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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袁 第二勘探局中煤
渊北京冤 印务公司取得中国印刷科学
技术研究院颁发的 野C9 资质企业冶
证书袁 成为全国印刷界第 16 家通过
认证的企业遥

C9 是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院
自主研发的一套对标国际尧国家标准袁
适应中国国情袁面向印刷尧表面整饰与
印品成型全过程控制与评测的印品整
体质量评价体系袁 在 2018年 10月举
办的第七届中国国际全印展上首次发
布袁是国内印刷行业更高规格尧更加全
面的第三方评定体系遥

为确保通过审核袁 印务公司组织
专项团队负责相关工作袁 严格按照该
评价体系标准进行内测袁从印前数字尧
制版到印刷袁 以及生产现场环境进行
了多次技术校准和测试袁 通过严控车
间温湿度尧调整印刷机相关系数尧多次
打样校准袁最终达到评价体系要求袁顺
利取得证书袁成为 C9新成员遥

此次 C9资质认证的获得袁有力证
明了印务公司在印刷技术标准化尧产
品质量与服务体验上达到了更高水
平袁 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劲动
能遥 郑函云

二勘局印务公司成为 C9新成员

本报讯 7月 10日至 12日袁以野加
快科技创新袁引领高质量发展冶为主题
的 2020 陕西国际科技创新创业博览
会在西安举行遥 航测遥感局航摄工程
分公司以野智能交互与展示冶为主题首
次参展袁人机交互尧飞览实景三维及瞰
清西安高分影像等产品纷纷亮相袁全
面展示了公司在数字孪生建模方面的
实力袁引来客商友人驻足观看遥

航摄工程分公司是航测局旗下专
业从事测绘航空摄影的高科技单位袁
是我国成立最早尧 规模最大的测绘航
空摄影单位之一袁 致力于为客户的各
种地理信息应用需求提供完善尧 高效
的野一站式冶测绘航摄解决方案遥公司
先后在航摄技术领域创造了多项全国
第一袁获得各种奖励数十项遥

近年来袁 航摄工程分公司开启全
新转型升级模式袁加大技术创新袁开发
了飞览实景三维地理信息平台袁 合作

研发了实景建模与展示系统遥 今年 5
月袁 对西安进行了高分辨率影像的获
取遥此次参展袁航摄工程分公司带来了
新产品要要要人机交互尧 飞览实景三维
及瞰清西安高分影像等袁 展示了在数
字孪生建模方面的实力遥 客商友人盛
赞人机交互尧FlyView软件关键技术的
新颖性和瞰清西安航摄项目的前瞻
性袁纷纷表达了合作意向遥

据了解袁 陕西国际科技创新创业
博览会是陕西省主动融入野一带一路冶
建设袁 为产学研机构和企业搭建的一
个将创新成果产业化的平台袁 是中国
西部影响力较大的行业盛会袁 共有来
自 17个国家和国内 23个省市组团参
会袁众多知名企业和高校参展遥大会已
成为展示科技成果尧 推动科技创新合
作尧共商共建野一带一路冶科技交流合
作的平台遥

郝伟姣

航测局产品硬核亮相陕西科创会

5 月的石竹山郁郁葱葱袁 几座山
头形状奇特袁 巨岩壁立袁 势欲倾倒袁
苍树翠竹点缀其间袁 层层烟岚飘飘忽
忽遥 而在大山深处有着这样一群地质
勘探工作者袁 他们放弃了城市的喧嚣袁
整日奔走在群山之中袁 默默奋斗袁 在
实干中挥洒汗水袁 在奉献中砥砺前行遥

