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近期袁安徽省煤田地质局二
队一手抓防疫袁一手抓复工遥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召开 6 次专题
会议袁详细梳理该队复工项目和新
承接项目袁进行登记备案袁并提出
下一步具体措施和安排袁在防控达
标的前提下袁有序复工复产遥组织
成立应急救援队伍袁救援队由救援
组尧后勤保障组尧善后处理组尧疫情
调查组组成袁组员在做好自我防护
的同时参加相应的应急预案演练
和培训遥加强与芜湖市防疫指挥部
的沟通袁科学合理分批安排人员返
岗袁设专人负责职工健康日统计并
实施日报告制度遥童庆香 曹媛媛

在浙江煤炭地质局一队袁 基础六
公司的老同志翁利新让人肃然起敬遥
他任劳任怨尧不怕吃苦袁亲力亲为尧踏
实苦干袁以勤劳的双手尧务实的态度创
造着未来与精彩遥

兢兢业业廿余载 一丝不苟创佳绩

野态度决定成败袁 责任成就一生冶
是翁利新的人生信条遥他 1992年正式
参加工作袁从基层做起袁脚踏实地袁至
今已投身建设事业 28年袁参与大小工
程约 30 项袁 有着丰富的现场管理经
验遥作为一名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干部袁
他始终秉承野从基层来袁到基层去冶的
理念袁坚持站在项目前沿袁深入工地袁
与工人同事们打成一片遥

自 2018 年进入联想项目以来袁
翁利新作为项目经理袁 带领团队完成
了联想科技创新中心 A尧 B地块桩基
工程施工任务袁 合同内所有工程量全
部验收合格遥 该工程为湖州市科技创
新型重点引进项目袁 质量要求高尧 工
期紧遥 翁利新始终高标准尧严要求袁严
格控制管理合同尧信息尧现场袁严格执
行有关法律法规尧 国家强制性标准及
公司相关规定袁 亲自检查验收进场的
材料尧设备袁严格按相关要求执行审批
制度袁建设精品工程袁为一队赢得了良

好的口碑遥

学海无涯求真知 不计得失为大局

野活到老袁学到老遥冶翁利新无论是
作为一名普通职工袁还是一名管理者袁
都从未放弃学习遥 即使在任务繁重的
时候袁甚至在奔赴施工现场的途中袁也
总能看到他手不释卷的身影遥 他总是
说袁野时间就是海绵里的水袁 挤一挤就
会有的遥冶他年龄有些大袁看书记忆知
识有些吃力袁但他依然坚持了下来遥在
备考时袁他坚持做好各项工作袁即使工
作到很晚袁 仍然在集装箱里的小夜灯
下看书学习袁补充知识给养遥宝剑锋从
磨砺出袁梅花香自苦寒来遥他顺利通过
考试袁 成为浙江局首个考取的一级建
造师遥

考取一级建造师后袁 翁利新并没
有离开一线袁寒天酷暑袁风霜雨露袁他
始终默默无闻袁没有怨言袁不计个人得
失遥 同事这样评价他院 他是个 野两面
派冶袁在生活上是一个和善尧诚恳尧不爱
计较的好朋友袁 而在学习和工作上却
是较真到底的野钉子户冶遥

齐心协力攻难关 带领队伍斩荆棘

翁利新作为基础六公司的项目经
理袁与职工真诚沟通袁培育团队精神袁

要求员工齐心协力尧精诚团结遥
翁利新将自己的经验以野传帮带冶

的形式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同志袁
竭力铸造优秀基建团队遥 他对新来的
大学毕业生说院野你们工作不是做给别
人看的袁要把该学的知识和本领学会袁
把本职工作踏踏实实做好袁 这样未来
才会成就一番事业遥冶

工程建设的劳务用工包括合同职
工尧在编职工尧返聘职工尧临时工等袁流
动性和变化性较强袁结构关系复杂遥鉴
于此袁 翁利新经常组织各个班组学习
安全操作规程袁开展安全教育活动袁注
重对一线工作人员的素质培养遥 他坚
持亲自带领员工到现场的每个工序进
行学习袁 一丝不苟地对所有技术人员
进行安全交底袁 理论结合实际现场讲
解袁合理进行分工袁有效指导工作袁晚
上还要召集大家共同讨论学习袁 要求
大家进一步丰富自身袁 提升施工管理
水平遥

风风雨雨二十余载袁 翁利新始终
扎根一线尧初心不改袁兢兢业业尧扎实
苦干袁 成为浙江局一队建筑事业必不
可少的一块野压舱石冶遥

做建筑事业的野压舱石冶
要要要记浙江局一队基础六公司项目经理翁利新

阴 程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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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国首批 20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治理试点项目的
陆续实施袁生态环境修复尧建设美好人居环境的大戏慢慢拉
开了序幕遥面对如此机会袁河南省煤田地质局四队领导班子
研究决定袁成立新的实体要要要生态环境研究院遥

