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日前袁江苏地质矿产设计研
究院申请的野一种双层式预制混凝
土叠合板模具冶和野一种新型预制
混凝土叠合板模具冶两项实用新型
专利袁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专利证书遥两项专利将应用于装配
式叠合板的生产袁为装配式构件厂
提供一种叠合板生产的新模具袁能
够提高预制构件叠合板尺寸的精
准度袁解决混凝土叠合板成型后的
脱模问题袁简化脱模步骤袁提高生
产效率遥 吴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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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袁 国务院六部委联合印发
的 叶关于加快绿色矿山建设的实施意
见曳明确提出野实施百个绿色勘查示范
项目袁建立标准体系冶袁绿色勘查正式上
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袁 开始在全国展开遥
2019年袁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制定了叶山
东省绿色勘查技术要求渊试行冤曳袁要求
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袁力争实现找矿
和环保双赢的绿色勘查袁成为山东矿产
勘查领域的风向标遥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一队承担的首

个绿色勘查项目要要要单县张集煤矿 1
号陷落柱 T1-1探查孔袁 经过近 5 个
月的施工袁 目前已完成了野外勘探工
作遥整个项目严格按照绿色勘查技术要
求袁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绿色勘查工作模
式和技术标准袁为绿色矿产勘查树立了
榜样遥

转变观念袁树立勘查野全新标准冶
野以前我们在钻探施工前没有对耕

土进行剥离袁勘查结束后虽然对钻场泥

浆坑进行回填处理袁但下层生土和上面
的耕土混在一起袁不利于农作物快速恢
复生长力遥冶项目负责人王朔说遥

在张集煤矿 1 号陷落柱 T1-1 探
查孔绿色勘查项目施工现场袁可以远远
看到钻场整体布置井然有序袁各种设施
定点摆放袁 裸露的地表被防尘网覆盖
着袁 整整齐齐排列着的一袋袋耕土袁将
在施工结束后复垦使用遥

野绿色勘查这个全新的概念袁 是把
生态环境保护理念贯穿于勘查全过程尧
各环节袁对避免耕土层的破坏尧植被的
砍伐和土地污染尧噪声污染等提出了新
要求遥基于此袁我们对以往勘查过程进
行总结袁结合绿色勘查技术要求袁探索
出了勘查工作的新技术和新工艺遥冶孙
学启是一队资源勘查事业部部长尧高级
工程师袁他把自己当作施工队长袁直接
到一线指挥钻机生产遥

孙学启介绍说袁这次绿色勘查最重
要的是采用了环保型泥浆循环使用并
回收尧改传统柴油机为电动机等绿色勘

查技术方法袁既能满足勘查技术规范要
求袁又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或降低对生态
环境的负面影响遥

推进技术革新袁减少环境污染
在未实施绿色勘查的传统勘查钻

场袁 动力柴油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袁钻
场内的人员面对面交流都困难袁特别是
在夜间施工时袁噪声严重影响附近村民
的休息遥同时袁柴油机在负荷较大时袁由
于柴油燃烧不充分而冒出黑烟袁造成了
很大程度的环境污染遥

令人惊讶的是袁张集煤矿 1号陷落
柱 T1-1探查孔钻机声音并不大袁仔细
询问袁才发现电动机取代了传统柴油机
成为新的动力设备遥在距离井场 700米
左右的村庄袁 根本听不见钻机轰鸣声袁
避免了噪音污染袁而且电动机没有尾气
排放袁避免了空气污染遥

进入钻场袁 可以看到钻塔底座尧泥
浆材料存放场尧泥浆池尧废浆池等都铺
设了防渗土工布袁原本直接地挖的泥浆

循环槽袁也改成了铁皮槽遥
据了解袁 对泥浆池尧 废浆池及泥

浆循环槽等易发生泥浆渗漏的位置铺
设防渗土工布或用铁皮槽做防渗处理袁
防止了泥浆下渗造成的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袁 也避免了机器在使用和维修过
程中袁因为没有下表套固井造成钻井液
与浅层含水层接触泄漏的油料而污染
土壤遥

在泥浆工艺上袁 他们也进行了创
新袁 选用无固相或低固相的优质环保
浆液袁 使用钠基膨润土尧 腐殖酸钾尧
纤维素和食品级纯碱钻井液材料袁 控
制了 野三废冶 排放袁 有效避免了土壤
污染遥

坚持高标准袁促进治理规范化
野我们的绿色勘查项目摒弃了以往

耶先破坏后治理爷耶找矿成果至上爷 的传
统勘查方式和理念袁更好地践行尧融入
并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袁真正做到生态保
护与找矿成果两手抓两手硬遥冶 孙学启

