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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乡村振兴装扮绿色
本报讯 11 月 23 日袁青海煤炭地质
局党委书记尧局长袁青海中煤地质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强骅袁在项目现
场宣布青海中煤清洁能源科研基地项
目正式开工遥
青海中煤清洁能源科研基地项目
位于西宁市城北区生物园区三期袁 是
集清洁能源科研尧 实 验 袁 煤 炭 地质 尧
工程地质试验测试尧 检验检测袁 物资
仓储尧 物资转运尧 物资配送等多功能
于一体的多用途综合型基地遥 该项目
是在解决青海局尧 青海公司所属单位
设备物资仓储的基础上袁 打造的青海
省清洁能源勘查尧 科研尧 检测实验等
多功能综合平台袁 建成后将填补青海
省清洁能源全业态综合服务聚集区的

要河南局资环二院伊川研究院开展野森林乡村冶规划设计侧记
要要

空白遥
近年来袁青海局尧青海公司立足长
远袁谋划未来袁不断探索可持续发展之
路遥该项目的开工袁是青海局尧青海公司
深入贯彻落实野创新尧协调尧绿色尧开放尧
共享冶五大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袁是贯
彻落实青海省建成野国家清洁能源示范
省冶的具体行动袁是贯彻落实中国煤炭
地质总局野11463冶总体发展战略和野三
个地球冶 建设战略愿景的重大举措袁也
是推动青海局尧 青海公司转型发展尧提
质增效的重要任务遥
项目开工后袁青海局尧青海公司将
与施工单位尧监理单位沟通协作袁将项
目建成绿色尧环保的优质工程尧精品工
程遥
张海霞

10 月上旬袁 在河南省洛阳市偃师
市邙岭镇牛新村的乡间公路上袁 李笑
娜尧秦文静走着尧看着尧议论着袁不时在
本子上记录着噎噎这两个姑娘是河南
省资源环境调查二院伊川县自然资源
调查研究院职工袁她们正在为建设野森
林乡村冶进行外业调查遥

初涉林业领域
9 月的一天袁伊川研究院院长苗灿
民获得了偃师市林业部门建设野森林乡
村冶野森林小镇冶的信息遥随后袁苗灿民连
续几次登门拜访有关部门尧领导袁凭着
一颗诚心袁承担了偃师市邙岭镇四村庄
林业规划设计项目遥
野该项目主要为偃师市邙岭镇牛新
村尧周山村尧东蔡庄村尧杨庄村袁申请规
划设计省级耶森林乡村爷耶森林小镇爷遥这
一领域是我们首次涉足袁通过我们的努
力袁将为黄河流域植下更多森林袁让河
洛大地增添更多绿色遥冶苗灿民说遥
伊川研究院是资环二院与伊川县
自然资源局共同组建的研究机构遥 在
此之前袁 伊川研究院先后承担完成了
第三次国土调查尧 耕地提质改造尧 全
域国土综合整治尧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一勘局公司领导

对经营管理工作开展调研指导
本报讯 11 月 18要21 日袁中煤地第
一勘探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冀涛尧总
经理蔺国华尧总会计师姜义仁尧纪委书
记刘冰袁对所属单位经营管理工作开展
调研指导袁督导各单位围绕年度目标细
化工作措施袁实施降本增效袁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遥
冀涛在山西公司调研时指出袁围绕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产业规划袁山西公司
要以生态建设为主方向袁积极服务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等国家战略袁聚焦生态文
明建设尧乡村振兴袁深度融入地方经济
民生袁拓展业务领域袁在新发展格局中
展现更大作为袁 为太原基地建设作贡
献曰在工程施工中做到野精心组织尧优化
流程尧增收创效尧安全生产冶袁打造样板
工程袁提升品牌影响力袁同时注重在经
济规模快速发展中加强经营风险防范曰
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袁加强党建和经营工作的深度

