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袁
提高重点实验室的学术水平袁进一步落
实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煤系矿产资源重
点实验室开放基金工作袁7月 3日袁江苏
地质矿产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尧院长张
谷春一行赴安徽理工大学参加重点实
验室开放基金项目评审会遥

此次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为首次
设立袁 拟在煤炭清洁利用煤质特征尧矿
山固废物治理及资源化综合开发利用
等 10 个研究方向进行科技基金资助遥
经广泛宣传并在官网公示袁 共收到 18
家单位提交的 46项申请书遥按照野公平
公正尧择优支持冶的原则袁经初选尧征求
特聘科技顾问意见尧重点实验室专家委

员会讨论尧申请人答辩等程序袁最终确
定对来自中国矿业大学尧 安徽理工大
学尧中南大学尧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
的 10个科研项目进行资助遥 此次开放
基金项目经费合计 99.9万元袁由江苏研
究院自筹遥

开放基金的设立袁 有利于重点实验
室成为煤系矿产领域重大基础理论和勘
查技术体系人才的培养基地袁为江苏研究
院科技创新提供技术支撑袁也是总局系统
努力打造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的重要举措遥

会议期间袁 张谷春一行拜访了中国
工程院院士袁亮袁 就博士后联合培养和
参与中国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废弃矿井
资源开发利用渊二期冤进行了交流遥曹磊

江苏研究院

落实总局煤系矿产资源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工作
本报讯 7 月 14 日袁 航测遥感局

与陕西省 野国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冶
西安理工大学举行战略合作备忘录签
署暨 野绿色智能印刷包装研究院冶 揭
牌仪式遥 双方将以此为契机深入推进
校企合作袁 深化产学研融合袁 促进多
领域共同发展遥

双方代表在合作协议上签字袁 航
测局党委书记尧 局长赖百炼和西安理
工大学党委书记刘德安共同为 野绿色
智能印刷包装研究院冶 揭牌遥

西安理工大学是中央与地方共建袁
陕西省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袁 是我
国西北地区水利水电尧 装备制造尧 印
刷包装行业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培养
基地和科研中心之一遥 西安理工大学
校长李孝廉对航测局技术创新尧 发展

业绩尧 整体环境等表示肯定袁 指出双
方在各自领域具有突出优势袁 希望以
此次战略协议签署为契机袁 在多专业尧
多领域的教学尧 科研尧 人才培养等方
面深化合作尧 共同发展遥

赖百炼表示袁 希望双方以此次战
略协议的签署和 野绿色智能印刷包装
研究院冶 的成立为契机袁 整合各自优
势资源袁 在印刷尧 智慧城市和智慧水
利建设及应用尧 国土空间规划尧 人才
培养等方面袁 推动建设 野绿色智能印
刷包装研究院冶尧 人才培养基地尧 成果
转化推广应用中心等袁 建立以企业为
主体尧 市场为导向尧 产学研相结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袁 构建 野全方位尧 深层
次尧 多形式冶 的校企合作机制遥

王传权

航测局与西安理工大学野牵手冶
校企合作深耕产学研

本报讯 7月 15日袁 山东省地球
物理学会地下空间探测工程实验室揭
牌仪式在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
究院举行遥 山东省地球物理学会理事
长张善法袁 山东局研究院党委书记尧
理事长李小彦共同为实验室揭牌遥 据
悉袁 这是山东省地球物理学会成立的
首批工程实验室之一遥

近年来袁 山东局研究院提出了
野向地下空间进军冶 的口号袁 在城市基
础性综合地质调查尧 城市地下空间地
质调查评价尧 特色地质资源调查评价尧
大数据与地质建模等方面开展了大量
研究工作袁 主要承担了山东省科技厅
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地质信息感知与防
灾智能决策关键技术冶 项目袁 与高校

联合开展了 野济南中心城区地铁建设
与泉水敏感地带广域电磁法探测研究冶
野趵突泉泉域边界及水力联系研究冶
野城市强干扰环境下精细物探协作研
究冶 等一系列科研项目袁 积累了丰富
的工作经验袁 促进了城市地质工作能
力的提高袁 为深入开展城市地质工作
奠定了基础遥

实验室负责人介绍袁实验室将围绕
影响城市发展的重大地质问题袁开展地
质资源尧环境尧空间等多要素城市综合
地质调查袁研究城市地下空间精细探测
技术方法袁查清城市地质结构尧地下空
间状况袁为节约集约利用资源袁拓展城
市发展空间袁实现城市绿色尧集约尧智慧
发展提供地质保障遥 穆 宏

