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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3月 20日袁 随着跨河大桥
的顺利贯通袁 由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承建的肯尼亚 C81公路项目鸣
金收兵遥 这是一场耗时近 5 年的荒漠
之战尧 攻坚战遥

战地荒

肯尼亚 C81 公路项目全长 135 公
里袁贯通加里萨郡与马多加希袁是改善
百姓出行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民生工
程遥业主要求该项目参照美国质量规范
标准建成一条精品公路遥2015年 11月袁
江西中煤中标该项目遥

项目位于肯尼亚东北省加里萨郡袁
当地属赤道荒漠地带袁 终年气候炎热袁
年均气温达 33益遥

当地居民多为索马里裔穆斯林游
牧民族袁 以宗族为划分界限袁 主要部
落和数个部落共存袁 常年发生部族冲
突和纷争遥 而项目正处于两个部族的
交界处遥

地理环境恶劣尧 文化价值不同尧风
俗习惯迥异尧语言交流不畅袁项目开展
困难重重袁安全形势复杂更成为施工的
头道难关遥之前袁有一家伊朗公司由于
此原因袁 仅修了 12公里就被迫放弃承
建该项目遥

项目经理戴隆沛带着几个小伙子
第一次站在这片土地上时袁 一脸茫然尧
陷入沉思遥

野既然站在了这里袁 再难也要啃下
这块耶硬骨头爷浴冶有着十多年海外施工
经历的戴隆沛凭着一股倔劲袁怀着选择
了就决不轻言放弃的信念袁带领大家说
干就干遥

成立安全领导小组袁建立安全应急
预警机制曰开展周密细致的安全教育培
训和心理疏导曰加强现场施工的安全技
术交底袁 安排专职安全员进行安全巡
逻袁并联系当地安保局袁尽最大努力加

强安全保障工作袁确保员工的人身安全
和项目财产安全曰一个月内完成了营地
建设遥

迅速建营地袁全力保安全遥这是项
目部打响攻坚战的第一个重要举措袁为
后续施工建设创造了先决条件遥

战石荒

碎石袁 是公路施工的 野主料冶遥 寻
找石料袁 看似是件平常事袁 但对 C81
项目来说袁 可谓 野一石难求冶遥

在 C81项目部袁 有一张圈圈点点尧
标记得密密麻麻的地图袁 这就是项目
寻找石料的 野作战图冶遥

起初袁 为了找到合格的碎石袁 戴
隆沛和商务经理张飞带着地勘专业的
同志每天驱车寻找袁 因勘察路途遥远袁
车子经常爆胎袁 总有几个夜晚不得不
在荒漠里度过遥 大家嘴里的 野寻石囧
途冶袁 以营地为中心袁 辐射周边 16 万
平方公里袁 几乎遍及肯尼亚近三分之
一的土地遥

野这里好像是玄武岩遥 冶在距离营地
175公里的伊索罗县波吉村地段袁 终于
有了野可靠冶发现袁大家为之一喜遥

经采样分析袁 岩石强度不够遥 戴
隆沛语气沉重地说院 野C81 的沥青混
凝土试块一定要 60益的水温浸泡 24小
时后进行压力实验袁 合格后才能达到
业主及监理所要求的强度遥 这样的石
头袁 根本不达标浴冶

无奈袁 戴隆沛只能带领团队重新
出发袁 踏上漫漫找石路遥

功夫不负有心人遥 项目部终于在
距离项目沥青搅拌站 500 多公里的地
方找到了合格的碎石场遥

野记不清打了多少个孔尧 挖了多深
的洞袁 也不记得多少次满怀希望袁 却
失望而归遥冶 想起当年找石的情景袁 项
目部的同志们不住地感叹遥

战水荒

2016年尧2017年袁连续两年雨季干
旱遥

物探打井勘查袁二三百米深的水井
不出水遥

地毯式探查打到了水袁但每口水井
一天出水量仅 150~180 立方米袁杯水车
薪遥项目施工再一次陷入了困境遥

野老天爷冶 似乎故意在考验 C81项
目部一班人遥

面对困境袁C81项目部的每一个人
都挣扎过尧犹豫过袁但最终都选择了激
流勇进尧逆行而上袁用一个个锦囊妙计袁
解决了一道道难题遥

科学设计施工路线图遥考虑到施工
原材料的运输方向及沥青混凝土须及
时到达各个施工点袁项目部以营地为中
心袁在项目 K46+000处建立沥青搅拌站
及碎石加工厂袁这样不仅可以及时接收
各处运来的原材料袁而且能够确保沥青
混凝土在 2小时内进行摊铺遥