融合袁用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遥
一勘局公司领导在调研中强调袁
各单位要坚定信心袁 努力完成年度经
营目标袁 确保野十三五冶顺利收官曰做好
野十三五冶 规划评估袁找出特色和亮点袁
分析问题袁提高站位袁坚持目标导向和
问题导向袁谋划野十四五冶发展袁绘制发
展宏伟蓝图曰融入国家发展战略袁围绕
市场需要和产业发展方向袁加强资质建
设袁有效拓展市场袁 紧盯 大 客户 袁做 好
野二次经营冶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袁给干
事者留位置袁 坚持培养和引进相结合袁
引才聚智袁 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曰坚
持转型发展袁坚持科技创新和经营模式
创新袁用创新驱动提升企业价值曰强化
经营风险管控袁实现闭环管理袁坚持降
本增效袁持续开展野两金冶压控袁保证资
金链稳定曰居安思危袁常抓不懈袁做好安
全管理工作袁统筹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
工作遥
肖洪林

阴 王伟灿
定袁冯朝斌对大伙儿说院野一个村有一个
村的地形地貌袁一个村有一个村的发展
特色袁我们要结合每个村实际袁在调查
中除了走到尧看到外袁还要多了解尧多思
考尧多比较袁力争为邙岭镇四个村庄拿
出一份彰显生态之美的规划报告遥冶
调查中袁大伙儿在当地村委负责人
的带领下袁冒着小雨袁踩着乡间泥土袁走
街串巷尧爬坡过坎袁研究着尧测量着尧记
录着遥野我们奔走在四个作业区袁就是为
了找到适合的地方袁 种下适合的树苗袁
这样既能增加村民经济收入袁又能达到
生态美的效果遥冶 作业人员李笑娜指着
沾满泥土的双脚笑着说遥

与治理等项目袁但此次承揽的林业规划
设计项目袁与以前完成的项目还是有差
别的遥野说实话袁我院并没有这方面的专
业技术人员袁为了做好这个项目袁我们
专门请来林业规划设计人员进行指
导遥冶伊川研究院副院长尧项目负责人冯
朝斌说遥
之后袁伊川研究院在偃师成立了项
目部袁冯朝斌带领 3 名工作人员展开了
外业调查工作院 了解当地的林业情况尧
经济情况遥

雨天不停歇
项目开工之际袁正逢国庆尧中秋双
节袁当人们举家外出游玩时袁作业人员
却带上仪器袁开始在各个作业区奔波忙
碌遥天公不作美袁刚进入假期袁豫西地区
天气突变袁气温跌至 8耀9益袁阴雨绵绵袁
显得格外寒冷遥尽管如此袁大伙儿并没
有停下工作的脚步遥
按照规划有关要求袁 一个村达到
野森林乡村冶 目标袁 平原村绿地覆盖面
积要达到 30%袁 丘陵村要达到 35%袁山
区村需要达到 40%遥同时袁村里要建一
处游园袁游园中的绿地面积达到 30%以
上噎噎对于建设野森林乡村冶的硬性规

讨论设计方案
紧张的室内设计开始了遥为尽快提
交规划设计报告袁大伙儿有时忙起来顾
不上吃饭袁有时边吃饭边讨论袁有时一
天工作结束了袁但又想起了一个好的创
意袁就又围在一起展开讨论噎噎
野我认为袁 对于杨庄的绿化袁 应该
多种梧桐袁 因为梧桐树冠大袁 覆盖面
积多遥冶
野我建议多种黄杨木或者黄杨球袁
因为当地是黄杨种植基地袁这样可以减

音近日袁由河南省资源环境调
查三院承揽的焦作市城区农村房
屋不动产登记权籍调查项目通过
省自然资源厅组织的省级验收遥该
项目相继开展了使用权界限核实尧
房屋不动产权属调查尧 不动产测
量尧信息叠加整合尧不动产登记档
案整理等工作遥
任俊广

