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进一步落实新疆煤田地质局与哈密市人民
政府 3月 26日座谈会精神袁3月 31日袁 新疆局党委委员尧
总工程师李瑞明带领一六一队副队长安庆等到访哈密市
人民政府遥

4月 1日袁 李瑞明一行与哈密市人民政府进行了座谈
交流遥李瑞明表示袁新疆局将在现有煤质测试数据的基础
上袁继续深入开展煤质分质利用研究袁对优质资源高效利
用进行详细划定袁为哈密新型综合能源基地的煤化工产业
提供技术支持遥哈密市副市长张红光指出袁自治区党委对
哈密市的发展提出了野三基地冶野三中心冶野三区冶建设要求袁
希望新疆局立足专业优势袁为加快哈密市野十四五冶规划尧
加快推进哈密市新型能源基地的建设发挥作用遥张红光邀
请李瑞明一行出席 4月 2日哈密市政府与陕西延长石油

集团的座谈会袁对哈密地区煤炭及非常规能源资源量尧勘查
程度尧煤化工方向进行汇报袁与市政府配合袁为哈密市招商
引资提供技术支撑遥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范京道表
示袁 延长石油本次进疆入哈袁 计划在 野十四五冶 期间投资
800~1000亿元遥发挥哈密资源优势袁尤其是依托哈密整装
煤田优势袁建设一个世界最大的最智能的露天煤矿袁实现燃
料变原料尧原料变材料尧煤田变油田袁助推哈密经济步入高
质量发展的快车道遥范京道希望与新疆局建立合作关系袁以
合适矿区作为切入点袁请新疆局发挥技术支撑作用袁推荐近
期可建矿的井田袁打造煤化一体的产业体系袁并通过煤矿尧
煤化工的建设在西部再造一个野新延长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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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湖北地质勘查院一
名普通的野地质工冶袁凭着踏石留印尧抓铁有痕的
实干精神袁先后被评为野最美中国煤地窑化勘人冶尧
中化局劳动模范袁多次获得野优秀党务工作者冶称
号袁并成为 2019年度中国地质学会评选出的野十
大地质找矿成果冶首席专家遥让我们一同来追寻
他翻山越岭尧奋力攀登的足迹袁感受这个野地质
工冶走出的一条自强不息尧开拓进取的成长之路遥

汤从寿袁 中化局湖北院地环党支部书记尧高
级工程师袁 湖北省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估员遥自
1989年 1月进入湖北院袁 他一直扎根鄂西神农
架地区找矿一线袁在披星戴月中往返尧崇山峻岭
中穿梭尧荆棘密布中前行袁在地质找矿行业中奋
力拼搏遥

勤思敏学

灵巧的身板袁瘦削的脸庞袁大背头造型袁说话
带有武汉口音袁 汤从寿一出场便是插科打诨的
野欢乐喜剧人冶形象遥

正是这野乐天冶的精神袁使汤从寿一路进取遥
刚来到单位袁仅是高中学历的他袁在钻机上当了
一名普通钻工袁参与到湖北省各磷矿区找矿与勘
探工作中遥矿区广袤袁山高路陡袁那个年代的地质
工作全靠两条腿遥 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地质工袁
他每天天刚蒙蒙亮袁就一边啃着馒头袁一边收拾
好行装袁与大家一起扎进大山里遥汤从寿知道自
己不是专业出身袁要学的东西太多袁便利用晚上
的时间进行资料整理尧数据上图袁遇到问题就请
教师傅袁出色地完成了地质填图及剖面测量等工

作遥由于勤学苦干袁表现优异袁他被单位推荐到湖
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脱产学习遥2007年袁取得了
大专文凭的他简直喜极而泣遥

2008年袁汤从寿便开始挑大梁袁作为湖北省
保康林川矿区普查项目负责人袁带领团队全面工
作袁主编的普查报告一次性通过湖北省国土资源
厅评审遥他全面负责保康县竹园沟矿区普查野外
工作及报告编制尧综合普查工作袁寻找地勘后续
基地尧新矿产地 3处袁立项勘查项目 2处遥为补齐
理论知识的短板袁 汤从寿赴中国地质大学学习袁
2011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遥