本报讯 最近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持续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遥在党中央的安排下和
国家卫健委的协调下袁 全国有 10支医
疗队奔赴新疆袁支援新疆的新冠疫情检
验检测工作遥

7月 19日袁 新疆煤田地质局党委
书记王荣在第一时间了解到陕西援疆
医疗队工作地点位于单位附近医院袁

急需生活用品后袁 多渠道筹措采购物
资遥 20日袁 王荣带队看望慰问了医疗
队员袁 并送去了毛巾尧床单尧被罩尧手机
充电宝等生活必需品袁表达了新疆局全
体干部职工对医疗队员的感激之情和
祝福之意遥

医疗队领队朱建宏表示袁感谢新疆
局的深情厚谊袁 将更加努力做好工作袁
不辜负大家的期望遥 伍继新

新疆局领导慰问陕西援疆检验检测医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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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煤水文局集团有限公司日前召开改革发展工
作座谈会袁全面总结野十三五冶袁科学规划野十四五冶袁升级
野1343冶改革发展思路袁确立野11543冶总体发展思路袁在更高起
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谋划更大发展遥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尧局
长蒋向明出席并讲话袁总经理尧党委副书记尧常务副局长吴军
虎主持会议遥集团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遥

2016 年以来袁 水文局贯彻落实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野11463冶总体发展战略袁确立的野1343冶改革发展思路有效引
领全局沿着正确的改革发展方向砥砺前行袁各项工作取得了
丰硕的实践成果遥2016年至 2019年袁项目落实保持平均年增
长率 40%以上袁在科技创新促产业发展方面袁在生产经营管
理创新的发展模式转变方面袁在打造四大产业板块袁实现由
单一的地勘产业向水文地质尧环境工程尧新能源开发利用等
转型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遥

水文局顺应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袁对野1343冶改革发展思
路进行了战略升级袁 形成并确立了符合全局改革发展的
野11543冶总体发展思路院坚持一个指导方针袁以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为指引袁认真践行野两山冶理论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
统治理袁推进绿色发展袁打好蓝天尧碧水尧净土保卫战曰树立一
个宏伟目标袁围绕总局野11463冶总体发展战略和野6+1冶产业布
局袁积极投身野三个地球冶建设袁实现野十四五冶目标袁打造具有
专业特色的行业领军型科技型企业集团曰 全面实施五大创
新袁战略定位创新尧改革发展创新尧企业管理创新尧科技研发
创新尧发展模式创新曰打造四大产业板块袁水文地质渊煤矿防
治水冤板块尧工程地质板块尧环境地质板块尧新能源开发利用
板块曰强化三项保障措施袁加强党建工作尧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尧加强品牌建设遥

会议强调袁野十四五冶要围绕总局野11463冶总体发展战略和野6+1冶产业布局袁集干部
职工之智慧袁创造水文局更加美好的未来遥要强化战略引领袁明确发展方向遥深入分析
自身发展的成败得失袁找准发展定位袁认清市场大势袁抓住发展机遇袁克服自身短板袁
致力打造具有专业特色的行业领军型科技型企业袁 打造一流的地质与生态文明建设
企业集团袁全力做好野十四五冶规划工作遥要带头研究谋划袁提升研究能力遥加强对国内
外宏观发展形势尧国家和地方最新投资政策尧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尧新模式新产业尧标杆
企业对标等研究工作袁助力集团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遥 陈雁 李新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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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俏丽的短发袁 简洁的白衣黑
裙袁 在娓娓道来自己和团队一路创新
的艰辛和成绩时袁 脸上浮起淡然而自
信的微笑袁 这个干练的新时代地质女
性就是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劳动模范尧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山东地质勘查院尹
秀贞遥

熟悉尹秀贞的人都知道 袁 总局
野劳动模范冶 这项荣誉对她来说可谓实
至名归遥 作为中化局山东院资源环境
渊地灾冤 分院副院长兼主任工程师袁 近
年来袁 尹秀贞主抓技术创新袁 带领团
队抓住地质行业转型发展的机遇期袁
创新性地把传统地质勘查经验应用到
河道底泥勘查领域袁 创立了一套科学
完善的河道底泥勘查模式袁 使山东院
在省内河道底泥勘查市场具备了明显
的竞争优势袁 中标并承担了山东省首
批污染治理 9 段河流中的 8 段河流袁
其中 6 段河流的勘查成果获评优秀遥
依托河道底泥项目袁 尹秀贞带领团队
发表专业技术论文 2 篇曰 获得国家授
权实用新型专利 5 项曰 获得省十大优
秀地质成果 1项尧 国土资源科学技术
奖 2 项尧 总局地质科技进步奖 2 项尧
地质勘查资源开发科学技术奖 1 项遥
在创新路上袁 她用攻坚克难与不懈奋
斗取得了突破袁 赢得了鲜花和掌声遥