4月 22日袁 根据江西省地质勘查
基金管理中心要求袁 江西省煤田地质
局二二四队新余市渝水区石竹山-上高
县樟木桥矿区里坑矿段硅灰石矿勘探
详查项目再次增派任务袁 项目钻孔数
达 48 个袁 钻探工作总量达 26960 米袁
要求 6 月中旬完成野外勘探工作袁 8
月底前提交勘探报告遥 巨大的工作量
和紧迫的时间像一座大山压在了二二
四队地勘院职工的肩膀上遥 为了保质
保量地完成硅灰石项目袁 该队地勘院
全体出动袁 调动一切资源袁 前往硅灰
石项目增援袁 力求在 8 月底前提交一
份优质的勘探报告遥 一场艰苦卓绝的
大会战就此拉开了序幕遥

陈小明院 这个项目关乎二二四队
的未来袁 全体党员要带头往上冲遥 年
近六旬的陈小明将在年底退休袁 为了
二二四队地勘转型袁 他毅然带领地勘
院的年轻人来到这个偏僻的小乡村遥

野党员就要干出党员的样子袁 不怕苦不
怕累才能干好野外工作遥冶 在地勘院日
常工作总结会上袁 陈小明严肃地说道遥
作为地勘院党支部书记和项目部经理袁
他坚持以身作则袁 为其他党员和职工
作出表率遥 他每天与年轻职工同吃同
住袁 一起上工地袁 前往各个钻机实地
了解情况袁 根据遇到的各种情况合理
调整钻机安排袁 力求在保证工程质量
的前提下袁 不断加快野外勘探进度遥
每当上了工地袁 陈小明就立刻变得神
采奕奕袁 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花甲之
年的老人遥 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袁 带
领地勘院全体党员冲在最前头袁 发挥
着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支部的战
斗堡垒作用袁 为地勘院其他职工指明
了方向遥

陈铖院作为技术负责人袁深知责任
重大遥陈铖深知硅灰石项目关乎全院地
勘转型的成败袁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项目
上袁必须有过硬的本领袁才能扛起地勘
院技术人员的大旗遥 为此袁他积极地向
老地质工程师请教袁从硅灰石预查到普
查再到详查袁他都努力发挥着自身的作
用袁并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袁发现问题尧查
找不足袁不断提升自己遥在他看来袁作为
一名年轻党员袁必须有奉献精神袁唯有
比其他职工做得更多袁 才能树立起榜
样遥 为此袁体形偏胖的他白天坚持和其
他技术人员一起袁在石竹山中进行野外

填图袁确保填图的准确性袁晚上加班加
点处理数据袁为第二天的技术工作做好
准备遥 他时刻牢记自身肩负的重担袁一
刻也不敢松懈遥

成绪光尧董兴院当天的事当天做完袁
晚点儿吃饭有啥关系遥在硅灰石项目上
有这样一个老少组合袁 由 58岁的地质
高级工程师成绪光和 31岁的年轻地质
技术人员董兴组成袁他们主要进行水文
地质调查遥野工作严谨袁一丝不苟冶是董
兴对成绪光的评价遥 别看他岁数较大袁
干起活来却不含糊袁刚到项目部他俩就
下了四次矿井袁进行坑道素描袁调查岩
溶裂隙尧矿石岩性遥矿井巷道近两米高袁
内部漆黑潮湿袁时常有水洼遥两人穿着
工作服尧胶鞋袁带着手电筒等工具穿梭
在狭长的矿井内袁每次下矿井都要小半
天遥漆黑狭窄的坑道阻碍不了他们前进
的步伐袁每一份矿井资料的背后都是两
人辛勤的汗水遥有一次袁临近晚饭时间袁
得知还有三个泉点没测完袁两人立刻拿
起三角堰尧 温度计尧GPS和卷尺等工具
前往泉点遥5 月的石竹山阴雨绵绵袁上
山的路坡度较大且格外泥泞袁单位的皮
卡车开着四驱都爬不上去袁两人只好中
途下车徒步上山遥半小时后袁他们终于
赶到了泉眼处袁两人一边用三角堰和卷
尺测流量袁一边用温度计测水温袁并用
相机和 GPS记录好位置及各项水温参
数遥两人娴熟配合袁不久便完成了各项

