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近日袁 甘肃煤田地质研究
所申报的山丹县东水泉东煤炭普
查项目通过省地质勘查基金管理
中心评审袁并被列为 2020年度第
一批甘肃省地质勘查基金续作项
目遥 该项目第一阶段勘查经费
500万元袁主要开展地质填图尧钻
探施工尧采样测试等工作遥蒋 照

本报讯 近日袁 四川省达州市达
川南城时代广场附近一个 2米余高尧
带着太阳能光板和蓄电池的机器袁引
起了来往市民的好奇遥该项目由四川
省煤田地质局一三七队实施遥

在达川大道三段袁这个地表沉降
观测仪器像一个戴着帽子的高大士
兵袁笔直地站在道路旁遥野这个机器是
2019年 11月安装的袁可以 24小时全
天候监测附近的地表沉降变化遥冶一
三七队技术人员介绍袁该仪器属于四

川局 2019 年度科研项目要要要达州市
地下管渠病害体勘查技术与安全预
警技术研究项目的一部分遥野我们在
南客站附近进行试点袁为达州市的地
下管渠勘查和管道变形监测确定适
宜的技术方法手段遥冶 目前项目设有
一个基站尧 两个地表沉降监测点袁沉
降监测点埋设传感器进行自动化连
续监测袁 若达到阈值则及时进行预
警袁为达州市地下管网建设监测预警
平台系统提供依据遥 平台收到预警

后袁可对周边及构筑物安全性进行及
时评估和应急救援袁确保人民生命及
财产安全遥

据了解袁近年来袁由于达州老城
区多个地下管涵年久老化袁外加区域
单位人口激增袁 地下管涵不堪重负遥
为解决此问题袁2019年 11月中旬袁一
三七队地勘院探测技术团队利用高
密度电法尧连续面波尧地质雷达尧小线
圈瞬变电磁等多种物探手段对达城
地区进行了物探勘测遥冯 瑶 代新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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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8日袁 安徽省煤田地
质局物测队召开第一季度市场开发工
作会议袁听取实体部门负责人市场开发
工作汇报袁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遥
会议强调袁市场开发工作要紧紧围

绕物测队野1281冶总体工作思路袁瞄准目
标尧精准发力遥在做精做强传统物探测
绘主业袁 发力市政建筑安装业的同时袁
注重在工程物探尧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与
防治尧遥感测绘尧建设工程等方面培育
新的经济增长点遥 要加强项目部建设袁
打造优质项目工程袁以过硬的品牌形象

立足省内市场袁拓展省外市场遥
会议要求全面提升人的能力袁发扬

新时代煤田地质局精神袁 甘于奉献尧勇
于担当遥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袁部门负
责人要主动走出去加强联系袁寻找市场
商机遥加强技术人员培训袁掌握新技术尧
新工艺尧新方法袁逐步形成具有单位特
色尧行业特点袁简洁实用的施工工艺袁加
速提升市场主体核心竞争力遥

会议明确划分了全队市场开发下
一步工作重点袁分解尧落实到各实体部
门袁确保全年工作如期完成遥 王新建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袁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袁 既是一次大战袁 也是一次大考遥战
野疫冶 有我袁 关键时期青年职工从不缺
位袁江苏金石稀土有限公司生产一部主
管冯小强就是其中一员袁在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中争当野守门员冶野宣传员冶野战
斗员冶袁 为公司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生
产经营野双胜利冶袁贡献青春力量遥

以野三责冶精神为指引袁当好
野守门员冶

野守土有责尧守土负责尧守土尽责冶袁
坚决把疫情防控措施落细尧落实遥 1月
31日袁 为有效应对疫情传播尧 减少人
员流动袁 公司开始实行 24小时全封闭
式值班制度袁保障厂区安全遥作为一名
党员尧公司中层干部袁冯小强以抗疫战
士为榜样袁率先填写复工报名表袁带好
行李赶往厂区袁同其他值守人员第一时
间参与到防控工作当中袁当好厂区野守
门员冶遥