介绍道遥
地质勘查工作结束后袁井场内开挖

的泥浆池尧 废浆池及钻井液循环槽袁都
是按后挖的土先填尧先挖的土后填的顺
序进行分层回填袁 对回填的土进行夯
实袁再把开挖前剥离的耕土均匀地覆盖
在回填的底土上面袁 保证覆土厚度在
30厘米左右袁 确保覆土厚度及土质能
满足农作物正常生长需要遥

对于施工场地和修建的 30米临时
道路袁他们也用中耕尧松土等方法进行
复垦袁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生态环境的负
面影响袁实施地质勘查全过程环境影响
最小化控制遥

单县张集煤矿 1 号陷落柱 T1-1
探查孔绿色勘查项目袁通过勘查过程管
理尧制度尧技术尧方法的创新袁为找矿工
作提供了前瞻性尧 辅助性的生态支持遥
一队以绿色发展理念为统领袁大力推进
地质勘查行业绿色转型升级袁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袁在创新中探索袁在探索中前
行袁走在了全省的前列遥

给钻场穿上绿装
要要要山东局一队绿色勘查项目探秘

阴 甘 芬

本报讯 5月 15日袁 中煤建工集
团有限公司组织召开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动员会议遥

会上学习了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叶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曳袁
动员部署了中煤建工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行动遥

会议指出袁 要坚持政治导向袁切
实领会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的政治意义袁把安全问题纳入施
工生产的各个环节遥 要坚持问题导
向袁夯实安全生产管理基础袁保证安
全生产责任制全面覆盖袁开展制度体
系上的整治优化遥要开展有针对性的
专项整治袁确保整治措施有效落地和
成果兑现袁为中煤建工高质量发展保
驾护航遥 要制订专项整治的量化目
标袁将各单位整治成果纳入安全责任

落实年度考核袁保证整治行动预期效
果的实现遥

会议强调袁要深刻认识专项整治
行动的内涵袁抓好安全生产问题隐患
清单这个野牛鼻子冶袁确保做到对症下
药遥 要抓好整治成果考核这个关键
点袁结合阶段性任务目标制订阶段性
考核措施袁一步一个脚印袁步步为营袁
确保行动达到预期目标遥 郭俊杰

中煤建工

动员部署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

近日袁安徽两淮地质基础工程公司中标淮北生物科技孵化基地渊二期冤
桩基工程袁合同价款 900多万元遥该项目是该公司与安徽金鹏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合作的第一个项目遥 工程采用静压法施工工艺袁 桩型号为
PHC-400渊95冤AB-C80袁工程量约 53000米袁合同工期 20天遥

陈 焰 李 娜 摄影报道

近日袁 陕西省一九四煤田地质有限公司承担的贯屯煤矿补充勘探项
目全面启动袁钻探作业有序开展遥项目设计工期 100天袁钻孔 24个袁累计
钻探进尺 9731米遥1个钻孔已完成钻探施工袁进尺 268米袁煤层采取率高
达 98%遥 李浩哲 摄影报道

为探查眉县城区地热资源赋存情况袁陕西省煤田物探测绘有限公司眉
县地热资源勘查二维地震数据采集工作正在有序开展遥项目采用两台大吨
位可控震源车激发袁灵活节点式地震仪集采数据袁作业人员夜间施工袁部分
干扰严重地段采取午夜零点后施工等措施袁确保原始资料质量遥

徐秋艳 摄影报道

青年人野如初春袁如朝日袁如百卉之
萌动袁如利刃之新发于硎冶遥他们既思想
活跃尧思维敏捷袁又观念新颖尧充满无限
热情袁对于热爱的事业富有激情遥在江
西省煤田地质勘察研究院袁有这样一群
朝气蓬勃尧勇于奋斗尧怀揣地质梦的青
年地质人袁地质勘查分院副院长李昌龙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遥

不忘地质初心

生长于农村的李昌龙从小就对自
然充满了感情袁2007年 9月袁他选择了
中国地质大学渊武汉冤的地质系遥野我在
农村长大袁能吃苦耐劳冶袁李昌龙对地质
专业的第一印象就是要能吃苦耐劳袁而
这一理念也牢牢刻印在了他的脑海里袁
成为他对自己工作的要求遥

进入大学后袁手拿地质锤的李四光
铜像袁遍布校园的化石群袁古老的地质
历史袁都让他对地质专业有了浓厚的学
习兴趣遥野在我们上课的必经之路上袁就
矗立着毛主席题写的耶开发矿业爷四个
大字遥冶李昌龙笑道遥随着学习的深入袁
他日渐沉醉于地质的魅力遥他说袁地质
是门大学问袁 搞地质就是要走南闯北袁
不见多识广怎么搞好地质遥从学习书本
知识袁聆听院士尧教授的知识讲座及他
们丰富的野外地质经历袁到野外地质实
习袁 李昌龙逐渐从象牙塔走入实践袁每
种矿石独特的地质成因袁 矿产的发现袁
都让他着迷遥