天道酬勤

付出终有回报袁 各种奖项接踵而至遥 2007
年获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第十五届优质勘查报告
二等奖袁 2010 年获湖北省 2000要2010 年地质
找矿优秀成果二等奖袁2017 年再获中国煤炭工
业协会报告一等奖及中化局地质找矿成果二等
奖噎噎这不袁喜讯再次传来袁以汤从寿为首席专
家的团队在湖北省保康县堰边上震旦系陡山陀
组地层中探明一处超大型尧沉积型磷矿床袁被中
国地质学会评选为野十大地质找矿成果冶遥

该矿山潜在经济价值达 500亿元遥本次系统
勘查为宜昌磷矿深部找矿提供了理论方向袁对鄂
西磷矿深部成矿模式规律研究具有一定价值遥项
目投产后袁可带动山区脱贫致富袁促进地方经济
发展遥
这无疑是对汤从寿及其团队最大的肯定与

鼓舞遥在荣誉背后袁他们倾注了多少对地质找矿

的热爱袁在这条奋斗路上付出了多少汗水遥

上下求索

地质工作的苦袁若不是亲身体会袁旁人很难
想象袁一天爬几十里山路是常事遥汤从寿说院野找
矿和登山不一样袁 登山是哪儿好走往哪儿走袁找
矿则是矿在哪儿往哪儿找遥冶

矿体常会从大山中间穿过去袁他们就打上绳
子垂直而上袁 面对悬崖峭壁袁 也只能咬紧牙关遥
野矿袋里装上石样袁加上耶地质三件宝爷袁全身负重
有时达几十斤袁汤工都是自己往下背遥冶多年跟着
汤从寿工作的队员刘顺强说袁野在地表踏勘尧露头
追踪尧刻槽采样时袁越是地形复杂尧条件艰苦的地
方袁汤工硬要比别人多走上几遍遥冶

一名队友谈起一次野出征冶院秋季的山中十分
清冷袁一场雪过后袁山沟里变得潮湿泥泞袁山路狭
窄崎岖袁不时有碎石滚落袁大家小心翼翼前行遥汤
从寿带领大家小心避开上一次山洪冲刷形成的
沟渠袁辗转绕过湿滑的岩面袁徒步至山脉的下方遥
野这是我们小分队今天要勘查的目的地袁 一座可
能蕴藏着丰厚磷矿石的矿山遥之前我来过很多次
了袁 位置就在这一带遥冶 他的语气笃定袁 信心满
满袁显然对矿区这一带地形十分熟悉遥

积雪覆盖着松动而坚硬的石块袁给队员们野
外作业增加了难度遥没走几步袁汤从寿的目光便
不断在周边的岩壁扫描袁并分析岩性特征袁确定
所在层位遥遇到特殊构造处袁他反复用地质锤敲
打袁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袁对比不同层位袁端详揣摩
半天袁告诉一旁的记录员作好素描遥

这些年来袁汤从寿走遍保康的大大小小矿山
渊区冤袁早已练就了他的火眼金睛要要要什么地层可
能蕴藏矿石袁何种地貌伴随着矿石袁产状尧厚度尧
品位如何野外测评噎噎他都了然于胸遥

以身作则

野好女不嫁地质郎冶袁一语可见地质人员的艰
辛袁30多年来袁汤从寿每年至少将 200天贡献给
了野外工作遥好在他的妻子能干独立袁让他能安
心地扑在工作上遥因为长期活跃在鄂西特别是襄
阳保康这一块袁熟识的人多袁他还野小有名气冶袁巧
的是他和叶地道战曳中的反派皇协军司令汤丙会
同姓袁不论是矿政管理者尧矿山企业主还是当地
老百姓袁都亲切地叫他野汤司令冶遥这个反派的绰
号袁并没有惹恼他袁反而让他乐在其中院野能让大
家高兴袁还能很快记住我袁有什么不好钥冶

这位野汤司令冶可不是反派袁而是一名优秀的
党务工作者袁带领地环支部的党员们袁项目干到
哪里袁支部就建在哪里袁组织生活就开展在哪里袁
带头发扬和践行地质野三光荣冶精神和湖北院野传
帮带冶的优良传统遥作为一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
的老师傅尧技术骨干尧共产党员袁汤从寿积极向年
轻人传授自己的工作方法和经验袁鼓励青年人热
爱并忠诚于地质事业遥他带过的年轻同志大多数
已成为湖北院的技术骨干尧项目负责人尧二级单
位负责人等袁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党的诺言遥