细化时间节点任务表遥连续两年的
干旱和设备资源紧缺袁让项目工期滞后
了很多遥野要想赶上工期袁就必须逐一分
解目标任务袁定个小目标袁一步一个脚
印袁踏踏实实赶上去浴冶戴隆沛在生产调
度会上下了硬任务遥就这样袁项目部完
成了一个又一个 野小目标冶袁 从 0到 46
公里袁从 46到 103公里袁再从 103公里
到标尾贯通袁仅用了一年的时间遥

项目部还制定了野完成 100公里沥
青路面摊铺尧100公里基层尧100万方路
基填方冶的野三个 100冶计划遥

变废为宝增效益遥 考虑到设备材
料运输成本太高袁 戴隆沛决定改造利
用旧设备遥 他积极向国内有经验的机
械师傅咨询学习袁 成立了一个废旧机
器野改装小组冶遥从自卸车改装水车袁到
制造混凝土料斗尧 圆管涵钢筋笼模具尧
桥梁护栏防撞混凝土钢模和栏杆固定
支架等袁一件件野宝贝冶的诞生袁让旧设
备焕发了生机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C81项
目通过废旧机器改造袁自主制造加工桥
梁扶手尧 钢模等设备袁 节约成本约 600
万元人民币遥

2018年 3月袁C81项目所在地久旱

逢甘霖袁遭遇了 75年一遇的特大雨水遥
项目部当机立断袁采用雨季引流囤水的
方法袁将雨水引流储存袁加上水井的出
水量袁便可满足用水需求遥此举不仅让
阻碍施工的野水患冶迎刃而解袁而且解决
了当地居民的用水难题遥

项目部按照既定方案争分夺秒抢
进度遥路基施工尧碎石加工尧沥青搅拌尧
沥青路面摊铺等班组采用野白+黑冶工作
模式袁 仅用 8个月就完成了目标任务袁
在肯尼亚高速公路局当年所有在建项
目中施工进度和质量都排名第一袁得到
了公路局及当地政府的高度评价遥肯尼
亚总统乌胡鲁窑肯雅塔渊Uhuru Kenyat鄄
ta冤还亲临 C81项目袁 为项目摇旗鼓劲
渊下图冤遥

战野心荒冶
野通过解决就业尧 改善生活条件袁

实现民心相通尧 赢得当地百姓的理解
和支持袁 是项目成功的关键一招遥冶 戴
隆沛说遥

解决就业难题遥 项目在实施过程
中袁 为当地提供了 500个工作岗位袁先
后解决了 1000余人的就业问题遥 工人
们经过培训掌握了一技之长袁 成为施
工尧测量尧试验尧机修等方面的熟练工遥

为了鼓励当地工人积极工作袁项目
部制定了考核奖励机制袁 并给予表彰遥
2019年 12月袁 在项目部年终总结会议
上袁混凝土罐车司机皮特窑那姆余渊Peter
Namunyu冤把野先进工作者冶的荣誉证书
捧在胸前袁兴奋地说院野比起奖金袁这个
红本子更珍贵袁这是对我最好的肯定浴冶

野看到当地人都是在泥浆里舀水
喝袁我们于心不忍遥冶张飞说这句话的时

候袁眼角有些湿润遥在水资源匮乏的情
况下袁项目部坚持为当地居民运送生活
用水遥

2018年 5月袁项目部附近发生了一
起两车相撞的严重交通事故袁项目部立
即派出车辆进行救援袁和村民一起将受
伤人员送到 60 多公里以外的省医院袁
减少了人员伤亡遥2019年 10月袁当地一
名儿童走失袁项目部立即派车跟着村民
在周边找了两天两夜袁 最终找到了孩
子遥因为交通不便袁大家出入工地时袁经
常会搭载当地村民出行曰村民家里有人
生病了袁也时常会找项目部借车到镇上
去看病遥

真心换真心袁真情换真情遥几年的
风雨兼程袁让大家逐渐了解了这片神秘
的荒漠大地袁也让当地人对这群戴着安
全帽的中国人产生了钦佩之心遥不论是
提供就业袁还是捐资送水袁这些看似微
不足道的举动袁一点一点地打动了当地
居民袁最终汇聚成决胜荒漠之战的可靠
力量遥

2019年 1月 20日袁 一群不明身份
的持枪分子袁企图闯入项目部袁并和营
地警察发生交火遥 当地村民得知消息
后袁第一时间告知项目部袁为做好安全
防御措施赢得了宝贵时间袁避免了人员
伤亡遥

