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近日袁 第一勘探局华辰公司
中标峰峰矿区基础设施建设及老旧
小区综合提升改造项目装饰装修工
程袁中标金额 1259 万元遥施工内容
包括屋面防水保温尧外墙装饰装修尧
污水管道改造尧 道路整修尧 路灯亮
化尧绿植美化等遥该项目服务于峰峰
矿区 7个小区袁 将解决老旧小区道
路狭窄尧停车困难尧活动场地缺乏尧
污水雨水排放不畅尧建筑屋面渗漏尧
外墙管线杂乱等问题袁 有效改善老
旧小区的人居环境袁 提升当地的城
市形象遥 曹韵竹

音11月 24日袁 福建省东辰建
设工程集团中标野阳光龙净集团耶一
带一路爷 国际总部项目基坑支护及
土石方工程冶袁中标金额 6030万元遥
该项目位于厦门市湖里区 06-11
五通-高林片区金圆路与金四路交
叉口西南侧袁地铁 2号线野两岸金融
中心站冶旁遥施工内容主要有基坑支
护尧基坑降水工程及土石方工程袁合
同工期约 10个月遥 刘晓茹

近日袁 由福
建省一九六地质

大队漳州勘察院
承担的安溪中山
大桥东片区城中

村改造项目圆满
竣工袁 并获得泉
州市野刺桐杯冶优
质工程奖遥 该项
目为泉州市重点
项目袁 总建筑面
积 151512.33 平
方米袁 其中地下
建筑面积 9757.73
平方米袁 建筑高
度 99.95 米遥图为
项目桩基施工现

场遥
陈晓伟
摄影报道

自 2019 年 4 月接到 野新疆喀什地
区英吉沙县第三次国土调查冶 任务后袁
河北省煤田地质局物测队测量人员多次
远赴新疆开展工作袁 于今年 11月圆满
完成该任务遥

国土 野三调冶 作为一项重大的国情
国力调查袁 在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
的基础上袁 将全面细化和完善县国土利
用基础数据遥 它可以掌握翔实准确的国
土利用现状和土地资源变化情况袁 进一
步完善国土调查尧 监测和统计制度袁 实
现成果信息化管理与共享袁 满足生态文
明建设尧 空间规划编制尧 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等工作需要遥

该项目不同于以往的项目袁 仅最基
础的地块分类就有一级类 12 个尧 二级
类 53个遥 由于新疆地区的特殊性袁 此
次 野三调冶 工作需要学习新的图形处理
软件袁 再加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要
求两个月内完成英吉沙县 3400 平方公
里的内业勾绘与外业举证工作袁 真可谓
时间紧尧 任务重袁 工作内容的庞杂和方
式的陌生为此次 野三调冶 工作带来诸多
困难遥

物测队迎难而上袁 紧急安排人员尧
设备袁 两天内与英吉沙县自然资源局完
成对接袁 三天内人员到位袁 15 台全新
高性能台式机直接从北京空运到喀什遥

虽然项目工作地点距离单位 4200公里袁
但是在项目组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袁 从对
接到开始内业工作袁 仅用了五天时间遥

当地政府高度重视项目的实施遥 英
吉沙县委书记李东明就该项目主持召开
了两次县委常委会议袁 表示本项目与英
吉沙县维稳尧 扶贫同样重要遥 为了更好
地配合项目实施袁 他从本就人员紧张的
各乡镇政府抽调了 20余名年轻公务员袁
协助本次工作遥 为了欢迎项目组的到
来袁 当地还特意举办了具有新疆特色的
篝火晚会遥 当地政府的重视袁 更加坚定
了项目组人员攻坚克难的信心与决心遥

为了按时圆满完成任务袁 项目组将
工作分成多个模块袁 采用任务分配尧 任
务领取尧 质量检查尧 外业提取尧 举证质
检袁 内外业一体化的全网络化办公模
式遥 该模式将项目组打造成一个高速运
行的流水线袁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遥 内
业绘制的同志们每天加班到凌晨袁 水土
不服尧 感冒发烧噎噎这些都没有让他们
停下脚步袁 他们团结协作袁 心往一处
想尧 劲往一处使袁 从项目开始到初始调
查结束袁 仅用了 47天遥 英吉沙县的项
目进度在当地 12个县 渊市冤 中排名第
一袁 项目组也因此得到英吉沙县委县政
府的高度评价遥 在新疆参与调查的 96
个县 渊市冤 中袁 项目组所在的英吉沙

