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局物测队高分中心

核实邢台市野万元钱冶产业发展情况
本报讯 近日袁河北省煤田地质局

物测队高分河北邢台中心向邢台市农
业农村局提交了野2020年度邢台市耶万
元钱爷 新增面积高分卫星遥感监测验
收项目冶的阶段性成果遥

高分河北邢台中心作为野万元钱冶
项目的第三方核查单位袁 已完成第一
个监测周期的遥感核查任务袁按照野确
村庄尧确地块尧确面积尧确品种尧确定是
否新增冶标准袁对县渊市尧区冤野万元钱冶
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核实袁 共完成
11.33万亩袁其中水果 4.68 万亩袁蔬菜
3.19万亩袁中药材 2.13万亩袁其他 1.33
万亩遥该中心将每一块新增野万元钱冶
地块登记造册袁制作了野万元钱冶新增
土地亩数管理台账和新增种植地块矢
量数据分布图遥

高分河北邢台中心运用高分遥感
技术袁 对邢台市域范围全部区县的多
期高分卫星影像进行了比对袁对 20个
区尧县袁近万个地块种植作物的种类尧
面积尧 边界是否新增等属性进行了快
速识别与精准核查袁 从而获取了新增
地块的空间分布信息遥该项目的实施袁
促进了高分遥感技术在邢台市政府管
理中的应用袁 为物测队服务地方经济
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遥

邢台市 野万元钱冶 种植业推进方
案袁以农民增收为目标袁以深化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袁 以提升农业
发展质量效益和综合竞争力为核心袁
加快发展亩均产值超万元的特色产
业袁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袁促进
农业增效尧农民增收遥 王春博 徐 斌

渊上接第一版冤
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事情也让

张弓意识到打造团队文化的重要性遥
野贵州有一个项目袁主要做管线分析功
能设计袁当时客户反馈说功能虽然实现
了袁但效率不高袁能不能给提升下遥回来
后技术人员并没有及时给予解决袁后来
这样的问题也被另外一个客户反馈遥冶
在张弓看来袁这是服务意识和质量的问
题袁野关系到产品生存冶遥

此后袁张弓和他的管理团队加强团
队文化培养袁首先从制度予以规范袁根
据公司野项目风险金制度冶袁将所有项目
人员野捆绑冶袁实现风险共担尧利益共享袁
野让大家感受到这是一个集体袁任何一
个人出现问题袁大家都会受到牵连曰任
何一个人做出成绩袁 大家都会获得奖
励遥冶此外袁张弓注重情感沟通袁不定期
与员工交流袁 团队成员或其家属生病

住院袁 张弓和管理团队都会及时了解袁
在物质上给予帮助袁 在精神上给予鼓
励遥野真心相待袁 把每一名员工当成朋
友尧家人关心袁让他有家的归属感袁自然
而然他就有了团队认同感遥冶

野我们的团队袁 对外要具有狼性文
化特色袁 体现在较强的执行力尧 灵敏
的客户思维和周全的服务意识曰 对内
我们是一个家庭袁 犹如朋友袁 无话不
说袁 坦诚相待遥冶 这是张弓所希冀的团
队文化遥

如今袁34 岁的张弓集多项荣誉于
一身袁他所带领的团队也先后获得陕西
省科工委 野青年创新创效先进集体冶称
号尧陕西省总工会野工人先锋号冶称号尧
中央企业团工委野青年文明号冶称号遥未
来袁张弓将一如既往地带领他的团队向
着目标努力袁在地下空间信息领域不断
前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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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局金石稀土公司尧长江生
物公司

7月 5日袁江苏金石稀土有限公司尧
江苏中煤长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召开
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会袁总结上半年经
济运行过程中的成绩和不足袁分析企业
内外部形势袁 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遥江
苏煤炭地质局副局长袁金石稀土公司党
委书记尧总经理林化成出席会议并作总
结讲话遥