在值班期间袁冯小强与其他值守人
员建立了公司员工信息清单袁 确保战
野疫冶有底遥对从省外返回的人员袁尤其

是从湖北等疫情流行区返回或经过人
员登记造册尧建档立卡袁清楚掌握其活
动轨迹及健康状况袁及时上报街道办事
处袁对外地非疫区返回人员严格按照疫
情防控要求安排居家隔离遥配合公司疫
情防控办公室建立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情况动态表曳袁 全面排
查员工出行活动尧身体健康状况和接触
人员情况袁全面摸排出现发热尧咳嗽等
人员情况底数袁 每日动态更新两次袁一
监测一报告袁一分析一通报遥依据全员
信息统计数据袁结合复工复产工作需要
建立复工上岗人员清单遥

考虑到公司复工复产后减少人员
流动尧继续封闭管理的需要袁冯小强带
头组织值班人员整理出 16 间临时宿
舍袁架设临时床铺袁为复工作准备遥厂区
值守期间袁他克服木托盘野床冶带来的不
适袁带头坚守在公司防疫第一线遥

以抗疫战士为榜样袁当好野宣
传员冶

宣传引导袁一刻不松遥为维护厂区
办公作业场所在复工复产期间的安全
整洁袁保障生产经营有序推进袁在江苏

煤炭地质局团委尧金石稀土公司党委疫
情防控决策部署的指引下袁冯小强负责
组织生产一线青年骨干火速成立野青年
突击队冶袁 在厂区增设防疫宣传专栏 2
处袁在各车间尧班组张贴疫情防控宣传
画 20余张袁建立野临时宿舍冶区尧生产作
业区防疫管理制度遥2 月 12 日为公司
复工首日袁作为野青年突击队冶负责人袁
他坚持执行生产车间 24小时轮流带班
制度袁 做好在岗人员身体状况统计尧疫
情监测尧信息上报尧劳动防护用品发放
和应急处置工作袁 每日 2次对生产区尧
办公区尧休息室尧卫生间等公共区域进
行全面消杀袁 有序组织员工分时段尧分
餐制就餐遥利用班前会进行疫情期间安
全教育袁耐心细致做好政策解释袁做好
疫情信息发布袁 及时回应员工关切袁加
强防控知识宣传和舆情引导袁引导广大
员工提高警惕尧理性应对尧避免恐慌袁保
证各车间班组生产工作正常运转遥

以党员使命为动力袁当好野战
斗员冶

2月 11日袁 公司顺利通过当地政
府防疫指挥部的复工现场防疫检验袁 2

月 12日实现复工复产遥 党旗所指就是
党员所向袁 为确保正常开工袁 冯小强
组织带领车间各班组负责人展开安全
排查袁 对电气设备尧特种装备尧视频监
控系统尧 环保在线监控系统尧 消防器
材及消毒物资存储等进行隐患排查和
维护保养袁 清点工位原辅材料尧 登记
台账尧 搭炉开炉尧 调配专人袁 一系列
动作干脆利落尧 专业细致袁 保障了复
工首日生产车间恢复 1/3产能遥 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袁 他带头深入一线尧
俯下身子袁 在生产调度尧 安全尧 质量
等各条战线上冲锋在前袁 工作中面对
脏活累活袁 他不等不靠袁 助力生产车
间于 2月 24日产能全面恢复袁 让奋斗
成为青春最亮丽的底色遥

疫魔无情人有情袁 在这场没有硝
烟的疫情阻击战中袁 冯小强与金石稀
土公司其他党员干部一样袁 舍小家为
大家袁 主动担责尽责袁 为胸前的党徽
增光添彩袁 在 野一手抓疫情防控尧 一
手抓复工复产冶 中盯好哨尧 站好岗袁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员的
担当袁用初心使命彰显了新时代金石人
的风采遥