2011年 9月袁 李昌龙进入江西局
地勘院工作袁 参加的第一个项目是分
宜县山泗铁矿地质勘查遥 当时袁 他对
沉积变质型要要要野新余式冶 磁铁矿还不

了解袁 就一边查阅资料一边向前辈请
教袁 从岩芯地质编录袁 到定孔放孔尧
劈样取样尧 井下地质编录一样一样地
学遥野最开始对钻机一窍不通遥冶 李昌龙
苦笑道遥面对艰难的野开局冶袁他没有退
缩袁坚信只要肯吃苦就能学会遥山泗铁
矿初步估算资源量 1900万吨袁 达到中
型矿床规模袁山泗铁矿地质勘查不仅使
他积累了经验袁更让他第一次体会到找
矿工作的意义遥

保持学习恒心

野外地质工作虽然孤独袁 但充满
乐趣遥 李昌龙先后参与了中央地勘基
金尧 省地勘基金等十余个煤炭类地质
找矿项目袁为江西省探获多处煤炭后备
资源地遥 其中多个项目获得优秀级袁如
大江边矿区普查保有资源量渊333+334冤
1600余万吨尧 吉安天河煤矿新增后备
资源量 500余万吨尧宜春新田矿区预查
预测 334资源量 5000万吨等遥 在 2014
年全局第一届野老总带徒弟冶地质技能
竞赛中袁李昌龙凭借扎实的功底获得了
第一名遥

在地矿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袁地勘工
作转型升级势在必行遥为响应国家生态
文明战略袁近年来袁地质勘查分院逐渐
向非煤地质勘查和服务生态文明建设
领域转型袁不仅投入到农业地质尧扶贫
找水等行业袁还积极参与实施了一批高
岭土尧石灰岩尧页岩矿等社会地质项目袁
得到了业主的高度认可遥

让李昌龙印象深刻的是 2017年的
赣南 1颐50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
项目遥作为崇义片区负责人袁 他以身作

则袁 带领采样小组跋山涉水袁 每天早
出晚归遥野赣南项目是我们分院第一个
农业地质项目袁 意义重大遥冶李昌龙说袁
为了确保项目质量袁 项目部全体人员
提前参加了农业地质相关培训袁 但在
实际操作上袁 还是要野摸着石头过河冶遥
他一边潜心学习袁 不断充实知识储备袁
一边苦心钻研袁 在工作中一步一个脚
印遥 赣南项目有很多沟谷山林的路线袁
采样任务必须一天完成袁考虑到下山会
耽误几个小时袁大多数时候他和采样小
组带几个馒头就把午饭对付过去了遥项
目前后持续了一年袁圆满完成了南京地
调中心网格化采样的任务袁查明崇义地
区富硒土壤十余万亩袁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益遥

坚持工作细心

2012年袁 李昌龙被安排到崇义县
煤矿普查项目部锻炼遥 项目部地处山
区袁条件简陋袁经常没有手机信号袁饮水
只能靠溪流袁 但他二话没说就搬了进
去袁在项目部一住就是三个月遥简陋的
条件没有影响他的工作效率袁他每天步
行 4公里查看 3台钻机施工情况袁及时
反馈每天的进尺尧见煤预测尧取煤质量
和水文观测等信息袁最终完成了普查任
务遥崇义煤矿探获资源量 700余万吨遥

眨眼间 9年过去袁李昌龙依然保持
着吃苦耐劳尧 工作细心的原则遥2019
年袁他先后完成了地勘院首个非煤类省
地勘基金项目的立项尧设计工作袁参与
完成铅山县铅锌矿详查工作袁参加赣州
兴国花岗岩石材详查任务袁投入赣南扶
贫找水项目袁去年的中秋和国庆都是在

工地值守水文地质观测记录中度过遥仅
赣南扶贫找水项目一项袁就帮助当地青
塘中学 1.2 万名师生群众解决了饮水
问题遥

在一个个项目的锻炼中袁 李昌龙
也在逐渐成长遥 一次袁 李昌龙在野外
发现了崇仁县三山乡广泛发育一种大
小不一的柱状矿物袁 这引起了他的重
视遥野当时我判断这是红柱石遥冶 李昌龙
说遥对比崇义地区钻孔所见微晶红柱石
后袁他断定这里的红柱石矿发育良好且
有一定规模袁通过顺藤摸瓜袁最终成功
立项全院首个非煤炭类省基金项
目要要要崇仁县三山红柱石预查找矿项
目遥该项目地形复杂袁平均高差 400 余
米袁他要求项目组高标准尧严要求袁扎实
推进基础地质调查袁获得了项目监理的
高度认可遥目前袁项目已完成野外地质
调查和槽探工程施工袁2019 年 12月底
上马钻探工程袁有望成为全省首个大型
红柱石矿产地遥