会议指出袁2020年以来袁 两公司干
部职工沉着应对疫情危机袁努力野危冶中
寻野机冶尧化野危冶为野机冶袁一手抓疫情防
控袁一手抓复工复产袁做到野两手抓尧两
不误冶遥 上半年完成销售收入 12.94 亿
元袁 同比增长 44.86%袁 超过序时进度
8.84%袁利润总额指标也取得了野时间过
半尧任务完成过半冶的好成绩遥

会议指出袁两公司在努力完成序时
经营任务的同时袁积极开创生产经营工
作新局面遥一是生物科技公司实现了产
业链拓展袁向养殖业和孵化业迈出坚实
一步曰 二是稀土异地升级项目破土动
工袁计划年内投产曰三是创新营销模式袁
产品销售逆势增长曰四是技术创新及新
产品开发再上新台阶曰五是金石稀土公
司车间劳动结构改革取得初步成功袁降
成本工作取得初步进展遥 会议查找尧分
析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袁并提出
了具体的整改方案遥
会议部署了下半年重点工作院一是

加强党的领导袁用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
量发展曰二是抓市场尧建团队袁围绕全年
任务继续艰苦奋斗曰三是抓质量尧树品
牌袁强管理尧控成本曰四是抓机遇尧促合
作袁夯实改革成果曰五是抓创新尧出成
果袁打造核心竞争力曰六是精心谋划尧科
学决策袁认真研究编制野十四五冶规划曰

七是继续加强疫情防控和安全管理袁保
障公司健康发展遥 高忠华 马亭华

陕煤地质一九四公司
7月 9日袁 陕西省一九四煤田地质

有限公司召开了 2020 年上半年工作
会袁通报公司上半年主要经营指标完成
情况袁并从合同签订金额尧实体产值完
成情况尧项目施工管理尧债权清理尧疫情
防控尧安全生产尧内控管理尧科技创新等
方面进行了全面总结和问题分析袁对下
半年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遥

会议强调袁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突
破亿元大关袁实现了野时间过半尧任务完
成过半冶的目标要求袁地勘及延伸产业
新签合同总价款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
提升袁项目储备较为饱满袁未发生上等
级的安全环保事故袁确保了企业和谐稳
定发展遥

会议着重从产业结构战略调整方
向尧野十四五冶规划编制尧地勘及延伸产
业尧 矿权延续尧 精细化管理尧 风险防
控尧 企业安全双重预控及安全达标尧
科研项目管理尧 债权债务清理尧 审计
整改尧 建材贸易尧人才引进尧资质复审
等方面部署了下半年重点工作曰号召干
部职工在做好疫情防控尧确保安全健康
的前提下袁把落实项目尧强化项目管理袁
做好账款回收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袁
面对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袁保持
清醒认识袁做好充分准备袁谋时而动袁顺
势而为袁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袁立
足实际尧精准研判尧调整结构尧改革破
题袁努力在复杂多变的市场中袁跳出旧
观念尧旧思想尧旧方法尧旧模式的野藩
篱冶袁在创新中求发展袁开创企业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遥

王 军

甘肃局一四五队
7月 13日袁甘肃煤田地质局一四五

队召开了 2020年上半年经济工作分析
会袁 分析总结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袁研
究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遥

会议指出袁上半年袁一四五队科学
谋划袁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尧复工复产尧队
伍建设尧深化改革尧党的建设和脱贫攻
坚工作袁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袁发展
态势稳定向好遥