本报讯 4月 13日袁河南省煤炭地
质勘察研究总院与河南省有色金属地
质勘查总院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字仪
式遥河南省煤田地质局党委委员尧副局
长何莉袁有色地质局二级巡视员张心剑
参加了签字仪式袁 煤勘总院院长牛志
刚尧有色勘查总院院长程宝成代表双方
在协议上签字遥

何莉表示袁两个单位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指导下袁 可以就地质勘查尧

绿色矿山建设尧生态修复尧实验室平台
建设尧 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袁
做好经济新常态下的地质工作遥

程宝成和牛志刚分别从单位概况尧
业务范围尧勘查成果及科研平台等方面
介绍了单位的情况遥双方战略合作协议
的签订袁将助推两院平台建设及重点项
目的申报及实施袁进一步提升双方支撑
和服务黄河流域经济结构性调整和高
质量发展的能力遥赵明坤 许 军 李 静

本报讯 近日袁 陕西省一八六煤田
地质有限公司在陇东高原邵寨煤矿水
文补勘项目中创新施工作业方法袁成功
实施了公司第一次盐化测井作业遥

盐化测井是通过测量井液电阻率
的变化袁间接获取含水层位置的一种物
探方法袁是煤田水文地质勘探的重要手
段遥在零经验的情况下袁陕煤地质一八
六公司物探工程处职工通过多番搜集
资料尧主动求教尧组织攻关袁终于掌握了
传统盐化的两个重要施工作业方法院打

结吊袋法和盐化池循环系统泵入法遥经
过科学实地评估袁两种方法分别存在盐
化不均匀尧不充分和盐化后提钻时段与
第一次测量时段冲突等严重问题遥

通过数次试验袁物探工程处职工创
新施工设备尧设施和作业方法袁利用现
场资源袁 设计发明了新的盐化设备袁并
委托公司修理车间加工完成袁最终在项
目实施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袁成功完成
了盐化测井工作袁获得了现场监理的高
度肯定遥 王鑫鑫

由安徽省煤田地质局二队承接施
工的南陵地区页岩气调查井皖南地 2
井工程顺利竣工袁 并于 2020年 1月 9
日在合肥通过专家组成果验收遥终孔深
度 2011.52米袁终孔直径 98 毫米袁全井
段采用 S95绳索钻具岩芯取芯袁岩芯采
取率为 98.88%袁终孔井斜 2.33毅袁专家组
一致评定其等级为优遥

周密部署 稳步进场

二队党委领导班子高度重视皖南
地 2井页岩气项目袁多次与队地勘公司
开会商讨施工对策袁 制订施工方案袁落
实施工人员遥对整个钻机的进场尧钻进尧
撤场作了周密部署袁对施工质量尧进度尧
效率严格把关遥无论是钻机进场时的盛
夏袁还是钻进过程中的深秋袁抑或是撤
场时的寒冬袁钻机现场都有队领导的身
影与声音遥他们亲赴一线袁指导钻机生
产袁监控生产情况袁开展安全检查袁落实
施工质量遥

钻机进场之时袁正值仲夏遥原定施
工机组 209钻机班组人员还在淮北项
目施工袁但是施工进度刻不容缓遥地勘
公司党支部书记杨彦鹏挂帅袁带领项目
部党员干部职工进场施工遥面对缺少钻
机工人尧钻机进场时间紧尧施工气候不
适宜等困难袁地勘公司党支部页岩气党
小组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袁 带头冲

锋袁白天战酷暑袁晚上斗蚊虫遥在他们的
影响下袁大家主动放弃休息时间袁顶着
炎炎烈日袁在井场挥汗如雨遥装钻机架
子尧搭岩芯棚子尧挖泥浆池子尧平整场
地尧铺设钢板袁默默为地质勘探的主战
场奉献着遥