新实体袁 从头到脚都是新的袁 意味着一切都要从头开
始袁从零起步袁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袁没有任何老业务尧老
关系可以继承遥项目承揽尧技术储备尧财务核算袁甚至是人员
考勤都要一点一点摸索噎噎要在一个崭新的领域开拓出自
己的一片天地袁难度可想而知遥

初生牛犊不怕虎 锐意进取不畏难

生态环境研究院成立时人员平均年龄不足 31岁袁从院
长到职工都缺乏经验遥有所欠缺必然要勤学苦练袁从第一次
开会分配任务袁到第一次投标齐心协力袁再到第一次中标全
体欢欣鼓舞袁其间彼此有过不理解袁有过争执袁甚至曾经激
烈争论袁但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袁那就是在年富力强时做
出一些成绩袁不负青春袁不负单位袁不负时代遥

青春韶华袁不畏于行遥在共同目标驱动下袁每个职工的
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袁早来晚走是常态袁
野5+2冶是家常便饭袁甚至野白+黑冶也时有发生遥女同志也是巾
帼不让须眉袁干活时从来不把自己当成弱者袁跋山涉水尧风
餐露宿袁一个个风风火火尧干练细心遥学习时袁大家遇到不会
的问题就去查阅资料尧讨论交流袁猛补短板袁孜孜以求遥工作
中袁自觉摒弃个人主义袁肝胆相照尧互帮互助尧齐心协力尧各
展所长袁共同书写属于集体的青春华章遥

百折不挠勇向前 旗开得胜展笑颜

生态环境研究院在成立时就定下了一个目标袁那就是参
与到山水林田湖草生态治理试点项目中去遥走进市场后袁大
家才发现想要达成这个目标非常困难遥 为了弥补经验的不
足袁院领导带队前往兄弟单位取经学习遥通过学习其他单位
的经验袁生态环境研究院决定先从监理做起袁慢慢树立自己
的品牌袁得到市场的认可后再逐步扩展业务遥

有了目标就去实施遥 在得知焦作市沁阳市山水林田湖
草项目开始招标后袁 生态环境研究院组织人员认真翻阅招
标文件袁 一步步核验其中条例袁 严格按照条例完成标书制
作遥功夫不负有心人袁在得知中标的一刹那袁大家心中憋着
的那股劲儿终于释放了袁虽然没有欢呼雀跃袁却也掩不住眼
底的喜色遥

中标后袁该考虑怎么把工作做好的问题了遥职工们向其他实体学习监理经验袁
熟读监理规范袁了解施工中会出现的情况袁特别是容易忽视的地方遥在施工前的碰
头会上袁职工们准备充分尧有理有据袁得到了业主方的认可遥目前袁生态环境研究院
在焦作市沁阳和修武两地已中标四个监理标段遥

不骄不躁勤学习 跬步千里固根基

生态环境研究院五人中有四人是研究生学历遥精英汇集于此袁大家的期待自然
会高遥但职工们深知学历只代表过去袁并不意味着在未来的工作中就能做好遥于是袁
大家抛开现有的光环袁沉下心来从头学习新的知识袁从地下水环境监测袁到矿山环
境恢复治理袁再到绿色矿山建设袁不断探索未知领域遥野不积跬步袁无以至千里曰不积
小流袁无以成江海遥冶职工们在学习中汲取知识袁在工作中获取经验袁不放过任何可
以提升自我的机会遥

敢于攀登的人山中有路袁勇于远航的人海里有路袁勤于学习的人脚下有路遥生
态环境研究院的职工们将鼓足士气尧铆足干劲袁唤醒所有潜能袁凝聚全部力量袁用最
饱满的热情尧最刻苦的精神尧最坚韧的毅力袁在未来的广阔天地中创造辉煌遥

本报讯 2月 20日袁中煤建工集团
有限公司召开 2020年安全生产工作视
频会议袁总结工作袁分析形势袁部署任
务遥中煤建工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尧安委会
主任穆勇出席会议并讲话袁 总经理尧党
委副书记尧安委会副主任张文卷主持会
议并作工作报告遥

会议传达了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2020年安全环保工作会议精神袁宣读了
叶集团公司关于表彰 2020 年安全生产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曳袁 宣贯了
中煤建工 2020年度 叶职业健康安全与
环境责任书曳遥

会议充分肯定了 2019年中煤建工
安全工作的成绩遥集团公司全年未发生
责任工伤死亡事故及重伤事故袁未发生
交通安全和火灾事故袁未发生重大环境
影响事件袁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袁连
续五年实现安全生产遥