会议强调袁下半年袁全队上下要团
结一心尧努力奋斗袁立足优势谋发展袁统
筹协调抓落实袁强化责任勇担当袁积极
主动善作为遥 一是继续加强党的建设袁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袁持续提升基层
党建工作质量袁促进党建工作与经济工
作深度融合曰二是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袁 为经济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环境曰三
是圈选优质靶区袁为下一步申报财政项
目打好基础曰 四是调动干部职工积极
性袁 大力营造全员抓项目的浓厚氛围曰
五是持续加强与地方政府部门的沟通袁
不断开发新领域曰六是加强对现有施工
项目的管理袁定期做好安全检查袁确保
安全生产曰七是及时做好项目结算和外
欠款回收工作曰 八是加强内部管理袁降
本增效袁 不断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曰九
是进一步加强与兄弟单位的联系袁及时
跟进尧了解尧掌握市场动态信息袁抢抓一
切发展机遇曰十是重视民生工程袁关心
职工冷暖袁改善工作尧生活条件袁与职工
群众共享发展成果遥

李虎林

甘肃局一四九队
7月 6日袁 甘肃煤田地质局一四九

队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暨 2020年上半
年工作会议遥

会议指出袁上半年袁在全力打好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大背景下袁一四九队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袁落实高质量发
展要求袁继续坚持野融入大地质尧融入地
方经济尧融入铁路公路机场建设冶的总
体思路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袁促进了全
队经济增质保量遥 该队全面优化党的建
设袁致力脱贫攻坚战曰持续稳固地勘主
业基础袁积极申报财政项目曰继续保持
延伸业发展势头袁 强力维持经济增量曰
不断提高多经产业管理水平袁深挖市场
潜能遥 队党委首次获得野省直先进基层
党组织冶称号袁队团委首次获得野全国煤
炭行业五四红旗团委冶称号遥

会议强调袁 下半年袁 全队上下要
聚指成拳尧 奋力拼搏遥 一要继续加强
党的建设袁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袁
持续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量袁 夯实组
织基础曰 二要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袁
为经济发展提供安全的环境曰 三要不
断提高项目质量袁 加强项目管理袁 确
保安全生产曰 四要在做好现有项目尧
巩固现有市场的同时袁 调动全员联系
项目尧 跑项目袁 不断开发新的领域曰
五要稳步组织开展 野十三五冶 规划总
结和 野十四五冶 规划的编制工作袁 绘
好发展蓝图曰 六要进一步加大各类专
业人员的招聘力度袁 积极参加各类新
项目尧 新领域尧 新方向的培训学习袁
开拓眼界袁 掌握前沿技术曰 七要进一
步加强与兄弟单位的联系袁 及时了解
掌握市场一手讯息曰 八要做好文明单
位创建工作袁 以做优精神文明建设助
力单位发展袁 力争取得经济建设与精
神文明建设双丰收曰 九要着力完成脱
贫攻坚的各项任务指标袁 确保脱贫攻
坚工作务实尧 过程扎实尧 结果真实遥

任 斌

在第一勘探局一一九队活跃着这
样一个 90后袁 他朝气蓬勃袁 以饱满的
热情扎根一线袁 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
意志袁 在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同时袁
诠释着新时代地质青年的责任与担当遥
他就是一一九队 野先进个人冶 胡玉胜遥

困难重重袁毫不退缩
胡玉胜2012年毕业后来到一一九

队工作袁 多年来一直扎根野外一线遥
地勘市场瞬息万变袁 为顺应市场发展
的新需求袁 一一九队积极开拓山西市
场新业务领域遥 面对新挑战尧 新项目尧
新技术袁 2018年袁 胡玉胜在同是地勘
人的妻子的支持下袁 毅然踏上通往山
西的火车袁 投身到山西项目中去遥 此
时袁 妻子已怀孕七个月有余遥

初到山西项目部袁 首先面临的就
是人员配备不足尧 技术知识欠缺及后
备资金缺乏的情况袁 加之工期紧尧 任
务重袁 施工可谓困难重重袁 但胡玉胜
没有丝毫犹豫退缩遥 施工人员不足袁
他就动员身边工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袁 连夜赶工期尧 抢进度袁 采取两班
倒模式袁 他个人每天工作时间不少于
12 个小时遥 除了每天繁忙的日常工
作袁 他还要陪同项目经理巡逻场地安
全袁 常常早晨五点开工袁 到凌晨一两
点钟才能回到住所袁 平均每天睡眠时
间只有四五个小时遥 除了人员不足袁
资金也是一个大问题遥 每每采购设备
物资袁 他都货比三家袁 选择价格实惠尧
质量过硬的生产物资袁 同时和供货商
多加协调袁 采用最科学的发货方式尧