县袁 得到了喀什地区政府袁 以及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政府的通报表扬遥

成功的背后袁 凝结着无数辛勤的付
出与汗水遥 作业区环境恶劣尧 天气多
变尧 早晚温差大袁 给外业带来了很大的
困难遥

高海庆袁 既是外业组组长袁 又是一
名共产党员遥 他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袁 以身作则尧 率先垂范袁 难跑的
路线带头去跑袁 有困难的图斑带头去
查袁 曾经一天内跑了十几个村庄袁 多次
深入戈壁滩举证拍照遥

项目组转战乌鲁木齐后袁 自治区采
取封闭式加班袁 24 小时随时调度遥 负
责内业建库的党员高鹏远袁 主动要求连
续加班袁 每天工作 18个小时以上袁 甚
至两天没有回宿舍休息袁 困了就在办公
桌上趴一会儿袁 醒了接着工作袁 帮助项
目组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了合库工作遥

项目组全体人员团结协作尧 不懈努
力袁 化压力为动力尧 视困难为挑战袁 充
分发扬新时代测绘精神袁 不忘初心尧 砥
砺前行袁 圆满完成了英吉沙县的 野三
调冶 工作遥

项目的实施袁 赢得了当地政府及群
众的广泛赞誉袁 展现了物测队的良好形
象袁 为更好地服务国土 野三调冶 工作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遥

圆园20年 12月 10日
星 期 四
编 辑院 魏少萍在匀韵晕郧 酝耘陨 阅陨 在匀陨 月粤韵 2在匀韵晕郧 酝耘陨 阅陨 在匀陨 月粤韵

本报讯 近日袁 山东省科技厅
发布 叶关于 2020 年度山东省自然
科学基金 渊第一批冤 拟立项项目的
公示曳袁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 3 个项
目获得立项遥 这是山东局首次获省
自然科学基金立项袁 实现了科研项
目在省自然科学基金立项 野零冶 的
突破遥

据了解袁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主要用于支持开展基础研究尧 应用
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袁 实现前
沿引领技术尧 关键共性技术尧 现代
工程技术尧 颠覆性技术的创新袁 为
加快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
科学技术基础遥

近年来袁 山东局党政紧扣高质
量发展主题袁 大力实施科技创新战
略袁 全力培植五大制高点袁 不断深
化科技改革袁 加大科技投入袁 加强
科技交流与合作袁 重视科研能力培
养和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袁 营造了
良好的人才环境袁 激发了科研技术
人才干事创业的热情遥 目前已建成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煤田地球物理重
点实验室尧 山东省煤炭资源数字化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20多个科研创
新平台袁 成功开展了一系列科研和
工程项目遥

本次立项的 3个项目中袁2个为
面上项目袁分别是野胶东栖霞-蓬莱
成矿带典型金矿床成矿机制院 矿物
微区地球化学制约冶 野沂沭断裂带
全新世断层活动特征及其构造意
义冶袁 1个为青年项目袁 野山东禹城
李屯富铁矿床超常富集机制研究院
磁铁矿微区元素及同位素的证据冶遥
项目的成功立项袁 标志着山东局在
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迈上了新台阶袁
实现了自然科学研究 野质冶 的飞越遥

未来袁 山东局将集中优势资源袁
打造一流科研团队袁 带动激励高层
次人才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袁 力争
取得更高等次的科研成果袁 抢占自
然科学技术制高点袁 为全省地学领
域基础科学研究作出积极贡献遥

赵 欣 陈 辉

山东局 3个项目

获省自然科学基金立项

本报讯 近日袁 从内蒙古工地
传来捷报袁 江苏煤炭地质勘探二队
承接的内蒙古唐家会煤矿异常区地
面注浆治理工程高效竣工遥

今年 1月袁 江苏局二队中标内
蒙古唐家会煤矿异常区地面注浆治
理工程遥 唐家会煤矿位于准格尔煤
田中部袁 该矿区水害威胁严重袁 治
理迫在眉睫遥 该工程工期紧尧 任务
重袁 又遇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遥 为
了不耽误工期袁 项目部人员到达工
地后袁 积极与当地相关部门电话沟
通袁 协调有关事宜袁 并采取有力措
施袁 抓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
作袁 仅用 1个月时间袁 就完成了地
方关系协调尧 青赔尧 场地平整及钻
机搬迁安装等准备工作袁 于 4月底
正式开钻遥