项目施工后期袁村民们时常与项目
部人员聊天交流袁 但凡有聚会节庆袁都
会热情地邀请他们参加遥

野没有后不后悔袁只有值不值得遥对
参与 C81项目的每个同志而言袁这是一
笔宝贵的人生财富浴冶戴隆沛如是说遥项
目完工后袁 大家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
地遥C81项目部全体成员用青春和热情
打赢了这场荒漠之战尧决胜之战遥

本报讯 6月 26日至 27日袁 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安徽省汽车技术项目
选拔赛在项目集训主基地安徽机电技
师学院如期举行遥此次竞赛由安徽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袁蚌埠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遥来自全省 5所
院校的晋级选手经过 3个多月的在线
训练尧 集中训练与定点训练后齐聚蚌
埠袁进入了野五选一冶选拔赛遥

本次竞赛主要任务是按照第 46届
世界技能大赛相关竞赛规则和技术文
件要求袁选拔出最优秀的选手代表安徽
省参加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
赛遥为确保比赛公平公正袁竞赛所有裁

判全部由蚌埠市人社局从外省世界技
能大赛国赛裁判专家库中邀请遥选拔考
核试题由裁判长组织裁判员参照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技术标准命题遥

野全体选手袁比赛开始浴冶上午 8时袁
随着裁判长一声令下袁4个竞赛模块参
赛选手立即投入紧张的比赛遥他们要在
规定时间内独立轮流完成发动机管理尧
车身电气尧汽车底盘尧发动机机械 4个
模块的实际操作考核内容袁 每个模块
1.5小时袁整个竞赛持续 9个小时遥比赛
分 6组进行袁选手们神情专注袁沉着应
战袁严格按照比赛规程袁娴熟流畅地完
成每一个动作要领遥 在炎热的天气里袁

他们顽强拼搏袁挥汗如雨袁即使汗水浸
透了衣衫也浑然不觉袁展现了当代青年
技工精益求精尧 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遥
其间袁参赛院校尧领导尧领队尧指导老师
一并进行了现场观摩遥

作为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技
术项目安徽省集训主基地袁安徽机电技
师学院对本次选拔赛工作高度重视袁在
蚌埠市人社局领导下袁专门制定了集训
选拔赛实施方案袁 成立了考核领导小
组袁下设办公室尧竞赛裁判组尧竞赛保障
组尧 后勤服务组和竞赛监督仲裁组袁具
体负责本次选拔赛赛场尧比赛设备及相
关考务工作的准备工作遥 董兰标

安徽机电技师学院

承办第 46届世赛汽车技术项目省级选拔赛

野在疫情对经济发展造成冲击的大环境下袁 我们更要
珍惜每一个发展机会袁努力做好每一个项目袁给甲方交一
份满意答卷袁才有可能在当前愈加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耶夺爷
得下一次耶答题机会爷遥冶这是陕西煤田物探测绘有限公司
榆林可可盖煤矿首采区三维地震勘探项目人员的普遍认
知和共同心声遥

可可盖地区位于黄土高原上的毛乌素沙漠南缘遥2019
年年底袁陕煤地质物测公司凭借软硬件实力及以往在该地
区施工的良好口碑一举中标此项目袁但因疫情影响袁今年
4月 17日才开工遥因地处沙漠边缘地带袁勘查区涉及村庄
较多袁沙地尧农田尧房屋纵横交错袁还有未知的地下水管尧坟
地等众多障碍物袁 所以变观工作就成为决定项目效率高
低尧质量好坏的关键环节遥野规划好每一个点位尧精细每一
道工序袁是技术人员应尽的义务袁也是整个项目顺利与否
的关键袁不能有丝毫马虎遥冶项目技术员侯丁根说道遥

为最大限度保证变观后地震资料的采集质量袁项目技
术人员赶往工区后袁通过软件模拟尧实地踏勘尧询问当地住
户等方式精确了每个障碍物的坐标袁确保了变观的合理性
和准确性袁 也为把握好激发点的安全距离提供了可靠依
据遥可可盖地区正值农忙袁如何平衡好施工与农户的切身
利益是变观工作顺利进行的关键点遥项目人员每日挨家挨
户上门沟通袁以契合点为突破口袁结合国家大政方针和当
地经济发展政策袁动之以情尧晓之以理袁在达成共识后制定
当天可行施工方案袁并要求项目人员每日必须保质保量完
成作业任务袁全力保障项目施工进度遥

凭借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扎实的工作作风袁仅用 21天袁
项目人员就高质量尧高效率尧高标准完成了外业施工任务袁
项目单日最高生产物理点 512个袁勘查区目的层反射波清
楚连续袁资料采集质量良好袁获得了甲方一致好评遥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袁项目投入使用了 7Hz检波器袁大大加快了地
震放线速度袁推进了项目进度袁提高了勘查区多煤层的反
射波接收效果遥目前袁项目外业施工已全部通过验收袁正在
有条不紊地进行资料处理与解释工作遥

