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局深耕安徽市场成效显著
本报讯 4月 21日袁安徽合肥广播电视台对江苏

煤炭地质物测队实施的合肥道路病害体检测项目施工
现场进行了专题采访报道遥 该项目是江苏局落实中国
煤炭地质总局 野三个地球冶 战略愿景尧 深耕安徽地质
市场的又一积极成果遥

近年来袁 江苏局依托苏皖联动的强劲势能袁 加快
安徽市场拓展布局袁 主动对接合肥尧 淮南尧 铜陵尧 马
鞍山等地政府和企业袁 深度参与矿产资源勘查尧 测绘
地理信息尧 地下工程施工尧 生态环境修复尧 煤矿区域

防治水等领域袁 在安徽市场份额尧 知名度和影响力不
断扩大遥

在矿产资源勘查方面袁 主动参与两淮煤炭基地建
设袁积极融入中煤新集尧淮河能源尧皖北煤电等大型矿
山全生命周期地质服务链袁 在持续开展危机矿山接替
找矿的同时袁先后涉足煤矿顶底板灰岩水区域探查尧多
分支瓦斯抽排水平定向井尧关闭煤矿综合治理等领域袁
近两年在安徽市场的地质钻探工程量达 47900米遥

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袁 积极参与长江岸线废弃露

天矿山生态修复治理行动袁 去年以来实施了池州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边坡滑体治理工程尧 含山县青山石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等项目遥 并受邀在巢湖施工蓝
藻治理项目袁参与湖泊蓝藻水体危害防控遥

在地下工程施工方面袁 按照苏皖市场一体化开发
思路袁加快融入安徽新能源尧发电尧物流等基础建设市
场袁近两年先后承接施工十多个大型项目遥其中 2019
年中标恒大集团六安项目年度标 5.83亿元尧京东集团
合肥和滁州项目 3.41亿元袁为长江基础公司经营收入
连续三年稳定在 15亿元左右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遥

今年以来袁 江苏局认真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工作袁 在安徽市场的所有施工项目 3月底前均已
按下野启动键冶遥 周连荣 汤 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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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四月天袁 生机满人间遥 中煤江南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承接的一个又一个项
目袁 正如火如荼地紧张施工袁 一派生机勃发的
景象遥

作为中煤江南最年轻的成员袁 刚满周岁的
深圳分公司锐意进取袁 朝气蓬勃袁 每时每刻都
在发生着新的变化遥 深圳龙光总部中心项目大
直径旋挖灌注桩桩基础工程袁 南山汉唐街项目
土石方尧 基坑支护与桩基础工程项目袁 玖誉府
桩基础施工工程袁 广州市花都区殡仪馆迁建工
程强夯地基与管桩基础项目袁 鑫源名筑花园六
期桩基础工程噎噎一长串 野成绩单冶 的背后袁
是深圳分公司立足先行示范区袁 推动公司高质
量发展的探索与实践遥

如何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赶考路上交出一
份不懈进取的答卷钥中煤江南和深圳分公司用实
际行动作出了回答遥

2019年袁 为抓住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
遇袁 贯彻落实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野11463冶 总体
发展战略袁 全面统筹谋划公司市场布局和业务
开拓袁 中煤江南成立了深圳分公司遥 这既是中
煤江南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又一重要
举措袁 也吹响了深圳分公司深耕 野莞惠深冶尧 辐
射大湾区的进军号遥 深圳分公司有这样的担当尧
志向袁 也应有这样的底气尧 信心遥

深圳要要要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袁 时刻都在创
造着奇迹遥 诞生在这片改革的热土上袁 深圳分
公司也与 野敢闯敢试冶 野敢为天下先冶 的改革
精神紧密地关联在一起遥 自成立以来袁 分公司
始终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袁 内强管理袁 外树形
象袁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中煤江南 渊广东煤炭地
质局冤 野1356冶 发展战略袁 进一步立足大湾区袁
扎根深圳市场袁 作出了不懈努力遥

深圳分公司勤播种尧 广撒网袁 2019年接洽
并成功办理龙光地产深圳区域公司尧 合正地产尧
龙光地产惠州及东莞区域公司尧 山湖海地产尧中
海地产深圳区域公司尧中心知识城尧中鼎地产渊南
宁冤尧中能化渊贵州冤共计 9个开发商及总包方入
库工作曰 办理完成深圳工程交易中心备案工作曰
跟踪并完成华润尧融创尧中建七局尧中交三航局尧
广东水电二局等多个开发商及总包方的项目招
标备案工作遥成立至今袁深圳分公司签订合同 7
份袁业绩实现了从零到亿的蝶变遥