会议指出袁要认真落实总局各项工
作要求袁以实现中煤建工野12845冶战略
为出发点袁以 2020 年野1133冶安全生产
管理目标为落脚点袁一手抓当前袁一手
谋长远袁 夯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袁
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尧安全经营的发展理
念袁为实现中煤建工野发展年冶各项目标

提供坚实尧有力的安全保障遥
会议要求袁 优化管理体制机制建

设袁持续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遥 严格
考核问责袁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责任考
核体系建设遥 严格过程管控袁提高安全
管理执行力遥持续推进野双重预防冶机制
建设袁加强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源头治
理遥 丰富教培形式袁提升安全教育培训
质量遥推进安全文化建设袁树立野安全发
展冶理念遥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袁夯
实安全生产基础遥 积极开展野安全+冶建
设活动袁 探索安全生产多元化管理模
式遥 进一步完善应急管理体系袁提高现

场应急处置能力遥
会议强调袁要强化政治担当袁认清

严峻形势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突出位
置遥要聚焦重点难点袁科学实施管控袁坚
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遥要强化履职
尽责袁凝聚工作合力袁有效提升安全生
产工作水平遥 要统筹做好复工准备袁力
保复工尧防疫尧安全三不误袁把中央企业
的管理水平切实发挥出来遥

中煤建工领导班子成员尧总助级领
导袁机关总部全体人员袁各直属单位安
委会成员和各部门负责人 210 余人在
线参加了会议遥 郭俊杰

中煤建工持续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本报讯 近日袁陕煤集团蒲白矿业
公司特地向陕西华美通能源贸易有限
公司发来感谢信袁对其帮助复工生产袁
圆满完成疫情期间保障煤炭运往湖北
的使命重任袁给予高度赞扬和感谢遥

岁末年初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突如其来袁 陕西省煤田地质集团有
限公司陕西华美通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积极作为袁 全力做好在抗击疫情情况
下不可或缺的煤炭运输保障工作遥公
司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首要任

务袁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袁制定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尧运输工作预案袁采
取有效的防控措施袁 积极投身到疫情
防控情况下煤炭运输工作中遥

从年初到现在袁 公司与陕煤集团
蒲白矿业公司已完成 3万余吨煤炭采
购运销袁分别发运至大唐灞桥电厂尧户
县电厂等省内各大电厂及湖北京能十
堰热电厂遥 京能十堰热电厂位于疫情
控制区袁 是十堰地区唯一火电厂和城
区唯一供热源袁 保障着十堰地区 350

万人口和城区 85 万人口的用电及冬
季供暖遥 公司对京能十堰热电厂的电
煤运输任务高度重视袁积极制定预案袁
完善各项措施袁 克服疫情防控期间司
乘有顾虑尧检查程序多尧占用时间长尧
效益受影响等困难袁全力以赴袁顺利将
2万吨煤炭能源有序输送到京能十堰
热电厂袁 缓解了疫情期间煤炭供应燃
眉之急袁 助力陕煤集团蒲白矿业公司
圆满完成疫情期间保障疫区煤炭供应
的使命重任遥 拓宝生 权 通

陕煤地质华美通能源贸易公司

全力抗疫情保电煤运输

本报讯 野经过研究讨论决定袁此次
招标项目由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第一水
文地质队中标遥冶2月 20日袁经过一场特
殊的商务谈判袁水文地质局一队成功中
标济宁矿业集团花园井田资源开发有
限公司一二采区挡水墙工程可行性论
证项目遥

据介绍袁该项目主要内容是在矿井
轨道大巷和胶带大巷各施工一道挡水
墙袁投标人在分析水文地质情况尧察看
现场条件的前提下袁对地质构造的导水
性尧拟施工地点的围岩情况及挡水墙施

工后的矿井安全进行分析袁并对一二采
区挡水墙工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
论证遥由于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
响袁 商务谈判以网络视频会议形式进
行遥视频会议中袁双方相关人员就技术
服务方案进行交流协商袁最终达成一致
意见遥

这是水文局一队对会议室进行信
息化升级后袁首次运用网络视频会议的
形式中标项目袁也是在疫情期间坚持抗
疫尧复工两不误袁有序推动生产经营的
具体体现遥 高恒燕 杜贤斌 张晓楠

水文局一队

首个野不见面冶投标成功中标

音日前袁甘肃煤田地质局一四
五队成立了物探测绘信息院遥物测
院主要负责全队各勘查项目中的
物探尧测绘工程工作遥承担地球物
理勘查袁将电法尧地球物理测井工
作方法技术拓展应用于金属矿产尧
煤田尧地下水勘查尧工程地质勘察尧
工程物探及各类勘探生产领域遥同
时袁承担各类控制测量尧工程测量尧
地形测量尧房产测量尧建筑工程测
量尧 管线测绘尧GPS测量及各类专
业用图编制和 GIS 地理信息工程
等项目曰负责测绘成果的检查验收
保管工作曰推动新仪器尧新技术的推
广和应用遥 侯 婷