勤勤恳恳地付出换来的是荣誉和
肯定袁 李昌龙获 2014年度江西省煤田
地质局 野劳动模范冶袁2013要2014 年度
野省直优秀共青团员冶袁2016年度 野江西
省优秀共青团员冶袁2019年度江西局野劳
动模范冶野优秀党员冶野先进工作者冶噎噎
天道酬勤袁 在向梦想前进的道路上袁李
昌龙始终保持着一颗不断学习和创新
的匠心袁用自己的拼搏和奋斗在平凡的
地质工作中闪光浴

匠心筑梦 不负韶华
要要要记江西局地勘院地质勘查分院副院长李昌龙

阴 邹雅思

音5 月 13要14 日袁 浙江煤炭
地质局召开了 2020年专业技术带
头人考核尧2019年科技项目结题尧
2020 年科技项目立项评审会议遥
会上袁局长尧党委副书记田招龙强
调袁要加快科技创新尧制度创新尧管
理创新袁 全面提升科创工作能力曰
要敢于担当袁真抓实干袁以实际行
动助力科创水平提升曰 要立足自
身袁扎根项目袁以实际成绩助推浙
江局科研能力提升遥 会议对 2018
年选聘的 6名专业技术带头人进
行了聘期考核袁 对 2019年实施的
科技项目进行了验收评审袁 确定
2020 年新立项 4 个科技项目袁局
支持科研经费 130万元遥 何 钰

音近日袁江苏中煤地质工程研
究院有限公司申请的野一种静力触
探深孔防斜孔装置冶发明专利通过
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核遥该项发明专
利将应用于静力触探原位测试试
验中袁能够更加准确地划分土层界
线深度和判定土类袁防止因钻探过
程中发生孔斜而造成静力触探数
据偏差遥 沈益明

音近日袁青海煤炭地质局岩土
公司成功申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监理乙级资质并取得证书遥该资质
的取得袁为岩土公司进军监理业务
市场袁将监理业务全面纳入公司产
业链提供了有力支撑遥 王晓英

音5月 7日袁 江西省煤田地质
局二二七队成功申报乙级房产测
绘资质遥该队将继续申请江西省工
程建设项目野多测合一冶中介服务
机构资格袁有效推进该队测绘产业
的发展遥 刘 鹏

音近日袁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五
队分析测试中心向 CMA 资质认
定评审组专家委员会提出参数扩
项申请并通过评审遥此次资质扩项
工作完成后袁分析测试中心已具备
建设用地土壤 82项尧地下水 89项
基本参数检测能力及 50余项其他
特征污染物的检测能力遥 付 浩

本报讯 近日袁中煤渊北京冤印务
有限公司通过工信部 叶信息化和工业
化融合管理体系要求曳渊GB/T 23001-
2017冤体系认证袁获得两化融合管理体
系评定证书袁 标志着公司在推进信息
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尧 一体化管理体
系建设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遥

两化融合是信息化和工业化的高
层次深度结合袁 是指以信息化带动工
业化尧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袁走新型工
业化道路遥 两化融合是 叶中国制造
2025曳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两化融合管理
体系是企业系统地建立尧实施尧保持和
改进两化融合过程管理机制的通用方

法袁覆盖企业全局袁并使其持续受控袁
以形成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所要求的
信息化环境下的新型能力遥

公司 2018 年入选北京市贯标试
点企业名单袁 通过将信息化与企业的
研发尧制造尧销售尧管理等各方面工作
深度融合袁 实现管理扁平化和制造智
能化升级袁优化实时数据库管理系统袁
完善生产数据的集成与统一管理袁实
时掌握装置关键工艺参数运行情况袁
增强了对异常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遥
公司通过规范和优化生产管理业务流
程袁提高了工作效率袁实现了管理精细
化袁提升了生产过程平稳运行水平袁增

强了可持续竞争优势遥
获得两化融合贯标认证袁 意味着

公司能在转型升级尧 智能制造尧 信息
化建设和创新创业试点示范项目中优
先获得工信部和地方项目资金支持遥
公司将以此次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认证
为契机袁 加快推动 野数字化转型冶袁
持续打造与公司战略相匹配的精细化
生产管控尧 科研创新尧 企业高效管控
等新型信息化能力袁 推动企业由传统
管控模式向一体化尧 数字化尧 智能化
转变袁 着力建设数字印务尧 智慧工
厂袁 为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提供新动
能遥 王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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