付款方式袁 为项目的开展争取更大的
优惠遥

野大家冶野小家冶都是肩上沉甸
甸的责任

项目的前期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
行袁 胡玉胜远在邯郸的妻子却即将临
盆遥 同为地勘人袁 妻子深知野外生产
一线工作的不易袁 虽身怀六甲袁 但家
中琐事从来都是自己默默承担袁 从不
让身在一线的胡玉胜担心遥 直到临近
预产期的妻子住院后袁 胡玉胜才接到
电话匆忙赶回家遥 到家一天后袁 一个
活泼可爱的 野小天使冶 便降生了遥 在
家陪护期间袁 胡玉胜仍时时心系项目
一线的工作袁 手机 24小时开机袁 一有
项目上打过来的电话就及时商讨解决袁
决不拖拉遥 一边是初为人父的喜悦和
妻子卧床需要陪护袁 一边是项目刚刚
起步千头万绪袁 两边都是沉甸甸的责
任遥 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袁 他义无反
顾地踏上返回项目部的列车袁 奔赴一
线继续工作遥 妻子生产的陪护假袁 连
去带回他只休了短短 3天遥

野劳动一天后袁 最放松的时刻就是
回到住处与孩子视频的时候袁冶 胡玉胜
如是说袁 野耶大家爷 与 耶小家爷 都是我
肩上沉甸甸的责任袁 两边我都不能放
弃浴冶

坚守是无言的承诺

2019 年春节袁 大家都归家心切袁
但为了保障工作顺利进行不间断袁 作
为项目副经理的胡玉胜安排其他职工
轮休回家过节袁 自己却放弃了回家的
机会袁 坚守项目部遥 野我也思念家人袁
孩子半岁了袁 我还一下都没有抱过袁
但工程施工正处在关键时刻袁 我作为

项目副经理袁 咋能放心得下浴冶 秉承
这样的信念袁 他与项目总指挥及其他
职工一起袁 怀揣上级领导的嘱托和对
家人朋友的思念袁 在项目部度过了一
个难忘的新春佳节遥

最爱身上的泥浆花

随着施工逐步进入正轨袁 新工艺尧
新技术尧 新挑战层出不穷遥 为了使项
目更好地开展袁 每天施工结束后袁 胡
玉胜经常挤出晚上不多的休息时间翻
阅相关文献资料遥 他发扬开拓精神袁
边工作边钻研边学习袁 并抽时间去兄
弟施工单位取经袁 增强自身的技术素
养袁 只为完成好施工任务遥

由于项目的特殊性袁 施工过程中
难免出现技术问题袁 胡玉胜总是身先
士卒进行抢修处理袁 带领项目部职工
发扬地勘人 野特别能吃苦袁 特别能战
斗冶 的精神袁 努力把事故的危害性降
到最小遥 由于山西的冬天天寒地冻袁
夜间气温更是低至零下十几度袁 输水
管道冻裂事故频发袁 为了及时解决这
一施工难题袁 胡玉胜请缨为输水尧 输
浆管道绑扎保温层遥 他在泥浆里一站
就是一整天袁 待休班返回住所时袁 工
友们看到他满身泥浆袁 开玩笑说他已
经活脱脱变成了一个 野泥人冶遥 他却笑
笑说袁 这是最新潮时尚的工作服袁 看袁
上面盛开着 野朵朵泥浆花冶遥

