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8月 4 日袁第一勘探局
山西公司中标山西省汾河中
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项目第十七标段遥该
项目主要对多年来形成的区
域地质环境破坏和对大气尧水
体尧土壤造成污染的废弃矸石
山尧废弃采场等实施生态恢复
治理遥 李浩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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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院 我公司是以生产销售柴油机尧 发
电机组尧 农业尧 工业用离合器机组的专业企业遥 发
电机组类产品符合国标郧月圆愿圆园要怨园或陨杂韵愿缘圆愿要缘之
规定曰 农业工业用离合器机组可实现多点输出袁 并
可根据用户需要单独设计加工中间车系统袁 产品稳
定尧 可靠袁 广泛用于煤田勘探尧 浅层石油钻井尧 热
水井钻探等行业遥

主要产品院 员援 以上柴 野东风冶 牌源员猿缘尧 远员猿缘尧 员圆灾员猿缘柴油
机配套的离合器机组袁 本机组含院 水箱尧 电池尧 离合器尧 柴油
机尧 公共底盘以及用户需要的多点中间车系统遥

圆援 缘园要员园园园运宰柴油发电机组袁 本品以上柴 野东风冶 柴油
机尧 兰州发电机尧 沃而沃柴油机尧 康明斯柴油机尧 野兴锋冶 牌柴
油机尧 斯坦福发电机等为主要配套产品袁 并可实现自动化尧 并车
等技术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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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袁 福建省一二一
地质大队克服疫情造成的不利影响袁找
准自身发展定位与国家需求的衔接点袁
通过守生态高地尧资源家底尧地灾防线袁
有力发挥了公益性服务型地勘单位的
职能作用遥

守生态高地遥一二一大队践行新时
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袁助力打好蓝
天尧碧水尧净土保卫战遥承担的龙岩市第
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项目通过省级验
收袁被龙岩市永定区第二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授予锦旗遥开展福
建 1颐50000星村幅尧 福建 1颐50000高苏
坂幅尧 三明城市地质 1颐50000莘口幅环
境地质调查项目遥服务环境污染防治攻
坚战袁开展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编
制尧矿山土壤污染调查评价尧矿山生态
环境核查和治理尧 矿山水患调查等工
作遥开展福建省农业农村局农业资源与
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土壤样品检测尧万安
幅水系沉积物样品检测尧安溪县等 7个
农业地质调查项目土壤样品检测袁为服
务野三农冶提供技术支撑遥

守资源家底遥一二一大队为福建省
战略性能源储备提供技术支撑袁助力打
好能源安全供给持久战遥中标了福建省
自然资源厅优选项目 2个机制砂项目遥

开展了大田县尧晋江市农业地质调查评
价项目及仙游县农业地质调查续作项
目袁三明市三元区农业地质调查评价项
目完成初验收遥中标柘荣幅尧柏洋幅区
域地质调查项目袁1颐50000安海镇尧大嶝
岛幅区域地质调查项目通过野外验收遥
服务野两新一重冶对建筑用矿种的需求袁
开展了龙岩市新罗区吕凤石灰岩勘查
项目尧漳平香寮矿区水泥用石灰石矿预
查项目等遥参与扫黑除恶袁开展连城尧永
定尧上杭矿山越界违法开采专项检查工
作等遥
守地灾防线遥 一二一大队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袁 助力地方打好地灾防御
攻坚战遥 主动践行地灾应急支撑技术
服务使命袁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袁提升防
控和救治能力袁抓实抓细汛期地灾技术
服务工作遥配合福建省政府防汛抗旱指
挥部尧福建省自然资源厅袁与漳平尧长汀
等自然资源局签订地灾应急技术服务
协议袁3支应急小分队作为野硬核冶突击
力量袁做好漳平尧连城尧长汀等 4 个区尧
县尧市的地灾应急救援尧隐患点处置袁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遥开展了武平
县 1颐50000地质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价项
目遥配合地方开展地灾应急救援知识公
益宣传和应急预案演练遥 房永雯

本报讯 连日来袁四川省强降雨不
断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袁防汛形势十分
严峻遥中煤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华南区域
公司安谷城中村棚改项目就在四川省
乐山市袁面对汛情袁中煤建工人责任在
肩尧冲锋在前遥

8月 17日 20时袁乐山市普降大暴
雨袁 车子镇老江村发生大渡河溃堤险
情遥中煤建工安谷城中村棚改项目部距
离险情现场较近袁 在得知灾情发生后袁
项目党支部立即部署行动袁 集结 50名
人员袁 开动装载机等设备前往老江村袁
冒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袁全力配合当地

政府做好救援抢险工作遥
在现场袁装沙袋尧运沙袋噎噎大家

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袁对大渡河进行子
堤加固遥项目人员齐心协力袁经过 6 个
多小时冒雨抢险袁终于使险情得到基本
控制遥