为确保工程高质高效完成袁 江
苏局二队组织精兵强将参与施工袁

充分发挥人员及技术优势袁 紧紧抓
住工程施工的重点尧 难点袁 在定向
轨迹控制尧 钻具选择组合尧 泥浆配
比工艺等方面袁 都制定了详细的设
计方案遥 面对当地地层异常复杂尧
漏失点多等问题袁 项目部人员迎难
而上袁 攻克一道道关卡袁 于 11 月
22日袁 提前 110多天圆满竣工袁 完
成钻探进尺 4785 米 袁 累计注浆
6600余吨遥 该工程的高效竣工及良
好的治理效果袁 获得矿方和监理方
的高度认可遥 目前袁 该队技术部门
正在紧锣密鼓地编制工程总结性评
价报告遥

唐家会煤矿异常区地面注浆治
理工程为二队在内蒙古地面区域注
浆治理领域打响了金字招牌袁 为该
队进一步开拓地面区域注浆治理市
场奠定了基础遥

赵冠宇 任发鹏 郑 东

江苏局二队

唐家会煤矿异常区地面注浆治理工程竣工

入冬的一场大雪让广阔的毛乌素沙
漠银装素裹遥放眼望去袁灌木丛已是千树
万树梨花开遥 在这零下十几摄氏度的雪
地里袁 河兴梁三维地震项目工作正在如
火如荼地开展袁 一个个身着工服的地勘
郎给这白茫茫的雪原点燃了一把深红色
的火焰遥

为了查明榆林河兴梁煤矿区范围内
的地质构造及煤层赋存形态袁 为煤矿高
效生产提供地质保障袁 陕西省煤田物探
测绘有限公司承担了该区域的三维地震
和瞬变电磁勘探工作遥 勘查区位于陕北
黄土高原袁测区北部位于沙漠区袁南部是
黄土高原地貌袁沟壑纵横袁地形相对高差
达 350米左右袁 沙土层下掺杂钙质结核

层袁为项目勘查带来不小的难度袁加之该
测区的 2号煤自燃形成火烧区袁 造成下
覆主要可采煤层获取难度增大袁 在技术
上对项目部又是一大挑战遥 为了追赶工
期袁尽快开展后期项目勘查袁从 11月 20
日开始袁 项目部采取多种成孔方式进行
前期试验遥

11月 21日袁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让
项目部领略了北国万里雪飘的风光袁气
温也骤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遥 面对恶劣
的天气袁项目部迎难而上袁整装待发袁等
到大雪一停袁 便驱车出工遥 路面积雪严
重袁道路湿滑难行袁项目部严格落实安全
第一的作业要求袁出工时谨慎行车袁每个
人都要穿野外作业工服遥 整个测区只有
西边边缘处的一条道路袁 到达施工点处
更是无路可走袁 仪器设备无法通过车辆
运输到位遥这时候袁项目经理尧各车司机

和物探院尧仪器中心的技术
员纷纷站了出来袁大家肩挑
背扛袁顶着寒风尧踏着积雪袁
徒手将设备和大线背到施
工地点袁他们顾不得手脚几
欲冻僵的刺痛袁便开始铺线
准备工作遥

项目部人员分成三个小组协作作
业遥为了应对特殊地质条件尧进一步获取
精准数据袁项目部尝试使用机械水钻尧风
钻尧 人工洛阳铲等多种成孔工具进行试
验袁最深孔达到 30多米遥对激发层位尧井
深尧药量等参数的试验结果并不理想袁还
需进一步调整参数袁 优化方案遥11月 25
日袁 公司副总经理汶小岗一行来到施工
现场袁认真分析了单炮记录袁与技术员重
新制定了试验方案遥 项目组按照新的方
案开展试验工作袁 为后期的施工作业打

好前站遥
野实验工作已经开展十几天了袁但我

们还在不断优化方案袁 力求获取最佳施
工参数袁确保原始数据质量遥冶项目负责
人任光玲说道遥 西北凛冽的寒风呼啸而
过袁 吹不灭的是项目组人员心中火一般
的热情袁为了获取最理想的实验结果袁他
们在雪地中鏖战正酣遥