艰难创新路袁 执着求真寻突破
创新之路多艰难遥 做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袁 不仅需要挑战和探索的勇
气袁 更需要面对可能到来的失败尧 跌
倒再爬起的执着和韧劲遥 在地质行业
工作了十几年的尹秀贞对这个道理自
然也十分清楚袁 但她仍义无反顾地选
择了这条充满困难和未知的创新之
路遥

2015年袁 尹秀贞带领团队积极响
应山东院向环境地质领域进军的号
召袁 开始接触河道底泥分布勘查项
目遥 当时袁 河道底泥勘查是一个没有
现行标准尧 没有行业规范尧 没有可供
借鉴经验的 野三无冶 新兴业务领域遥
尹秀贞硬是凭借 野摸着石头过河冶 的
精神袁 大胆创新袁 把地质勘查知识与
生态建设有机结合袁 带领团队攻克了
一个个技术难关袁 取得了卓有成效的
突破遥

回想起当初的点滴袁 尹秀贞笑称
他们是 野冬练三九袁 夏练三伏冶 要要要
冬天在入海口观测袁 寒风刺骨袁 穿着
厚厚的羽绒服也不管用袁 不一会儿就
冻得手脚冰凉曰 夏天烈日炎炎袁 没有
树荫的河道像一个大蒸笼袁 他们不仅
汗如雨下袁 还要忍受污染河流刺鼻呛
人的气味遥 即便是这样袁 为了掌握可
靠的一手数据资料袁 尹秀贞和团队知
其难而拼力为之遥 在一线蹲点考察
时袁 往往一忙就是一整天袁 经常早上
离开宾馆时天还没亮袁 晚上回来时已
是披星戴月遥 就这样袁 凭着这份求真

的认真和执着袁 寒来暑往袁 尹秀贞带领
团队一坚持就是两年遥

功夫不负有心人遥 在前期广泛的基
础数据采集尧 汇总尧 分析袁 大量查阅资
料袁 多次请教专家袁 反复与环境治理修
复单位讨论校对的基础上袁 通过一点点
地摸索总结袁 尹秀贞带领团队于 2017
年初步研究出了一套包含测绘尧 物探尧
水工环调查尧 勘查尧 采样化验尧 治理修
复尧 污染源追溯等在内的勘查模式遥 这
套模式成为山东院在河道底泥勘查领域
的核心竞争力袁 为该院陆续中标多段河
流的底泥重金属污染勘查项目立下了汗
马功劳遥

在参加某河道底泥勘查项目投标
时袁 面对专家各种刁钻的提问袁 尹秀贞
从勘查为后期生态修复的服务细节进行
分析袁 提出勘查的精准程度将直接关系
到后期的生态修复成本袁 并且专业的团
队更能提供可靠的工期保障遥 正是凭着
这份专业尧 专注的精神袁 最终打动了现
场专家和业主袁 成功中标遥 野我们真是
凭借这套勘查模式和过硬的技术实力袁
硬生生地从其他竞标单位手中抢过来
的浴冶 说起这次艰难中标的经历袁 尹秀
贞的语气中流露出满满的自豪遥

责任扛肩头袁 压力面前显担当
尹秀贞所在部门转型时间不长袁 接

触的生态环境类项目不多袁 技术人员大
多是 80 后袁 技术力量相对薄弱遥 面对

客观困难和繁重的工作压力袁 作为分
院副院长兼主任工程师袁 尹秀贞主动
挺在前面尧 勇挑重担袁 展现了一名优
秀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袁 带领团队
稳扎稳打袁 推进完成了多个河道底泥
勘查项目遥

2017年袁 尹秀贞带领团队投标烟
台市牟平区两条河流的底泥污染重金
属勘查项目遥 项目组还在黄垒河项目
的开标现场袁 首日中标的罗家屯河底
泥现状勘查项目的业主就已经坐在了
项目组办公室督促工程进度遥 一方面
是业主的 野步步紧逼冶袁 另一方面是
河道底泥重金属污染勘查模式首次应
用可能面临的新技术尧 新标准的潜在
风险袁 任何一个环节尧 数据的失误都
将导致前功尽弃甚至是合同违约遥