音2月 19日袁第一勘探局一一
九队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
复工复产及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要
求尧再部署遥一是继续严格贯彻落实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尧 一勘局关于疫
情防控工作的各项部署袁 坚持防疫
工作不放松遥二是主动作为袁强化责
任尧细化措施袁为切实复工复产做好
充分准备遥 三是坚持一手抓疫情防
控袁一手抓复工复产袁确保野两不误尧
两促进冶袁对全年生产经营工作进行
再动员尧再谋划尧再部署袁全力减少
疫情对生产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袁
尽快让各项工作回归到正常稳定的
轨道上来袁 确保年度目标任务如期
保质保量完成遥 李 颖

音2月 19日袁山东省煤田地质
局四队通过野钉钉冶直播的方式开
展了地质灾害治理培训袁40余名专
业技术人员参加遥直播现场袁培训
老师结合工程实例袁 从 野病害冶诊
断尧方案制订尧现场施工尧成果提交
等方面袁给大家上了一堂别开生面
的专业课遥 学员随时发送弹幕尧申
请连麦尧请教疑问尧发表观点袁老师
一一给予了答复讲解遥这是四队首
次开展互联网+培训的线上教学袁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袁既达到了疫情
期间不见面办公的要求袁又使技术
人员及时野充电冶储备知识袁提高服
务技能和水平遥 宋 旭 翟光顺

音疫情期间袁山西省煤炭地质
局一一五勘查院大同华瑞勘探实
业公司积极制定培训学习计划袁在
微信群尧野钉钉冶群组织党员干部群
众进行线上学习袁 为开工做准备遥
一是继续组织学习疫情防控知识袁
提高自身防控护能力遥二是由总经
理牵头袁组织学习目标管理与绩效
考核实战讲座袁要求各部门结合工
作实际袁 参考讲座制订 2020年考
核预案遥三是由总工程师尧技术部
组织学习业务知识袁 提升业务技
能遥四是积极收集业务信息袁主动
联系袁做好复工准备工作遥 宣国娟

2 月 18 日袁福建
省一二一地质大队一

线测绘人员工装齐
整袁防护严实袁全体测
完体温后袁 赴武平县
红庙石料厂开展测量
工作袁 对矿区范围外
的工业广场尧生活区尧
弃渣场尧 矿山公路等
场地进行测量袁 摸清
与解决矿山生活生产
配套用地与拟划生态
红线重叠问题遥 图为
一线测绘人员手持

RTK 测量矿山工业
广场遥
王文琴 胡焕焕
摄影报道

2 月 15 日袁江西
省煤田地质局二二三
队 G535 龙南汶龙至
渡江段公路改建工程
项目在充分做好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正式复
工遥截至目前袁开工复
工人员共 105 人遥复
工后袁 龙南县委县政
府尧项目指挥部尧赣州
市公路局等相关领导

到项目部检查指导疫
情防控工作和复工施

工情况袁 并帮扶部分
防疫物资袁 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

强的保障遥
陈 欣 摄影报道

近日袁山东省煤田
地质局物测队赴淄博
市开展博山区源泉镇
石灰岩矿区治理项目

现场勘查遥该项目是博
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委托物测队开展的

生态环境修复项目遥正
值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胶着期袁该队编制了
项目施工与疫情防控

工作方案袁配齐了防控
物资袁并对施工人员进
行了防疫安全培训袁确
保项目顺利进行袁做到
防疫尧生产两不误遥
赵 欣 孙相宇
摄影报道

2 月 19 日袁 山东
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
研究院生态修复技术
中心首次利用无人机
对泰安市东平县两个

建筑石料矿绿色矿山
建设项目进行了现场
踏勘遥面对当前疫情严
峻形势袁 项目组坚持
野简流程不减标准冶袁采
取精简踏勘人员尧分散
乘车尧自带午餐尧佩戴
防护装备尧避免人员聚
集等措施袁有效做好了
野外踏勘的各项防疫
工作遥
钟伟杰 隋岩刚
摄影报道

音疫情期间袁江苏煤炭地质勘
探二队首次运用网络媒介进行专
业技术人员培训遥培训采用线上教
学尧试卷答题尧轨迹设计实践操作
及考评尧互动交流尧观看视频等多
元化的形式进行遥内容包括水平定
向尧轨迹设计与控制尧岩屑描述及
录井方法尧煤矿防治水施工工艺及
相关技术参数尧固废处理和项目精
细化管理等相关知识遥 程 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