这是河兴梁项目部的执着坚守袁也
是陕煤地质物测公司致力将每个项目做
成精品的奋力坚守遥因为袁守得初心袁方
能行得更远袁才会做得更强遥

鏖 战 冰 雪
阴 徐秋艳 曹武庆

渊上接第一版冤

油气勘查 成绩斐然

野晖哥冶 野外工作跑在前袁 关
起门来搞研究也是一把好手遥 2013
年袁 山东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评
价尧 绥阳页岩气区块勘查同时开
展袁 野晖哥冶 和团队一起采取近似
野闭关冶 的方式袁 连续三个月 野关冶
在办公室编写资料袁 常常忙到凌晨
两三点遥 一天深夜袁 办公大楼巡视
保安推门进来袁 看到桌上的方便面
盒袁 关心地说院 野你们怎么天天加
班到这个时候啊袁 少吃方便面袁 这
东西对胃不好袁 怎么不吃盒饭呢钥冶
他哪里知道袁 他们已连续吃了两个
月的盒饭袁 吃得见到盒饭就想吐袁
这才换的方便面遥

野晖哥冶 注重在实践中探索规

律尧 总结经验袁 她主持完成了 50余
项大型勘探项目和科研课题攻关袁
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3项尧 厅局级
科技奖励 47 项袁 申请获批专利 4
个尧 软件著作权 2项遥

在非常规能源勘查方面袁 野晖
哥冶 经历了中心成立 8年来的风雨
和辉煌袁 与团队一起探索形成了地
震尧 钻井尧 测井尧 录井尧 化验尧 综
合研究 野六位一体冶 的综合勘查体
系袁 取得了突破性的业绩遥

辛勤的努力赢得了鲜花和掌
声袁 野晖哥冶 的团队荣获 野山东省
工人先锋号冶 荣誉称号袁 她本人也
被授予山东省省直机关 野三八红旗
手冶袁 山东局 野优秀共产党员冶袁 研
究院 野优秀项目负责人冶 野青年岗
位能手冶 等荣誉称号袁 今年又喜捧
野金罗盘冶遥

斗志昂扬 拼搏野三调冶
要要要河北局物测队野新疆喀什地区英吉沙县第三次国土调查冶项目侧记

阴 司 雷

音近日袁 中能化发展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中标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

2020 年榆树沟管理处片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渊施工/监理冤第一标段
施工项目遥 该项目位于塞北管理区
榆树沟管理处尧小城子管理处袁建设
内容包括灌溉排水和节水设施工
程尧田间机耕道路工程尧农田防护与
生态环境保持工程尧 农田输配电工
程袁中标价 3000 多万元袁工期要求
224 日历天遥 焦祯卿

音11月 17日袁 江西省煤田地
质局二二四队中煤山东分公司在泰
安市中标环湖路西侧绿化工程设计
施工总承包渊EPC冤项目袁项目工程
总造价 7600多万元遥 罗小文

济源市东方重工有限责任公

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石油钻具的新

型高科技企业遥主要产品有各种规
格型号无磁钻铤尧 无磁承压钻杆尧
整体加重钻杆尧方钻杆尧普通钻铤袁
以及客户定制的非标产品等遥

无磁钻铤
Non-magnetic Drill collar

钻铤
Drill collars

整体加重钻杆
Integral heavy weight drill pipes

方钻杆
Square Kellys

济源市东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院0391-6658108 13849532358 18803903253
网址院www.jysdfzg.com

类别 规格渊mm冤
无磁钻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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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3 88.9 114.3 127.0 139.7 168.3
普通钻铤 88.9 104.8 120.7 127.0 158.8 165.1 171.4 177.8 203.2 241.3
方钻杆 63.5 76.2 88.9 108.0 133.4
接头 转换接头尧提升短节尧定向接头

安徽三华卧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企业简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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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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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院 安徽省合肥市潜山路猿苑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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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三华卧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野晖哥 冶

音11月 24日袁 安徽省煤田地
质局二队中标 G35 武昌湖互通立
交至 S211尧 S212 连接线建设工程
桩基工程遥 该项目位于安徽省安庆
市袁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桩径 1.2米
的钻孔灌注桩 24根袁 共计 432米袁
桩径 1.6 米的钻孔灌注桩 92 根袁
共计 3096米袁 筑岛 24531立方米袁
桩基钢筋加工及安装 529.424吨遥

王 建

http://www.jysdfz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