工作遥当他们回到项目部时袁天色已黑遥
罗亮院一切钻探工作都是为了更好

地服务于地质遥罗亮是硅灰石项目部安
全生产负责人袁主要从事钻机生产施工
的管理和安全隐患排查遥他是一名刚入
党的新党员袁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代
表着党员的形象遥为了发挥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袁他坚持每天前往工地查看钻
机施工袁为其他职工树立了榜样遥钻探
工程专业出身的他很清楚袁只有通过规
范的钻探施工才能取得准确的地质资
料袁为此他奔走于各个钻机之间袁时而
处理钻机施工故障问题袁时而去钻机上
测量孔斜袁 时而进行钻机之间的调度袁
排查钻机存在的安全隐患袁哪里出现问
题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遥正是因为他的
不断努力袁 各个钻机施工趋于规范化袁
有效地保证了岩芯鉴定员记录到准确
的一手资料遥

邓秋林院不能放过一个细节袁确保
地质资料的准确性遥作为一名岩芯鉴定
员袁细心谨慎一直都是邓秋林做事的准
则遥在 ZK601钻机上袁钻机已打至 450
米深袁 钻机工人报告岩芯已见花岗岩袁
要结束钻探遥出于谨慎袁他还是不厌其
烦地跑上山进行确认袁 通过细心观察袁
他发现袁虽然岩芯打出了花岗岩袁但并
不完整袁 中间还夹杂着少量矽卡岩遥出
于对工作的严谨和负责袁他要求钻机再
打两个回次袁等见到完整的花岗岩岩芯

再结束钻探遥正是因为有他这样谨慎细
心的鉴定员袁二二四队才能在多年前发
现硅灰石矿袁开启地勘转型的新篇章遥

钟文龙院晚几天回家没关系袁一切
要以大局为重遥钟文龙也是一名岩芯鉴
定员遥 因为项目工期紧袁 每个岩芯鉴
定员至少要负责三台钻机遥各钻机均位
于高山之上袁 连日来细雨绵绵袁 道路
泥泞袁 车开上不去袁 他只得沿着蜿蜒
曲折的山路徒步前往袁三台钻机间来回
要一个小时袁使得记录岩芯信息的时间
更为紧张遥他原本和妻子约好下班后一
起回新余袁但是由于工作太忙袁爬山和
录入岩芯信息等工作用时较长袁他错过
了 17点 30分的最后一趟班车袁只得放
弃计划待在项目上遥本以为钟文龙会因
此情绪低落袁他却显得十分坦然袁野晚几
天回家没关系袁一切要以大局为重遥冶平
淡的话语袁流露出的是为单位无私奉献
的精神遥

在这场大会战中袁活跃着一个又一
个身影袁他们或年长或年少袁或是党员
干部或是普通职工遥他们传承着地质之
魂袁用野三光荣冶精神鞭策自己袁全心全
意为地质事业作着贡献遥野苦心人天不
负袁卧薪尝胆袁三千越甲可吞吴遥冶相信
在地勘院职工的努力奋进之下袁在二二
四队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之下袁这场硅
灰石大会战一定能够打赢袁为该队地勘
转型书写新的篇章遥

人生因奋斗而精彩
要要要江西局二二四队硅灰石项目大会战队员素描

阴 熊子欣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袁中煤长江
基础建设有限公司岩土分公司积极做
好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工作袁努力克服
疫情管控结束后项目扎堆尧施工队伍紧
张尧跨区域施工手续繁琐等困难袁未雨
绸缪尧谋定而动袁努力将疫情带来的影
响降到最低袁取得了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野双胜利冶遥

审时度势 抢占先机

在疫情管控期间袁岩土分公司通过
电话尧邮件及现代社交工具不间断同合
作客户沟通袁 充分掌握客户工期计划尧
生产防疫要求袁 并积极采购防疫物资袁
稳妥安排职工陆续到岗遥

