转型升级尧跨越提升
高质量发展道路打下了基础遥
徐毅东

中煤五公司营业执照遥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初正式参加公开投标袁 进入运营
状态遥 公司申办了施工总承包三级资
质及地质灾害治理丙级资质袁12 月底又
成功获得地质灾害治理丙级资质袁成立
了江西中煤勘察设计总院监理公司吉
安办事处袁将监理业务纳入公司经营范
围袁 当年在监理业务上就取得了突破袁
一举中标了峡江县尧新干县和吉安市井
开区三个超百万元的监理项目袁成功打
开了吉安市的监理市场遥2019 年袁 公司
在建施工项目 6 个渊4 个公路施工项目袁
2 个桥梁项目冤袁产值尧利润与上年相比
均有大幅提高袁 超额完成年初预定目
标曰应收账款回收率达到 85%袁安置职
工 20 余人袁 职工年均收入与上年相比
有显著提高遥王文龙以工作上踏实肯干
的精神袁良好的市场开拓意识袁以及年
轻人的拼搏干劲儿袁带领公司取得了较
好的经济效益遥
对中煤五公司今后的发展袁王文龙
心中有蓝图院继续做好资质升级袁在工
程勘察尧施工资质尧劳务等方面袁努力开
拓市场袁积极投标袁加强对项目的精细
管理袁做好人才培养袁带领这个年轻团
队袁 以积极昂扬奋进的姿态攻坚克难袁
描绘出心中最美的图景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