地形复杂尧工作难度大的路线总被汤从寿挑
走袁 不熟悉的路线总是他先踏勘曰 他用馒头尧饼
干尧野果尧山泉水招呼大家袁让缺食少粮的野外不

缺少欢笑遥队友们都说袁有野司令冶在我们就不害
怕袁有野司令冶在我们就有无穷的快乐遥

随着地质找矿和勘查工作市场化尧商业化进
程不断加快袁汤从寿率先主动提出野多元转型谋
发展尧服务矿山做支撑冶的新思路袁真正做到了项
目所在地不局限于一处尧 勘查矿种不拘泥于一
种遥通过矿产资源储量检测核查尧矿山现状调查尧
绿色矿山示范发展及水保生态环境治理等技术
支撑服务袁地环团队用认真尧踏实尧负责的工作态
度和高效率尧高质量尧高标准的成果袁不仅赢得了
地勘管理部门和广大矿山业主的信任和尊重袁还
提升了单位的整体形象和知名度遥

野作为一名找矿人袁 走过了许多别人没走过
的路袁承受了许多别人未曾体会的苦袁但也看到
了许多别人没看过的风景袁 工作中常有收获袁得
到更多的其实是快乐遥冶汤从寿坚定的目光中袁是
对地勘事业无限的热爱遥

成功并非偶然袁如果说原石需要细心雕琢才
能成为玉石袁那么以汤从寿为代表的中化明达地
质工作者就如原石一样袁几经磨砺袁绽放出地质
人的本色光芒遥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院野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
代袁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浴冶亲切的话语袁激励着
汤从寿和湖北院团队再次背上行囊袁跋涉在祖国
的绵延群山尧逶迤江河之间袁奏响新时代寻宝找
矿最嘹亮的乐章浴

2020年 1月 3日袁在定南水西至金鸡三级公
路改建工程项目交工验收会上袁 随着建设单位代
表的一句野验收工程质量为合格袁同意交工冶袁江西
省煤田地质局普查综合大队定南水西至金鸡三级
公路项目部全体职工肩头的担子总算放了下来遥
该公路项目从开始筹备建设到交工验收袁 历尽艰
辛曲折袁所有经历过的同事都感同身受袁深叹一句
不容易浴

遇到困难 迎难而上

该项目于 2017 年7 月 19 日正式开工建设袁
那时正值野大干 120天袁树立中煤好形象冶考核评
比袁为了干出形象袁大家团结一致袁加班加点作业袁
攻克难点尧步步为营袁在五次考核中袁取得一次第
一名尧两次第二名的好成绩遥当时正是夏日酷暑时
节袁项目部所有成员都晒得黝黑发亮袁再艰苦的环
境也挡不住地质人前进的步伐遥

在第一个桥梁第一根桩基础冲击钻孔过程
中袁 由于施工现场地质情况较复杂袁 软石层太
深袁 出现了护筒下陷尧孔口流沙涌入尧孔口边塌孔
的现象遥一发现问题袁项目部技术人员立即组织施
工人员分析原因尧改进方案袁采取增加护筒高度袁
改进泥浆性能等一系列措施袁 最终第一根桩基顺
利成孔遥通过不断总结经验袁桩基成孔效率和成孔
质量不断提升袁 之后一根桩基成孔只需要 3天时
间遥通过检测公司的超声波透射法检测袁项目完成
的 15根桩基全部为 I类桩袁同时提高了桥梁施工
的效率遥

该段工程深路堑石方爆破主要涉及 3座大石
头山的爆破与开挖袁 其中开挖的最大高度达 84
米袁设计原地面非常陡峭袁便道施工难度大袁很难
为石方爆破打开工作面袁严重影响施工进度遥项目
部进场后立即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调查袁 制定专项
方案和安全应急预案袁成立专门的施工指挥组袁由
项目负责人和技术人员共同指挥施工袁 最终在保
证安全的前提下袁历时 4个月把该段高边坡拉通遥

该段高填方路段长 200米袁 路基宽度为 10.5
米袁填高 20多米袁填方量为 80560立方米遥进入现
场发现袁由于该段区域为本地常年生活垃圾尧建筑
垃圾倾倒场地袁在该段新修路基左侧老路上倾倒袁
不仅增加了施工难度袁 还产生了施工过程中如何
排水及变更的问题遥项目部及时与各方沟通袁合理
安排施工作业袁清理垃圾的同时确保排水畅通袁清
除之后全面进行填前碾压袁 填筑施工前先做好排
水工作袁右侧靠山体开挖采用横向台阶开挖袁同时
做好路基滑塌防护和沉降观测工作袁 填完的路基
达到设计要求遥