地基与基础袁 承载着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袁
更承载着城市的公共安全遥 随着深圳的高速发
展袁 新兴建筑的高度纪录不断被刷新袁 地基基
础日益向超大尧 超深发展袁 随之而来的是更高
的入岩要求尧 更高的技术难度及更大的施工挑
战遥 先行示范区建设风起云涌袁 机遇稍纵即逝遥

迎接 野大冶 挑战袁 需要 野深冶 钻研袁 练就

野硬冶 功夫浴
作为地基与基础建设领域一家专业型的中

央企业袁深圳分公司坚持野承接一个项目袁树立一
面旗帜冶遥以高超的管理水平和技术实力袁保质保
量按期完成任务袁打造好公司品牌袁塑造地下工
程尖兵形象袁就是深圳分公司的使命遥

历数深圳分公司承揽的各个项目袁最有代表
性的当数龙光总部中心项目桩基础工程遥该项目
位于深圳市南山区侨城东路袁合同总投资金额为
3200万元袁合同工期 90天遥该项目工程桩虽然
仅有 80根袁但最大桩径达 3米渊最小 2.2米冤袁核
心筒位置为了满足有效桩长袁 需要连续入中尧微
风化花岗岩 18米袁 岩石强度一度超过 100Mpa袁
难度极大遥深圳分公司中标后袁立即组织人员设
备进场袁针对该项目桩径大尧基岩硬尧入岩多尧施
工时间受限渊为满足环保要求袁每天有效施工时
间仅有 11个小时冤尧桩位内孤石和斜岩等不良地
质条件等特点和难点袁 投入 4台大型旋挖机袁其
中 3台三一 415R旋挖机袁1 台宝娥 BG40 旋挖
机曰为确保桩基成孔质量袁护壁泥浆均采用优质
膨润土结合地质情况自制曰 每一根桩从测量放
线尧开孔埋设护筒尧复测桩位尧岩面判定尧终孔岩
样四方确认尧钢筋笼制安尧二次气举反循环直至
水下砼灌注完成袁均形成图片及文字记录袁严把
质量关袁确保零失误遥目前该项目已顺利按期完

工袁局部已经开始桩基检测袁检测结果均一次合
格袁获得了参建各单位的一致好评袁为深圳分公
司展现实力尧优化品牌效力尧站稳深圳市场增添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遥

南山汉唐街项目土石方尧基坑支护与桩基础
工程项目也将在深圳分公司的发展史上留名遥该
项目合同造价 8239万元袁 桩基础为旋挖灌注桩
共 75根袁桩径 1.6耀2米袁设计要求最大成孔深度
105 米 渊入中尧 微风化花岗岩 4 米袁 强度约
100Mpa冤袁总工期 140 天遥为满足业主进度及超
深桩施工要求袁 公司投入了 5台大型旋挖钻机袁
其中一台全新徐工 XR550D型旋挖钻机袁 是目
前国内较为成熟的最大型旋挖钻机袁该设备目前
已投入生产袁并取得了预期效果遥

除了投入精良尖端的大型设备外袁深圳分公
司能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袁不仅得益于中煤
江南多年来的经验总结和技术研究袁更得益于企
业担当尽责的服务精神遥守合同尧重信用袁一心服
务好客户袁精益求精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理念
是公司牢牢把握核心竞争力的秘诀遥

征程万里风正劲袁重任千钧再出发遥
机遇需要把握袁使命呼唤担当袁奋斗成就梦

想遥乘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东风扬帆启航的深圳
分公司袁必将在大湾区时代为总局和中煤江南的
高质量发展谱写出新的辉煌篇章遥

扬帆逐梦大湾区
要要要中煤江南深圳分公司立足先行示范区袁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阴 本报记者 叶 静 通讯员 史欣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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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袁 宁夏煤炭地质局
党委召开了 2020年全面从严治党工
作会议遥

会议传达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地
质局 2020年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
精神遥会议指出袁2020年袁局党委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袁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尧十九届四中全会尧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及自治区党委十二
届八次尧九次全会精神袁认真遵循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袁重点做好五个
方面的工作院 一是旗帜鲜明讲政治袁
推进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曰二是履行
政治职责袁坚决落实疫情防控和巡视
整改政治任务曰三是健全完善党建相
关机制袁 提高基层党建工作执行力曰
四是全面提升落实野三强九严冶工程
的持续性和规范性袁真正把基层党组
织建设成为推动发展的坚强战斗堡
垒曰五是切实为基层减负袁不断提高
服务职工群众的能力和水平遥