江苏局远方公司

发布叶土壤取样钻机曳企业标准
本报讯 近日袁 江苏远方动力科技
有限公司在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
台上发布了叶土壤取样钻机曳Q/320402JYZX-001-2020 企业标准遥
该标准规定了土壤取样钻机的术
语尧产品分类尧基本参数尧产品型 号 编
制尧技术要求尧检验方法尧检验规则尧标
志尧包装尧运输与贮存等遥
远方公司自主研发的核心产品土
壤取样钻机袁 以模块化设计为基础袁以
动力头与液压系统设计为核心袁产品分

音11 月 16 日袁 江苏中煤地质
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实施的常州
经开区 2020 年地质灾害监测项目
通过专家验收遥该项目工作内容包
括 2020 年经开区地面沉降监测及
在 2018要2020 三年监测成果基础
上进行专业分析袁 监测工作量近
李红慧
150 个监测点遥

为底盘尧桅杆尧液压及电气模块等遥公司
在研发过程中将液压冲击和螺旋钻进
有机集成袁体积减小了 40%袁重量减轻
20%袁横向调整范围扩大 50%遥动力头冲
击能高于市场同类产品 40%耀50%袁能轻
松应对坚硬地层袁提高取样能力遥液压
系统采取先进的负载敏感变量系统袁负
载变化能实时反馈至负载敏感变量液
压泵袁实现液压泵泵出流量与负载自动
匹配袁提高发动机动力利用率遥目前袁该
产品已申请专利 10 项遥
季晨敏

近日袁 由第一勘探局邢台光华监理公司承揽的山东省邱集煤矿有限公司顶底板双重薄层灰岩威胁煤层水害
治理监理项目开工袁预计工期 500 天遥图为施工现场遥
臧春业 焦文斌 摄影报道

木里高原袁有这样一群硬汉
渊上接第一版冤
黄伟袁与新婚妻子商量后袁 毅然取消
了蜜月计划袁 主动加入到高原雄鹰
团队中遥 吴鹏袁 主动申请负责生活
区和门岗 的安 全 管理 袁 早八 晚 十袁
三点一线袁 每天回到项目部都是灰
头土脸的袁 常被同事调侃为 野土拨
鼠冶遥 蔺福强袁 负责现场两个施工队
的协调管理袁 每天从早到晚袁 坚守
施工现场袁 强烈的紫外线使他的脸
上呈现 野高原红冶袁 像极了当地的藏
族同胞遥
是觉悟袁是奉献袁也是担当袁让他
们克服诸多困难袁自愿接受高原的锤
炼曰是信念袁是理想袁也是使命袁身为
中煤江南人袁为木里矿区生态整治贡
献力量袁义不容辞遥
林志源袁虽年逾五旬袁 在野外测
绘现场依然步伐稳健袁 带领测量队

11 月 22要23 日袁 陕西省一九四煤田地质有限公司洋县石墨勘查项目所处的
陕南山区普降雨雪遥一线职工继续坚守袁确保年前完成钻探任务遥
吴晓勇 摄影报道

济 源市东方 重工有 限 责 任 公

类别
无磁钻铤

型高科技企业遥主要产品有各种规

整体加重钻杆 73.03 88.9 114.3 127.0 139.7 168.3

格型号无磁钻铤尧 无磁承压钻杆尧

普通钻铤

88.9 104.8 120.7 127.0 158.8 165.1 171.4 177.8 203.2 241.3

整体加重钻杆尧方钻杆尧普通钻铤袁

方钻杆

63.5 76.2 88.9 108.0 133.4

以及客户定制的非标产品等遥

接头

转换接头尧提升短节尧定向接头

背起行囊赶赴木里矿区袁丝毫没有被
高原反应吓退袁承担起施工资料整理
与刷坡管理等工作遥张相金袁入职第
二个月便奔赴木里袁虽然是第一次接
触矿山生态综合整治工作袁但是他勤
奋好学尧积极钻研袁已能较好地完成
工作遥
酷冷极寒袁 岂可阻我破土而出袁
将冰雪踩在脚下曰虽崖险壁峭袁亦要
美丽绽放袁 尽展芳华遥 截至 11 月 22
日袁3 号井尧4 号井已完成土石方总量
近 1000 万立方米袁 削坡整形近 100
万平方米袁3 号井土方回填和边坡整
治工作已经完成袁4 号井工作接近尾
声袁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效果初显遥
木里高原雄鹰展翅袁中煤江南彰
显力量遥中煤江南人团结一心尧众志
成城尧无私奉献尧笃定前行袁必将还木
里矿区蓝天白云尧绿水青山遥