在谋划项目节点尧 施工队伍的同
时袁公司充分解读国家政策袁将市场开
发重点放在新基建项目上袁利用原有经
营网络和资源袁 不断拓展新基建领域袁
陆续承接多个项目遥

3月初袁公司收到中铁四院邀请袁参
与新建铁路莱西至荣成铁路项目定测
投标遥在前期研判和不断努力下袁公司
充分调查市场袁 搜集掌握场地地质情
况袁分析工程难点袁梳理投标要求细节袁

精心准备遥功夫不负有心人袁公司成功
拿下莱荣铁路一个标段工勘施工袁该标
段线路总长 21千米遥 公司还在年初中
标了淮阜铁路一个标段工勘施工遥

运筹帷幄 排兵布阵

在淮阜尧 莱荣铁路工勘施工动工
前袁岩土分公司积极筹划袁组建项目部袁
选派精兵强将组成突击小组袁迅速投入
战野疫冶复工遥

淮阜铁路工勘施工时正值麦收季
节袁青苗赔偿问题突出遥项目部充分调
查袁在做好成本测算前提下袁提前到地
方同政府尧村委会沟通袁做到赔偿到村
到户到人遥莱荣铁路沿途丘陵尧沟壑较
多袁岩石出露尧硬度高袁水源匮乏袁工点
到位尧运水线路是项目前进道路上的拦
路虎遥项目部科学选择路线袁将问题一
一化解遥

两个项目工期重叠袁现场管控难点
多尧工期紧尧业主要求高袁公司充分调配
资源袁选配具有丰富技术和管理经验的
人员担任项目经理袁明确责任尧明确奖
惩袁充分激发项目人员积极性遥经过精
心统筹谋划袁两个项目工程如期完成进

度袁严格兑现投标承诺袁充分展现了中
煤长江基础公司的诚信和实力遥

勇于作为 无怨无悔

疫情防控期间袁项目部每日定时消
毒尧测量体温袁做到吃饭不聚集袁严格防
控疫情遥

相比传统勘察项目袁铁路工勘工期
紧尧任务重尧要求高遥比如袁进尺误差要
小袁全取芯尧摆样拍照尧全程录像噎噎为
打赢这场硬仗袁 项目部人员不惧挑战袁
斗志昂扬袁相互配合袁几乎每天都是凌
晨十二点以后休息袁 早上六七点出发袁
白天外业管理尧收集土样袁晚上整理资
料尧绘制图表袁总结汇总袁分析研判问
题袁为项目顺利完成奠定了坚实基础遥

项目施工期间袁 有员工 70岁的老
父亲被电动车撞倒袁膝关节大面积开放
性创伤曰有员工家属突发急性阑尾炎住
院袁两个年幼的孩子无人照料噎噎他们
都是将手中的工作交代清楚后匆匆赶
回家中袁仅向公司请了一夜假遥第二天
一早袁他们坚韧的身影已经出现在项目
工点上袁迎着朝阳尧踏着露珠袁开始忙碌
新一天的工作遥还有一名员工袁在淮阜

和莱荣铁路工期重叠时袁来回奔波于两
个项目部袁成为公司今年出差时间最长
的员工遥

淮阜铁路施工现场袁几个标段同时
施工遥负责标段巡视的监理最常说的一
句话是院野都像你们长江公司施工的这
个标段一样袁 我们的工作就轻松多了袁
你们就是整条线上的标杆浴冶 莱荣铁路
工勘项目中袁因岩土分公司项目部施工
进度快尧质量高袁业主验收一度跟不上
项目部的施工节奏遥 项目部几经努力袁
主动要求业主为该标段增加监理袁加快
施工验收进度遥 项目部成员的拼搏奋
斗尧尽职尽责袁得到了业主尧监理方的认
可袁为后续持续深入合作奠定了基础遥

经过近 2个月努力袁淮阜铁路 2标
先行段尧莱荣铁路 2标段圆满完成工勘
施工袁线路累计长度约 51千米袁总进尺
20000余米袁顺利通过业主尧监理验收袁
并获一致好评袁树立了良好品牌形象遥