自治区地质局党委委员尧副局长
刘自俭出席会议并讲话遥他深刻分析
了当前宁夏局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

势新任务袁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尧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十
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袁持续推
动宁夏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
发展遥一是以政治建设为统领袁全面
落实从严治党责任袁旗帜鲜明地讲政
治袁 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
让正确的舆论导向贯穿到日常工作
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袁让职工群众真
正体会到党的建设所取得的成果袁真
正看到党员干部起到的模范带头作
用袁真正从心底里愿意支持领导班子
开展工作遥二是强化组织领导袁切实
压实党建责任袁严格落实基本工作制
度袁 创新推进党建 野品牌化冶野项目
化冶袁认真抓好巡视问题整改袁强化日
常检查考核袁 不断夯实党建基础袁努
力提升党建工作质量遥三是严格落实
叶党政领导干部选拨任用工作条例曳尧
严格落实党组织设置规定袁积极制定
出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培养机制和
举措袁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袁增强
创新活力遥 四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袁
筑牢防线底线袁营造全局上下风清气
正的良好氛围遥 穆静思

本报讯 4月 8 日袁 四川省煤田
地质局召开 2020年全面从严治党工
作会议袁 总结局 2019年全面从严治
党工作袁 研究部署局 2020年全面从
严治党工作遥

会上袁 局党委书记尧 局长刘荣
充分肯定了全局 2019年度党建工作
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遥 他指出 袁
2019年全局全面从严治党重点做到
了六个注重院 一是更加注重突出主
线曰 二是更加注重以支部为抓手曰
三是更加注重凝聚共识曰 四是更加
注重提升干部职工队伍素质曰 五是
更加注重正风肃纪曰 六是更加注重
以职工群众为中心遥

刘荣就抓好 2020年党建和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提出四点意见院 一是
要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尧 始终
做到 野两个维护冶袁 在从严从实中坚
定政治性曰 二是要坚持抓基层强基
础尧 抓重点带全局袁 在稳中求进中
提升工作的时代性曰 三是要聚焦聚
力发展尧 提升干部队伍素质袁 在服
务大局中体现整体性曰 四是要坚持

全面从严治党尧 提升治理能力袁 在
攻坚克难中彰显严肃性遥

会上袁 局党委副书记张成甫代
表局党委作工作报告遥 报告指出袁
2020 年将从三个方面做好党建和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院 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袁 把依规治党与依法治企相结合袁
提升治理能力和规范管理水平曰 提
升组织力袁 以高质量发展推动 野十
三五冶 圆满收官曰 强化监督执纪问
责袁 以推动规范管理把全局党风廉
政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遥

省纪委驻四川局纪检监察组副
组长王昕在会上指出袁 2020 年驻局
纪检监察组一要加强政治监督袁 深
入落实党的全面领导曰 二要做实做
深做细日常监督袁 健全完善监督体
系曰 三要加强作风建设袁 涵养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曰 四要保持惩治腐
败高压态势袁 一体推进不敢腐尧 不
能腐尧 不想腐曰 五要加强纪检监察
干部队伍自身建设袁 淬炼过硬政治
本领和业务能力遥

赵红梅

本报讯 4月 16日袁茅台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长高
卫东袁遵义市委常委尧仁怀市委书记黄兴文到中能化发
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仁怀有机高粱种植示范基地调研
指导工作遥

在中能化发展建设集团五马镇鱼孔村示范点袁高
卫东尧黄兴文一行详细了解了有机高粱种植的准备情
况袁参观了集团公司新建的育苗大棚袁强调高粱种植一
定要严格按照作物生长习性和用地养地相结合原则袁
科学安排前茬和后茬作物袁既要兼顾种植效益袁更要突
出高粱品质和基地长远发展遥同时袁要积极探索稳定的
利益链接机制袁通过采取野公司+农户冶或分红的形式袁

形成风险共担尧利益共享的农企双赢模式遥
在长岗镇堰头村示范点袁 调研组一行听取了集团

公司关于土地整治项目建设推进情况的汇报袁并对中
国煤炭地质总局批复成立中能化农业地质高科有限公
司袁 为仁怀地区有机高粱进行示范种植的做法给予肯
定和赞扬袁认为公司在土壤改良和科技研发方面确保
了有机高粱的质量和产量遥在长岗镇茅坡村示范点袁调
研组现场察看了正在建设中的晾晒及收储设施建设情
况袁现场观摩了机械化基地情况遥