2018年 3月开始袁中水十二局洋前坝水库供
水管道施工给公路施工带来了障碍袁 影响了施工
进度遥 直到 2018年 11月才陆续交工作面于项目
部袁在业主和驻地办的关心和支持下袁公司及项目
部精心计划安排袁制定了合理的施工方案尧施工计
划袁同时加大人力尧物力尧设备的投入袁2018年 12
月工程基本完成袁 并于 2019年 1月 12日举行了
通车典礼遥

2019年 6月袁 定南县突发 50年一遇的强降

雨袁受持续性强降雨影响遥施工道
路旁河道水位上涨迅猛袁部分路基
被洪水冲毁袁边坡局部滑塌遥针对
冲毁和滑塌路段袁项目部立即设置
警戒线尧警示标志标牌及围挡进行
封闭袁并安排专人轮班值守袁汛期
过后对冲毁地段及时进行了返工
处理袁确保了沿线安全生产工作稳
定运行遥

诚然袁一个项目的完工注定不
是一帆风顺的遥这也是项目负责人
王强经常说的袁一个项目遇到的阻
碍和困难越多袁 越能积累经验袁并
提高项目人员处理问题的能力袁这
些都是今后宝贵的财富遥

干出形象 筑出精品

大石头山的喷浆挂网既是施工难点又是该项
目的特色袁该段刷坡完毕后共 7级阶梯袁高达 84
米遥根据该段边坡实际情况袁原设计的施工工艺不
能达到现场实际的边坡防护效果袁 项目部技术人
员根据实际情况和以往的技术经验袁 及时联系业
主与设计方袁在全面综合考虑下袁将该段边坡防护
变更为喷浆并挂主动防护网的形式进行施工遥主
动防护网优势在于它采用高强度轻钢柔性结构设
计袁适用于任何复杂地形袁同时不破坏原有地形袁
防腐寿命长袁施工周期短袁施工成本低遥施工时作
业人员佩戴两个安全绳袁 并且定期检查安全绳情

况以保证施工安全袁两端头安排专职人员值守袁最
终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完成了喷浆挂网遥 这是定
南第一个以此形式处理的边坡防护项目袁 开启了
定南县公路工程边坡防护新篇章遥

定南水西至金鸡三级公路的建成袁 改善了民
生袁缩短了水西至金鸡的交通距离袁便利了人员往
来和物流运输袁使岿美山不再遥远袁路不再泥泞遥
当地村民依托此路进行新农村建设遥 此路还成为
当地的旅游线路袁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业袁越来越多
的人返乡创业袁加快了村民的脱贫速度袁对当地的
发展意义重大遥

只争朝夕加油干袁不负韶华再出发遥综合队将
以此路的建成作为新起点袁 吸取该项目的宝贵经
验袁再接再厉袁再创新篇章浴

岿美山不再遥远
要要要江西局综合队定南水西至金鸡三级公路改建工程纪实

阴 胡 强

江苏局勘查院

积极备战省干热岩项目

从地质工到十大找矿成果首席专家
要要要记中化局湖北院汤从寿

阴 高 超

新疆局全力服务哈密新型能源基地建设
音近日袁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

一队召开 2020 年度安全生产工
作会议遥队党委书记尧队长方潮杰
指出袁要加强管理袁建立完善的安
全管理体系袁 保证各项制度政令
畅通曰要加大问责力度袁明确处罚
措施袁依法依规办事曰要抓好项目
部建设袁加强基础管理工作袁把安
全生产工作落实到一线管理中袁
把安全生产责任压实到一线生产
中曰要深刻领会队 1号文件精神袁
严格贯彻落实六大安全生产目标
和十五项工作要求袁 抓细抓实抓
到位袁 推进全队安全工作再上新
台阶遥 朱 璐

音近日袁 第一勘探局华辰公
司召开 2020年安全生产工作会袁
学习传达一勘局 2020 年安全生
产尧环境保护工作会议精神袁部署
2020 年安全生产尧 环境保护工
作遥会议强调袁要面对疫情袁迎难
而上袁 全面开启复工复产的攻坚
战曰要提高政治站位袁推动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落实曰 要强化自控能
力袁筑实安全管理基础曰要化解突
出风险袁强化项目管控遥 史小丁