在
沙
漠
中
奋
力
前
行

昨
昨昨
陕
煤
地
质
物
测
公
司
榆
林
可
可
盖
三
维
地
震
项
目
侧
记

阴

王
鹏

侯
丁
根

近日袁第一勘探局局长冀涛尧副局长左明星带领安全管理人员袁先后到子弟
学校幼儿园尧 地理信息分公司房屋不动产登记项目尧 光华公司恒大城市之光项
目尧华辰公司共享实训基地项目开展安全督导检查遥检查组一行检查了各项目疫
情防控尧安全管理尧设备管理尧环保管理尧应急管理尧现场施工尧食品安全等方面的
情况袁并结合近期安全形势袁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再部署遥 郝志辉 摄影报道

音近日袁经过中国企业信用联
合评价中心严格审核袁陕西盾实人
防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凭借资质完
备尧财务状况良好尧信用条件优秀
等多项优势袁 顺利通过 AAA级信
用等级延续认定遥 任鹏涛 袁 刚

音福建省东辰建设工程集团
及其下属东辰市政公司经过半年
的监审与复评袁于日前获得中质协
质量保证中心颁发的野质量尧环境
和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冶三大体系
认证证书袁 为公司树立企业品牌尧
实现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根基遥

刘晓茹 郭洪良

音6月 20日至 21日袁 河南省
煤炭地质勘察研究总院资源与环
境检测中心顺利通过河南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组织的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扩项现场评审遥本次扩项
新增检测参数 451个袁环境类参数
主要为水和土壤中的有机污染物袁
新增区域地球化学样品类别遥目
前袁 该中心通过资质认定参数达
1100余项袁涵盖水和土壤及区域地
球化学样品中绝大部分检测参数遥

曲亚辉 卢婷婷 石勇丽

音近日袁江苏煤炭地质勘探二
队与徐州大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关系协议遥双方将深
入开展防治水区域治理注浆加固尧
定向钻探尧地质灾害治理尧生态环
境治理修复尧 煤矸石处理离层注
浆尧 地球物理勘查等方面的合作袁
以具体合作项目为抓手袁发挥协同
效应袁联合破解发展瓶颈袁努力实
现互利共赢和高质量发展遥

刘小艳 罗 霞

音近日袁江苏中煤长江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最新研制的无抗饲料
首批产品开始生产并投放市场遥无
抗饲料也被称为生物饲料袁不含抗
生素袁环保无公害遥该公司去年开
始着手无抗饲料研制准备工作袁经
过调研尧原料筛选尧配方实验尧产品
小试和中试袁研发部门相继完成产
品标准制订尧产品定型设计尧原料
标准修订和工艺参数制订等程序袁
试点示范推广工作正在由点到面
逐步展开遥 陈宏伟

音近日袁中煤地质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益而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野净筱冶 系列化妆品面膜新品要要要
胶原蛋白保湿面膜和胶原蛋白集
萃舒缓面膜研制成功并上市遥益而
康公司将继续加大科研力度并深
耕医学美容方向袁 开发新产品袁满
足市场需求遥 李 崇

跨河大桥贯通

肯尼亚 C81公路项目实景

近日袁 国家防总山东省防指防汛
抢险联合应急演练在滕州市马河水库
举行遥 枣庄市矿山钻探应急救援队应
邀参加了 野坝前截渗和坝后倒渗冶 科
目演练遥 演习模拟汛期淮河流域普降
大暴雨袁 水库大坝出现隐患袁 救援队
在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达的指示后
迅速行动袁 利用数字双频水下侧扫声
呐对水库堤坝进行勘查袁 发现大坝局
部出现裂隙袁 并将险情及时报告防汛
指挥部袁 为指挥部进一步作出对坝体
实施截渗抢护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遥
这是枣庄市矿山钻探应急救援队参与
应急救援行动的一个缩影遥

加强队伍建设 提升能力

枣庄市矿山钻探应急救援队成立
于 2016年袁 是依托山东省煤田地质局
第一勘探队建立的一支人员精干尧 设
备精良尧 技术精湛的市级矿山钻探救
援队袁 是省内首支专业矿山钻探应急
救援队遥 队伍按中队规模组建袁 下辖 3
个分队袁 分别是 2个地面快速钻探应急
救援分队和 1个井下快速钻探应急救援
分队袁 建制 65人遥 拥有进口 RD20车
载钻机尧ZJ50/3150L 钻机尧RT30/1700J
钻机尧海洋地质勘查设备等各种专业配