经过几年的锻造磨砺袁 胡玉胜已
在生产一线独当一面袁 2018年获得队
野先进个人冶 称号袁 2019 年光荣加入
中国共产党遥 这就是胡玉胜袁 一名 90
后青年地勘人遥 在地勘行业中袁 还有
许许多多像胡玉胜一样的年轻人袁 正
并肩携手坚定前行袁 将地勘精神薪火
相传遥

燃浴青春派
要要要记一勘局一一九队胡玉胜

阴 李 颖

交出野期中成绩单冶 下半年还要这样干

近日袁汉中市委常委尧宣传部部长王春丽到陕西煤田地质油气钻采有限公司
陕镇页 1井施工现场检查指导工作遥王春丽在检查作业区尧生活区袁了解项目建
设进展情况和防汛设备尧物资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后指出袁该项目是汉中市页岩
气实现工业气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袁 施工企业既要抓好生产袁 也要扛起安全责
任袁争取早日实现汉中地区页岩气的突破袁造福一方百姓遥 刘 康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河南省自然资源经济研
究院日前在河南省煤田地质局资源环
境调查二院成立遥 研究院定位为省自
然资源管理咨询型智库袁 联合省内外
知名专家组建智囊团袁 落实服务自然
资源管理战略袁 为全省自然资源管理
提供全方位服务遥

河南省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依托
河南局资环二院组建遥其主要职责为院
承担自然资源相关法律事务的服务袁
参与全省自然资源法治建设曰 开展自
然资源管理的重大战略和改革问题尧
全局性工作决策等前瞻性及热点尧难
点问题研究曰 开展自然资源公共政策
和舆情研究袁提供咨询建议曰开展资源

战略尧资源规划尧资源资产与权益尧资
源利用与保护尧生态修复尧资源标准尧
地质勘查行业和矿产资源管理等方面
的基础和应用研究袁 为自然资源管理
提供基础业务支撑和决策咨询服务遥

按照河南局全面服务自然资源要
求袁此前袁资环二院与自然资源部门合
作共建了河南省国土资源政策法规咨
询研究中心尧 洛阳市自然资源调查研
究院尧三门峡市国土资源调查研究院尧
伊川县国土资源调查研究院尧 新安县
自然资源调查研究院等 5个技术研究
机构袁 为全省自然资源管理提供了强
有力的技术支撑遥

王伟灿

依托河南局资环二院

河南省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成立

本报讯 近日袁 长江流域连续遭受
暴雨袭击袁 湖北大部受灾严重袁 江河
湖库水位迅猛上涨袁 导致山洪尧 滑坡尧
塌方险情骤增袁 地质灾害防治形势十
分严峻遥 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袁 湖北煤炭地质局一八二队充
分发挥地勘单位作用袁 扎实做好防汛
救灾工作遥

一八二队启动防汛安全应急预案袁
成立了防汛安全应急管理工作领导小
组袁下设 3个工作组袁明确了责任分工袁
实行 24小时值班制度袁 进一步加强汛
期地质灾害应急值守遥

该队树立野预防为主袁防重于抢冶的

防汛理念袁 加强了对各在建项目部和
重大安全风险点的隐患排查和监测预
警力度袁做到野五到位袁两及时冶袁即责
任到位尧指挥到位尧人员到位尧物资到
位尧措施到位袁及时动员尧及时部署袁切
实防患于未然袁 确保汛期工程施工安
全及人员生命财产安全遥

该队发挥地勘专业技术优势袁积
极为地方政府提供防汛技术支持袁彰
显央企责任遥 落实全队技术人员的防
汛责任袁加强对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袁
切实做好应急准备曰 积极参加对泥石
流尧山体滑坡应急点的防汛技术指导袁
参加地方政府应急处理方案座谈交