在市场这个无形的战场上袁岩土分
公司淮阜尧莱荣铁路项目部全体成员团
结一致尧攻坚克难袁拿出敢于亮剑的精
神袁举起国企担当的战斗旗帜袁用实际
行动擦亮了野中煤长江基础冶品牌遥

利刃出鞘 亮剑今朝
要要要中煤长江基础公司岩土分公司淮阜尧莱荣铁路项目抗疫复工纪实

阴 吕治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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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排查袁严整改袁筑牢安全生
产红线

当前袁野生命至上尧安全发展冶已成
为最广泛的社会共识遥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野从根本消除事故隐患冶的重要指示
精神袁更好地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叶全国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曳中全
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要求袁总局结
合安全生产风险特点和工作实际袁制定
印发了叶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
施方案曳叶安全生产责任制 渊试行冤曳袁确
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袁为企业高质
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遥

在做好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的同时袁
总局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袁
采取分区分组的方式袁对全局范围内所

有重点施工项目尧 工业园区等进行全
面检查遥 重点检查了安全生产责任制
落实情况袁隐患整改尧安全教育培训尧安
全保障措施等方面的工作袁采用野四新冶
技术的施工项目袁夏季野四防冶安全应急
预案尧现场处置方案及应急预案演练情
况等遥

野安全生产月冶 活动中袁 总局副局
长尧党委委员尧安委会副主任潘树仁亲
自带队袁对中能化江苏矿山生态研究院
有限公司尧江苏长江地质勘查院兴化干
热岩施工项目尧江苏远方动力科技有限
公司尧江苏煤炭地质勘探三队进行了安
全检查遥

野配电箱防护不到位袁 电线拖地接
头泡水袁必须立即整改遥冶针对检查过程
中发现的问题袁检查组要求立即进行整
改袁不能立即整改的袁做好问题记录袁持
续跟踪袁直至整改落实遥活动期间袁总局

6 个检查组共检查施工项目 40 个袁查
找安全隐患 195处遥目前袁大部分隐患
已按要求整改完毕遥

此次分区分组进行安全检查袁在扩
大安全检查面的同时袁提供了兄弟单位
之间对标学习的机会袁是对全局重点施
工项目进行的一次彻底的安全野会诊冶遥

本年度野安全生产月冶系列活动袁充
分调动了职工的安全生产积极性袁 增
强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安全意识袁 为今
后更好地开展安全管理工作打下了坚
实基础遥

安全永无止境遥野安全生产月冶活动
虽已告一段落袁但安全生产工作永远不
会野落幕冶遥总局将以这次野安全生产月冶
活动和野安全生产三年整治冶为契机袁以
月促年袁 把安全红线作为生命线尧 责
任线和高压线袁向着全年安全生产目标
奋进遥

本报讯 6月以来袁 连续强降雨导
致芜湖市繁昌县多处发生地质灾害险
情遥安徽省煤田地质局二队作为繁昌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质灾害治理的技
术支撑单位袁第一时间积极配合并指导
该县做好汛期地质灾害防治监测预警
工作袁同时协助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做
好网格内防灾预警方案的编制袁指导安
全撤离路线和应急避险场所的选取袁参
与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日常巡查和汛期
巡查尧排查尧核查等工作遥

6月下旬以来袁二队专业技术人员
与繁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
发扬连续作战的工作作风袁一直在该县

各个乡镇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新发的崩
塌尧滑坡现场来回奔波袁从专业的角度
提出地质灾害隐患处置意见和建议遥6
月 21日至 23日袁他们对繁昌县在册的
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逐一摸排袁查看现
状并给出建议曰6月 29日至 7月 1日袁
分别对县经开区脊岭坡段道路东北侧
山体滑坡和紫山岭段公路西侧边坡滑
坡地质灾害进行调查袁并给出科学合理
的治理建议遥7月 6日下午袁 连续强降
雨导致繁昌县孙村镇省道 216线西湖
山段发生多处崩塌尧滑坡险情袁二队地
灾治理公司经理郝昌跃接到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有关领导电话后袁带领专业