在预计开钻日期的前一周袁还有两
个泥浆池没有砌筑袁 各方沟通之后袁没
有找到合适的泥瓦匠进行施工遥开钻迫
在眉睫袁 而且泥浆池砌完之后要候凝袁
必须在三天之内砌起来袁 如若不然袁将
严重影响施工进度遥这时袁将要退休的
二队老员工施师傅和冯师傅毛遂自荐袁
接过砖刀袁换上胶靴袁下入池中袁杨彦鹏
为他们拉砖尧和水泥遥几个刚分来的大
学毕业生袁因为胶靴不够袁赤脚跃入池
中袁石灰遇水发热袁灼烧着他们的指甲袁
但是他们经受住考验袁坚持为老师傅递
砖尧送水泥浆桶遥从早上六点一直工作
到晚上七点袁持续两天时间袁终于将两
方泥浆池砌好遥功夫不负有心人袁项目
顺利按期开钻袁大家黝黑的脸庞上露出
了欣喜的笑容遥

攻坚克难 战天斗地

开钻之后袁项目经理杨彦鹏尧生产
负责人张强尧技术负责人朱涛一刻也没
有放松袁 每天在钻机上督促施工进度袁
确保施工质量袁 指导机长规范管理小

班遥 项目负责人员经常以安全知识尧岗
位技能和班组管理为主要内容对班长
进行培训袁 机长经常与班长们交流沟
通袁探讨小班管理方法袁交流管理经验遥
整个项目部充分发挥班长 野安全前哨冶
作用袁做好班前教育尧班中巡视尧安全确
认尧隐患排查尧班后汇报遥强化小班监
管袁在小班内实行野安全联责考核制冶袁
一人违章袁全班受罚袁利益共享袁责任共
担袁促使小班成员互相监督遥

小班的规范管理产生了巨大的生

产力袁进尺速度飞快遥仅用了 23天袁就
进尺 800米袁单日进尺约 35米袁单位时
间进尺状态又好又快袁迅速从白垩系赤
山组砂岩层穿越到浦口组砾石层遥

但钻机生产并非一帆风顺遥在穿越
深度为 800米的砾石层时袁发生了断钻
具事故遥项目部人员和钻机工人放弃休
息时间袁 连夜开展打捞钻具施工作业遥
入党积极分子张强操控刹把袁主控每一
次起下钻袁连续熬了好几个通宵袁每天
睡眠时间不超过四个小时遥项目部人员
几乎全天候在钻机上袁 指导一次次起
钻袁一次次下钻袁一次次冲孔袁一次次换
泥浆遥事故处理刻不容缓袁大家心里都
紧绷着一根弦袁 与钻机生产进度抢时
间遥在项目部负责人的领导下袁钻机班
组全体工人将思想聚焦在一点袁将力量
拧成一股绳袁沉着冷静袁理性分析袁按部

就班袁实施打捞作业遥开始采用公锥直
接打捞钻具袁未果曰采用反丝扣公锥将
井下钻具倒开袁逐节打捞曰最后将钻头
打捞起来袁将事故又好又快地处理完遥

当再次进入正常钻进时袁职工们松
了一口气袁大家回忆起中秋时节袁在满
月下野战天斗地冶的情景遥喷洒的泥浆仿
佛是职工们艰苦奋斗的宣传画笔袁钻机
的轰鸣仿佛是职工们艰苦奋斗的礼赞
之歌浴

此次事故给钻机生产敲响了警钟遥
遇到事故袁 分析事故原因曰 处理事故袁
总结事故教训遥 这是二队的优良传统遥
朱涛为大家找寻事故原因袁 总结经验
教训院 当钻遇砾石层时袁大家预先认为
砾石层较薄袁没有更换泥浆袁想通过快
速穿过来避免事故的发生遥但是因为地
下情况复杂袁砾石层较厚袁胶结较差袁易
掉块垮塌袁从而孔径扩大袁造成断钻具
事故遥

针对事故原因袁采取相应措施有的
放矢袁很快就有了预防类似事故的后续
钻进新方法遥一开尧二开扩孔袁下入套
管尧固井候凝曰更换泥浆袁加入
大量黄土粉尧 防塌剂和护壁
剂遥运用此方法袁成功防止孔
壁坍塌袁又好又快地穿过了接
下来 700多米的砾石层袁顺利
进入南陵湖组灰岩袁并在南陵