流袁指导制订应急预案曰安排专业技术
人员前往地灾防治现场进行指导袁以高
度负责的态度配合地方政府做好雨季
防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遥该队技术人
员严谨的工作态度尧专业科学的指导得
到了驻地政府防汛救灾部门的赞誉遥地
方政府还邀请该队参与下一步地质灾
害治理项目的设计与施工袁希望与其建
立长期合作关系遥

该队还与社区联合成立了防汛突
击队袁随时准备奔赴防汛一线袁全力以
赴保障安全度汛遥 该队同时调整了野双
报到冶党员包保责任袁及时对驻地居民
开展上门慰问服务遥 丁家成 杨 帆

湖北局一八二队闻汛而动

发挥地勘优势 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在鄂尔多斯市成达
矿业有限公司陶忽图矿
井先期开采地段水文地

质补充勘探施工项目中袁
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

渊集团冤 一一七有限公司
共有两台钻机进场施工遥
第一台钻机于 7 月 6 日
进场袁10日袁 甲方对开钻
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
了验收袁目前施工情况一
切正常袁各特殊作业点经
甲方验收完全合格遥第二
台钻机于 7 月 11 日进
场袁钻塔已立袁各项设施
及各种设备已组装完毕袁
即将开钻遥

孙卫宏 摄影报道

野弓弦拉开袁箭必出冶

音湖北煤炭地质局一二五队
宜昌分公司近日中标首个 EPC总
承包项目野荆门市东宝区碑凹山片
区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工程三标
段冶遥该工程分为 4个地块袁三标段
地块为采石场区域袁工作区为缓坡
地形遥宜昌分公司将对工程建设项
目的设计尧采购尧施工尧试运行等实
行全过程承包袁计划通过施工削坡
整形尧挡土墙尧蓄水池尧绿化和养护
等工程实施治理遥 董华勇

音近日袁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一
队中标山东省矿产资源国情调查
项目煤铁金等矿种调查项目 A1
包遥同时袁该队被委托为煤炭矿种
调查牵头单位袁担负起汇总形成全
省煤炭矿产资源状况数据袁动态评
价全省煤炭资源供应能力和开发
利用潜力的重任遥此次全省矿产资
源国情调查袁旨在掌握全省资源本
底状况袁实现矿产资源的大数据结
合和动态管理袁为全省矿产资源安
全提供基础支撑遥 邵银川 邹双英

音日前袁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
队地质环境技术部接连中标许厂
煤矿矿山环境监测工程设计尧王楼
煤矿地表变形观测尧安徽口孜东煤
矿岩移监测等项目遥上半年袁二队
积极拓展测绘市场袁测绘类项目累
计合同额超 500万元遥

曾祥凯 卢晓光

音近日袁安徽省煤田地质局一
队中标淮南矿业渊集团冤有限责任
公司谢桥矿西翼 1 煤采区灰岩水
文地质条件补勘工程遥该工程以查
明井田西翼渊F11 断层以西冤石炭
系尧奥陶系灰岩水文地质条件为目
标袁采用钻探尧测井尧抽水试验尧测
试等技术手段袁 施工地面钻孔 4
个袁 钻探工程量 4560米袁 总工期
270天遥 胡建三 侯素芳

音日前袁福建省国土测绘院中
标晋江市科创新区项目建设指挥
部测绘服务项目袁 中标金额 50.19
万元遥这是该院首次在泉州地区公
开招标中中标土地征迁测绘项目袁
主要任务是在科创新区进行土地
房屋及附属物征迁测绘袁为房屋征
收工作提供基础数据遥 叶方宇

音近日袁陕西省煤田物探测绘
有限公司航测院中标安康市高新
区倾斜渊三维冤测量及单体化建模
项目一标段袁 中标金额近 200 万
元遥项目基于倾斜摄影测量技术获
取分辨率 3~5厘米的倾斜 渊三维冤
影像袁在此基础上开展三维建模及
单体化建模尧 正射影像图渊DOM冤
制作尧 全区域房地产解译测量调
查尧VR数据制作等遥 杨晓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