高卫东与黄兴文等还就高粱产业发展和市场前景
等情况与现场人员进行了交流袁 强调仁怀农业要以有

机高粱种植与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为抓手袁 突出 野基
地+科技+营销冶等关键环节袁实施精细化管理尧科学化
运行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尧生产体系尧经营体
系和服务体系袁加大有机高粱宣传力度袁提升产品科技
含量袁增加附加值袁进一步做大做强农业产业遥同时袁仁
怀市要抓住机遇袁密切与中央企业的合作袁加快有机农
业加工产业集群发展袁强化服务企业的理念袁做好政策
导向及平台搭建袁围绕主导产业合理布局袁实现经济结
构转型升级遥

仁怀市政府尧茅台集团有关领导袁仁怀项目部尧后
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陪同调研遥 邓维良

本报讯 4月 10日袁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副
局长刘兴旺一行 12人赴河南省煤田地质局考
察交流遥

刘兴旺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河南局物测
队尧豫中公司袁了解了相关业务情况遥

双方就开展合作交流进行了座谈遥 会上袁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尧河南局局长王天
顺及副局长陈彦召介绍了河南局的基本情况袁
并重点对 2019年度工作亮点尧2020年工作规
划等方面作了详细介绍遥刘兴旺简要介绍了中
化局总体情况及在国土空间规划和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方面取得的工作成果遥双方还围绕科
技创新尧企业管理尧营销体系尧国土空间规划尧
信息化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袁并就在国
土空间规划尧信息化平台建设等方面的合作意
向进行了深入交流遥

中化局市场开发事业部主任黄永明尧综合
办公室副主任高璟琳袁中化河南地质局局长张
建军尧党委书记江新华袁中化地质研究院院长
顾强尧副院长刘军省袁河北地质勘查院院长车
延安袁中化明达数字科技渊北京冤有限公司总经
理宋颖超等一同参加了调研遥 任永健 宋颖超

4月 9日袁江苏长江机械化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的工人们袁在巢湖西北侧硬质
围堰外围夹角区域的水面上忙碌着袁一个直径 2米尧深度 70多米的深井正在紧张施工遥作为
野巢湖沿岸蓝藻臭味防控强化项目二期冶的施工单位袁长江公司严格执行当地疫情防控规定袁
在狠抓现场施工管理的同时袁注重与设计建设单位密切配合袁力争按照预定工期完成计划任
务袁助力深井压力控藻装备早日投入使用遥图为施工现场遥 杨宇光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截至 3月底袁物探研究院所属各
单位共组织复工复产项目 27个袁 疫情防控和
安全生产保持良好态势曰 所属地震事业部尧矿
井事业部尧河北分公司 3家单位累计落实合同
同比分别增加 141.47%尧791.8%尧957.08%曰河北
国合落实合同额完成一季度计划的 192.2%曰
物探研究所获得发明专利 1项袁软件著作权 2
项曰高新技术企业获批遥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消
息袁为全院加速转型升级尧提质增效注入了新
动力遥

一季度袁物探院地震事业部顺利完成刘庄
和恒源两个野外施工项目袁春节后签订的新项
目要要要8224大口径瓦斯抽排井施工工程袁2月
26日就开始进场施工袁快速的施工组织袁打响
了物探院对冲疫情影响的又一枪遥

2月 10日袁 物探院吹响了内业复工复产
号角遥 科研方面召开科技地质工作座谈会袁全
面部署今年科技地质工作袁 完成 12项院属科
研项目立项曰经营方面积极应对抓统筹尧主动
作为谋发展袁采取有力措施袁保证物探院整体
稳定运营曰管理方面袁野总部去机关化冶专项整
治效果显著袁部门间实现信息共享袁为基层减
轻负担袁管理下沉及时为一线解决实际困难和
问题遥

当前袁 物探院全体干部职工正与时间赛
跑袁 奋力打好疫情阻击战和生产经营攻坚战袁
向着全年目标奋进遥 牛云晴

宁夏局推动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四川局部署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物探院

一季度生产经营亮点纷呈

中化局

赴河南局开展合作交流

茅台集团尧遵义市委领导

到中能化发展建设集团高粱种植基地调研

近日袁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叶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曳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袁要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袁持续为基层松绑减
负袁让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遥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袁持续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
为基层减负工作的总要求是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尧三中尧四中全会精神袁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袁坚持标准不降尧
力度不减袁紧盯老问题和新表现袁全面检视尧靶向治疗袁加强源头治理和制度建设袁进一步
把广大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袁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尧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