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袁会同县领导和
相关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袁冒着暴雨查看
发生险情的路段和坡体情况遥经郝昌跃
提议袁繁昌县政府果断作出了紧急封闭
险情路段并疏导交通的决定袁避免了对
过往车辆和行人的伤害遥7 月 7 日上
午袁二队技术人员又深入到滑坡体的后
缘及可能影响的范围袁在对该处山坡坡
体进行实地调查后袁向繁昌县政府提出
了具体的预防山体滑坡的建议袁得到了
地方领导的认可和好评遥

目前袁二队在繁昌县的各项防汛排
查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遥

童庆香 曹媛媛

安徽局二队支援芜湖市繁昌县开展地灾隐患排查
音日前袁 中国矿业联合会公布

了 2020年第一批地质勘查信用信
息红名单袁江苏煤炭地质勘探二队尧
物测队位列入选的 115 家企业之
中遥此次入选袁标志着二队尧物测队
诚信体系建设取得新进展袁 为今后
持续拓展地勘市场尧 打造良好企业
形象尧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了
基础遥 罗 霞 包 钰

音近日袁 贵州省建筑工程质量
安全协会主办的 2020 年贵州省建
设工程安全生产知识竞赛落幕袁中
能化发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积极参
与袁荣获野2020 年贵州省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知识竞赛最佳安全教育先
进单位冶称号袁公司所属都匀项目部
两名职工获个人三等奖遥 黄满兴

音7月 13日袁新疆煤田地质局
党委书记王荣一行到一六一队巴里
坤石炭窑项目检查指导工作遥 王荣
要求项目负责人做好成本控制尧进
度控制尧质量控制尧安全管理尧合同
管理尧 信息管理及各参与方工作关
系的协调等工作遥随后袁王荣一行对
203尧207尧206钻机施工现场进行了
安全检查袁 并看望慰问了项目干部
职工遥 陈 强

音近日袁 淮北矿业集团副总工
程师带领许疃尧杨柳尧袁一尧青东尧临
涣尧 桃园等矿分管采动井施工的副
总和瓦斯办尧地测部门负责人等袁在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物探研究院承担
的许疃煤矿 8224 工作面地面大口
径瓦斯抽采井 3号井施工现场召开
地面采动井现场交流会遥 参会人员
参观了地面采动井施工袁 详细研讨
了地面采动井设计尧关键工艺尧质管
体系尧钻遇问题解决方案尧施工准入
等内容袁就项目采用的施工工艺尧关
键材料和检验等环节进行了交流袁
对物探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
充分肯定袁 并要求各矿在后续采动
井施工过程中借鉴采用物探院的关
键工艺与监管建议遥 王栋良

音近日袁 宁夏煤炭地质调查院
获得乙级测绘资质证书袁 资质专业
范围包括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尧 工程
测量尧不动产测绘尧地图编制等遥该
资质的获得袁 为煤调院拓展基于地
理信息的地质服务领域提供了有力
的技术与资质保障袁 增强了行业应
用深度和广度遥

王 乐 孙 彬 穆静思

音日前袁 福建省一九七地质大
队获得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甲级
资质袁实现地灾勘查尧评估尧设计野三
甲级冶袁保证了该队在此业务领域的
市场竞争力袁提高了该队科技创新尧
拓展业务的信心和勇气袁 为发挥专
业技术支撑力量袁服务群众尧促进经
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遥 郭燕玲

音近日袁2020年野建功珠城冶蚌
埠市职工技能比赛在安徽机电技师
学院举行遥 全市各企业的 105名选
手进行了汽车修理工尧数控车工尧化
工仪表维修工尧 计算机办公软件应
用 4个赛项的角逐袁 获每赛项第一
名的选手被市总工会授予 野蚌埠市
五一劳动奖章冶遥 刘道成 董兰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