音近日袁甘肃煤田地质局庆阳
资源勘查院编制的 叶庆阳市西峰
区尧镇原县尧华池县尧庆城县尧宁县
五县渊区冤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
划分技术报告曳 通过技术评审遥专
家组认为该报告符合相关规范要
求和各县渊区冤耕地土壤环境质量
实际遥
孟少澎
音日前袁安徽省煤田地质局物
测队施工的南水北调东线金湖二
站与高邮站建设钻探项目完工遥该
项目共完成钻孔 23 个袁总进尺 915
米袁技术指标达到设计要求遥
王先旺 曹克华

88.9 104.8 120.7 127.0 158.8 165.1 171.4 177.8 203.2 241.3

安徽三华卧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安徽三华卧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无磁钻铤
Non-magnetic Drill collar

济源市东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员跑遍工区每一个角落袁 日行两万
余步遥 袁志强袁 承担 4 号井回填区尧
水坑边坡土方和南渣山的测绘工作袁
白天在高寒缺氧环境下 野飞檐走
壁冶袁 晚上加班加点整理测绘成果数
据遥 张亚宁袁 爬山踏雪进行野外测
绘袁 直面身体机能的挑战尧 思想意
志的考验袁 为项目部署和决策提供
精准的测量数据支持遥 李立雄袁 第
一批进驻项目袁 一直坚守岗位袁 不
但将后勤保 障 工 作做 得 井井 有 条袁
而且主动 参加 野 外一 线 项目 管 理遥
刘自荣袁 刚刚毕业参加工作袁 在木
里项目动员会上的第一反应就是一
定要参与这个项目袁因为他的家乡张
掖位于祁连山北麓袁与木里地区一山
之隔袁木里的生态修复与他的家乡息
息相关袁 他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
会遥杨立袁入职第一天便毫不犹豫地

音近日袁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一
队承担的日照市东港区 1颐50000 土
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与评价项目
通过验收袁 获评优秀遥 该项目共
采集表层土壤尧 灌溉水尧 大气干
湿沉降物尧 农作物及根系土等样
品 3567 个袁 查明了项目区域土壤
地球化学分布特征袁综合评价了土
地质量等级袁 圈定绿色食品产地
王惠
36.58 万亩遥

规格渊mm冤

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石油 钻具的新

钻铤
Drill collars

少从外地购买乔木的费用遥冶
野对于周山村乔木种植袁 我建议多
种石榴树遥冶
野石榴树容易生虫不好管理遥 我建
议种植柿树尧枣树或者花椒这些容易成
活的树袁这些树不但好打理袁而且可以
增加村民收益遥冶
野我建议袁 各村住户房前屋后种植
的乔木要达到 10 株以上袁 要以果树为
主遥冶
设计规划中袁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袁
围绕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尧 提高经济效
益袁各抒己见遥最后袁大伙儿为规划设计
定出了一个野调冶院野森林乡村冶建设要达
到就地选材尧精打细算袁注重实用尧美化
乡村的效果遥
半个月后袁 偃师市邙岭镇四村庄
林业规划设计项目收官袁 设计合理的
报告袁 工作人员一丝不苟的作风尧 积
极的工作态度袁 赢得了偃师市林业部
门的赞誉遥野我们在短时间内做出的设
计规划袁 不但获得了林业部门的认可袁
还引起了该市山化镇的关注袁该镇已将
建设耶森林乡村爷设计规划工作交给我
们来完成遥冶提起下步工作袁苗灿民笑容
满面地说遥

整体加重钻杆
Integral heavy weight drill pipes

方钻杆
Square Kellys

电话院0391-6658108 13849532358 18803903253
网址院www.jysdfz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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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院 安徽省合肥市潜山路猿苑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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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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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