套的先进设备 200余台 渊套冤遥
近年来袁 救援队不断加强业务水平

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袁 健全应急队伍管
理体系袁 完善经费保障机制袁 加大硬件
设备投入袁 不断提高应急救援专业化水
平袁 努力实现从单一灾害救援向多种灾
害救援转变袁 多次获得省政府尧 省应急
管理厅的嘉奖袁 用责任和担当打造出一
支让政府放心尧 让人民满意的救援 野铁
军冶遥

煤矿应急救援 勇于冲锋

2018年 9月袁济宁市某煤矿发生井
下突水险情袁 随时有淹没矿井的危险遥
接上级命令袁救援队立即组成应急救援
分队袁携带设备尧物资第一时间赶往事发
地参加应急救援遥 经过 68天的连续奋
战袁克服了雨季施工和地质复杂等困难袁
完成了 2个注浆钻孔的施工袁 注浆 12
次袁累计注浆量 2.19 万立方米袁圆满完
成抢险救援任务袁为矿方挽回直接经济
损失上亿元袁 得到了省应急管理厅尧驻
地政府及矿方的高度认可遥

2018年 11月袁 菏泽市某煤矿发生
井下透水事故遥 接到紧急命令后袁救援
队连夜组织专家尧技术人员及装备紧急
驰援遥 到达现场后袁经过实地踏勘尧冒落

区研判尧现场布井等一系列准备袁第一时
间立架开钻遥 队员们克服天寒地冻和高
负荷连续工作等困难袁用时 86天圆满完
成应急抢险救援任务遥

近年来袁救援队先后承担了野12窑25冶
平邑石膏矿坍塌事故救援袁 黄河水上搜
救袁 内蒙古鄂尔多斯尧 乌海煤矿井下突
水袁菏泽市尧济宁市井下透水尧火灾等多
项抢险救援任务遥

地质灾害防治 靠前服务

2019年袁强台风野利其马冶在山东省
沿海登陆袁给多个城市带来大量降水袁并
造成严重地质灾害隐患遥 救援队第一时
间启动应急预案袁 主动与自然资源部门
联系袁 派出工作人员到枣庄市内各县区
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实地勘查袁指导受
地质灾害影响区域的市民安全转移袁为
当地政府部门预防地质灾害提供意见建
议遥 台风过境期间袁 技术人员和应急车
辆全部到岗到位袁24小时待命袁 随时应
对处置突发地质灾害袁确保了应急工作
高效运转袁 获得了驻地政府和人民群众
的一致赞许遥

服务民生找水 主动担当

2019年 11月袁 在获悉滕州市羊庄

镇杨坡村百姓吃水难尧灌溉难的消息后袁
救援队勇担社会责任袁靠前服务尧主动担
当袁专题研究钻井引水方案袁组织精干力
量施工袁短短两天时间袁便打出一口日出
水量 2000立方米的爱心水井袁并安装了
水泵及供水配套设施袁 结束了杨坡村
60%以上的耕地无法实现水浇尧 靠天吃
饭的历史袁 为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
提供了水源保障遥

人员应急搜救 不怕危险

险情就是命令袁救援就是责任遥2017
年 1月袁 救援队接到黄河水利委员会求
助电话袁 帮助搜救一名不慎落水失踪的
工作人员遥 该队第一时间派出专业救援
小队袁 携带先进的水下侧扫声呐等设备
前去救援遥搜救人员克服了天寒地冻尧水
流湍急尧雾大能见度低等困难和危险袁以
不怕苦尧 不怕累的精神和严谨细致的工
作作风袁 对沿河 10余公里近 50万立方
米的水下空间进行了搜寻袁 按时完成救
援任务袁 得到了黄河水利委员会领导和
干部职工的一致认可袁 用实际行动擦亮
了野鲁煤地勘一队冶品牌遥

担当作为保民生
要要要记枣庄市矿山钻探应急救援队

阴 付 婷 梁兴光

音近日袁由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组织专家评选的野首批全省绿色勘
查示范项目冶结果揭晓袁山东省煤
田地质局野山东省禹城市李屯地区
铁矿普查 渊续作冤冶野昌乐县浅层地
温能调查评价冶野山东省莱芜市任
家庄地区金矿调查评价冶三个项目
入选创建名单遥三个项目分别由山
东局研究院尧三队和地勘集团泰山
公司承担遥 赵 欣 朱东岳

决胜荒漠之战
要要要江西中煤肯尼亚 C81公路项目侧记

阴 陈秀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