音前不久袁 甘肃煤田地质局
综合普查队召开 2020 年安全生
产工作会议遥队长尧安委会主任陈
昌礼指出院针对当前疫情形势袁要
继续做好野外防输入冶工作袁做到
及时监控尧及时上报曰各部门负责
人要深入生产一线袁了解施工尧安
全情况袁做到心中有数曰安全工作
要做野实冶袁不能一味落实在材料
上袁要真抓尧真干尧真落实袁以落实
安全责任制为核心袁 认真贯彻安
全生产和法律法规遥 龚伟中

音日前袁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
二队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袁传
达贯彻山东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精神袁 部署 2020 年安全生产工
作遥会议明确袁做好 2020 年安全
生产工作袁 要以防范人身伤害事
故为主线袁以野隐患排查治理和风
险分级管控冶双体系建设为重点袁
以全面加强钻机标准化建设和加
强作业班组尧作业人员尧作业现场
安全生产管理为抓手袁 全面提升
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袁 确保全队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遥 孔 楠

音前不久袁 水文地质局四队
召开了 2020 年安全生产视频会
议遥 会议传达了水文局和四队
2020年安全生产工作要点袁通报
了 2019 年度安全生产事故报告
和钻机钻效及生产调度情况遥项
目部尧钻机代表以野降低事故率袁
提高安全生产效率冶 为主题进行
了交流发言遥 李 杰

本报讯 近日袁 江苏长江地质勘查院积极备战江苏省干热岩项目在全国党媒
信息公共平台发布遥2019年年底勘查院中标省干热岩资源预查验证孔钻探施工项
目后袁积极组织人员平整场地袁调配钻机设备进场袁全面做好项目开钻前各项准备
工作袁确保项目近期顺利开钻遥

据悉袁江苏省干热岩资源预查项目于 2019年 8月下达袁该项目总投资约 5000
万元袁 系江苏省唯一的干热岩资源预查项目遥 勘查院负责施工的验证孔 渊苏热 1
井冤地处兴化城东靶位袁为本次验证孔布设的首选靶位遥

勘查院负责施工的野苏热 1井冶袁孔深 4500~5000米袁属于深部钻探袁整个验证
阶段预计需要 8个月遥勘查院将通过实施该项目袁进一步研究干热岩赋存特征和
成因机制袁评价干热岩资源潜力袁为江苏省干热岩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袁也为自
身转型发展提供新的路径遥

据了解袁干热岩地热资源是一种清洁尧高效尧绿色环保的可再生能源袁具有巨
大的发电尧供暖潜力袁是地热资源中最具开发利用潜力的类型之一遥开发利用干热
岩型地热资源袁对调整我国能源结构尧打赢蓝天保卫战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遥 刘春梅

本报讯 渊记者 王伟灿 通讯员 付高魁冤 记者从河南
省煤田地质局豫中地质勘察工程公司了解到袁 该公司日前
获得河南省科技厅尧河南省财政厅尧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
务局联合颁发的野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冶袁这是该公司转型升
级致力打造科技型管理公司取得的又一项成果遥

豫中公司是一家以清洁能源勘探施工尧 自然资源技术
服务尧矿山抢险救援为主的企业袁先后与国内外十多家公司
合作完成煤层气开发井 4000余口袁 掌握的煤层气参数井尧
水平井施工技术袁煤层掏穴工艺袁大口径绳索取芯技术袁大
直径工程井完井工艺居全国同行业领先水平遥 河南省依托
该公司建立了河南省能源钻井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和河南省
非煤矿山应急救援队遥

豫中公司积极践行 野科技兴企尧 人才强企冶 发展战

略袁 积极培养和引进高层次科研人才袁 结合生产开展技术
研发袁 配套完善科研管理制度袁 鼓励技术创新和成果转
化袁 目前已获各类技术专利 30余项袁 完成自主研发项目
15项袁 20余项技术成果获得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尧
河南省自然资源科学技术一等奖尧 河南省煤田地质局科学
技术特等奖遥

此次获得野高新技术企业冶认定袁是河南省有关部门对
该公司自主研发创新能力尧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尧核心技术服
务市场能力的充分认可遥野今后袁 公司将以科技管理为战略
中心袁秉承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理念袁继续加大在科技创新
和核心技术研发上的投入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步伐袁
为更好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尧新能源勘探开发尧矿山抢险救援
等提供坚强的科技支撑遥冶该公司总经理姬玉平说遥

河南局豫中公司获野高新技术企业冶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