湖组钻进 400多米遥该孔施工过程中成
功合理地针对不同地层选择泥浆体系袁
顺利实现平衡地压钻进袁有效保障了施
工进度和质量遥

勇攀高峰 再创佳绩

皖南地 2 井终孔深度为 2011.52
米袁超过设计孔深 100多米袁并提前 25
天完钻袁创造了整个安徽局乃至整个安
徽省小口径钻探的纪录遥 总施工时间
115天袁日进尺最高达 75米袁单位时间
进尺快速袁彰显了二队的钻探施工作业
能力和质量遥

2020年 1月 9日袁皖南地 2井项
目成果验收会议在合肥召开遥该项目无
论是钻井的深度尧施工进度尧工程质量尧
安全管理袁还是录井和测井工作都得到
了南京地调中心专家的一致认可袁各项
验收指标均达到优秀水平遥该项目顺利
竣工并通过验收袁彰显了安徽局二队扎
实的施工质量袁树立了二队良好的品牌
形象袁也为下一步页岩气勘探夯实了坚
实的基础遥

打好复工战野疫冶 贡献青春力量
要要要记江苏局金石稀土公司抗疫模范冯小强

阴 高忠华

安徽局物测队

聚焦主责主业 强化市场开发

河南煤勘总院

与省有色勘查总院开展战略合作

陕煤地质一八六公司

水文测井工作取得新突破

同心合力创精品
要要要 安徽局二队皖南地 2井页岩气调查井项目施工纪实

阴 杨彦鹏 胡梦成 黄 召

达州安装了地表沉降观测仪

全天候全时段监测地表沉降变化

音4月 7日袁 湖北省地质勘
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中标武汉市
江夏区流芳新镇农民还建社区工
程总承包基坑支护及土方施工项
目袁合同金额 7600余万元遥

任慧芳

音近日袁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
湖南地质勘查院中标湘阴段废弃
露天矿山野一矿一策冶生态修复工
程项目渊第二标段冤遥该项目要求
对湘阴岳云村废弃砖瓦用页岩矿
等 25个矿山进行生态修复遥该标
段包括了小桥砖厂尧杨林寨砖厂尧
马头山砖厂等 8个矿点遥 张 艺

音近日袁 江苏长江机械化基
础工程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中标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阳湖院区住
院医技综合楼桩基及基坑支护工
程袁合同额约 6000万元遥施工工
程桩为桩底后注浆钻孔灌注桩袁
基坑开挖深度最深达 17.9米袁采
用灌注桩加钢筋砼内支撑支护尧
三轴搅拌桩加高压旋喷桩止水尧
管井降水遥 李明胜

音近日袁 青海中煤地测绘有
限责任公司继青海省全民所有自
然资源资产清查祁连试点项目
后袁中标又一试点项目要要要 新疆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试点
项目遥 李 军

音前不久袁山东省煤田地质
局二队地质环境技术部中标淄矿
集团唐口煤矿 430采区采煤塌陷
地渊一期冤治理项目袁治理面积
895.1亩袁项目任务包括可行性研
究尧规划设计尧预算编制及单体
图册制作遥 张 帝

音4月 4日袁 山东省煤田地
质规划勘察研究院承担的山东省
地勘局科研项目委托课题要要要胶
东深部金矿找矿二维地震勘探开
工遥 孙 超

音日前袁陕西省一八五煤田
地质有限公司地质环境工程勘
察院中标中煤陕西榆林能源化
工有限公司大海则矿井及选煤
厂项目下料孔工程遥 申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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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河南省煤田地质局三队联合新乡市红旗区消防救援大队尧渠东办事处
及张庄社区开展了春季消防演练遥 徐 瑞 韩 啸 摄影报道

音近日袁内蒙古煤炭地质勘
查渊集团冤四七二有限公司中标扎
哈淖尔露天煤矿 2020 年疏干井
建设工程遥此次招投标工作全程
为野线上开标冶袁从投标报名到开
标结束全部通过网络进行操作遥

吉彦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