面对双重压力袁 尹秀贞没有忘却
肩头的责任袁 一方面沉着安排袁 保证
项目组工作井然有序袁 另一方面带领
项目组马不停蹄地分析数据尧 编写报
告遥 就这样袁 野白+黑冶 野五+二冶袁
每天工作到晚上 9点之后袁 连续大干
了 3 个月袁 他们终于提前 15 天完成
了勘查报告遥

最终袁 尹秀贞带领团队凭借吃苦
耐劳和敬业尧 专业尧 守信的精神赢得
了业主的高度认可遥 业主主动将后期
的修复验收工作也放心地交给了他
们遥

渊下转第二版冤

用责任和担当书写创新故事
要要要记总局劳动模范中化局山东院尹秀贞

阴 陈海英

本报讯 安徽两淮控股集团两淮建
设有限责任公司管道修复分公司历经
一个半月的紧张作业袁 于日前完成了
中国华能集团烟台 500 供热公司烟台
二马路热力管网内衬修复工程施工任
务遥 该项目采用管网 野微创冶 修复工
艺袁 不仅为老旧管线增设了一层耐高
温尧 耐腐蚀的 野内衬冶袁 而且能使供热
网使用寿命延长至少 25 年袁 创下了
596 米连续修复国内单次作业长度纪
录遥

烟台二马路段 DN500供热管网始

建于 2005 年袁 已运行 15 年之久袁 受
当时施工工艺限制袁 管网接头部分老
化袁 供热泄漏严重袁 威胁到热网安全
运行遥

管道修复分公司承揽施工任务后袁
采用了管网 野微创冶 修复工艺遥 野内
衬冶 是敷在管道内部的一种高分子复
合纺织材料袁 其表面粗糙度与 PE-RT
塑料管内壁相当袁 耐腐蚀性强袁 不会
产生金属管道的化学腐蚀与电化腐蚀袁
其使用寿命远远超过原有管线袁最高能
承受 105益高温袁完全符合供热管网运

行温度袁提升了供热管线的安全性遥
该项目使用 野内衬冶 材料后袁 既

能避免供热管网腐蚀泄漏造成的热量
与循环水浪费袁 又能降低 60%的工程
成本遥 施工中袁 在供热管径不变的前
提下袁 管道修复分公司对管道内壁进
行喷砂除锈尧 打磨光滑后袁 采用翻转
野内衬冶 工艺技术袁 把 野内衬冶 缓缓推
入管网内袁 增加了二马路段供热管线
的输送能力袁 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遥

烟台二马路热力管网 野内衬冶 修

复工程袁 以其创新的工艺施工方法尧
精湛的施工技术尧 先进的施工设备吸
引了 5 家热力公司现场观摩遥 烟台日
报社记者到现场进行了实地采访袁 并
将 野微创冶 施工方法刊登于烟台日报
传媒集团 野大小新闻冶 移动新闻客户
端遥

该工程的顺利完成袁 标志着管道
修复分公司在热力管网修复工程领域
迈出关键一步袁 为抢占更广阔的管道
修复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遥

周元宝 关 淼 刘显干

两淮控股集团管道修复分公司野微创冶工艺显身手
创管道修复国内单次作业长度纪录

省地球物理学会地下空间
探测工程实验室落户山东局

连日暴雨导致江苏中煤长江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赤
山湖施工项目部分排水沟上方坡面滑坡遥发现险情后袁公司
立即组织项目人员进行多点位清淤袁确保排水沟畅通袁全力
做好防汛工作袁确保汛期项目安全工作万无一失遥

孟 凯 刘晓庆 摄影报道

阴 编辑 薛 菲 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7月 17日召开会议袁研究部署防汛救灾工作遥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遥
习近平指出袁6月份以来袁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袁各级党委和政府紧急行动尧强化措施袁

国家防总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履职尽责尧密切协作袁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关键时刻发挥突
击队作用袁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战袁防洪救灾体系发挥重要作用袁防汛救灾工作有序有力推
进袁取得了积极成效遥
习近平强调袁防汛救灾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袁关系粮食安全尧经济安全尧社会安全尧国

家安全遥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尧决战脱贫攻坚之年袁也是野十三五冶规划收官之年袁
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十分重要遥各有关地区尧部门和单位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
在第一位袁采取更加有力措施袁切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