灾情就是命令袁 险情就是战场遥虽
然险情初步得到控制袁但是防汛抢险还
没有最终胜利袁中煤建工相关领导组织
工作组到灾区指导工作袁各级党员干部
深入抗洪抢险救灾一线尧 靠前决策袁后
方各职能部门相互配合袁时刻准备着为
抗洪抢险助力袁彰显央企担当遥赵一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袁山
东省煤田地质局物测队全力以赴袁借助
该队为泰安市公安系统研发的野智慧警
务系统冶袁 协同泰安市公安局圆满完成
1.6万余名疫情防控重点人员的信息排
查比对任务遥

精诚合作袁开启智慧警务之门
早在2013年袁 物测队就与泰安市

公安局开发了野三维云冶警务平台遥2017
年袁山东省公安厅下达了野完成全省标
准地址信息采集和标注工作冶 任务袁双
方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袁将合作推向深
入遥

双方精诚合作袁针对公安典型需求
进行深度挖掘袁共同开发新技术和新产
品袁积极推进适应公安实战需求的科研
项目合作袁完成了代表性工程野新泰市
公安局标准地址信息编制采集冶袁 将标

准地址信息建设的成果转化为全警的
战斗力袁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遥他们共同研发的野智慧警务系统冶
获国家软件著作权 8项袁山东省公安厅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泰安市科技进步
奖三等奖遥

迎难而上袁融入智能实战
2018年央视春晚在泰安设立了分

会场袁物测队协助泰安市公安局研发了
野泰安立体化智能实战平台春晚安保系
统冶袁 建立了一个可视化模拟现场环境
和安保任务管理一体化的综合性平台遥
该系统可直观尧精细地展示现场的复杂
地形袁科学尧精准地部署警力和指挥调
度袁协同泰安公安为春晚构筑了一道坚
实的安全屏障遥

2019年 10月 27日袁物测队以野特
殊方式冶 参与了泰山国际马拉松赛遥该

队技术人员建设了野泰山国际马拉松赛
安保系统冶袁 通过该系统可实现区块动
态链接袁快速部署响应袁可视决策指挥袁
立体化智能实战遥此系统为泰安警务以
最高标准尧最实举措尧最严要求尧最优形
象做好各项安保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持袁
确保了赛事活动的圆满成功遥

砥砺深耕袁助力疫情防控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袁物测队更

加注重野警务系统冶的建设袁该队技术人
员砥砺深耕袁依托大数据尧云计算尧物联
网尧移动应用等技术打造了野智慧警务
系统冶袁研发了野泰安市大数据空间云中
心冶平台袁为基层民警尧业务警种和领导
决策提供全方位的数据服务支撑遥

2020年 2月 7日凌晨 2点袁 泰安
市公安局向物测队下达了协助排查疫
情防控重点人员信息的紧急任务遥该队

领导高度重视袁立即组织驻泰技术骨干
做好个人防护袁以最快的速度奔赴工作
现场遥他们发挥专业技术优势袁依托野泰
安市大数据空间云中心冶平台袁对公安
部门摸排采集到的大量原始数据信息
进行科学分析尧精准比对遥仅用 150分
钟就筛查梳理出 1.6 万余名重点人员
的详细信息袁并做好数据统计和任务分
解工作袁为有关部门做好后续防控工作
争取了时间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
出了贡献袁获得了泰安市公安局和地方
政府的好评遥

此后袁野泰安市大数据空间云中心冶
平台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一直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遥物测队今后将根据
泰安公安系统的工作需要袁继续履行公
益性职能袁与泰安市公安局携手筑起一
道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袁为维护一方百
姓的平安贡献力量遥

福建省一二一大队

守职尽责为公益

中煤建工

全力支援乐山市抗洪抢险

奋楫争先立潮头
要要要记四川局一四一队地质工作者

阴 刘新闻

六十余载创业路上的披荆斩棘袁
他们为的是同一个名字要要要地质工作
者曰几经辗转奋斗路上的接续奔跑袁他
们为的是同一个愿景要要要永续发展曰
数代人追梦路上的勠力同心袁 他们为
的是同一个使命要要要煤田事业遥 度过
筚路蓝缕的苦难岁月尧 跨过快速发展
的野黄金十年冶尧走在升级转型创新发
展的新时代袁 四川省煤田地质局一四
一队地质人以野志不求易者成尧事不避
难者进冶的奋斗姿态袁于风霜雪雨中勇
搏激流尧在浪奔浪流中奋楫争先遥

来路迢迢袁苦难孕育辉煌袁终
不改艰苦奋斗的英雄本色

千淘万漉虽辛苦袁 吹尽狂沙始到
金遥苦难是生发意志尧催人奋进尧孕育
辉煌的精神沃土遥 他们是驰援 野汗洗
脸尧风梳头冶的金沙江畔三线建设者的
英雄儿女曰 他们是地勘行业由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见证者和参与
者曰他们是主动融入地方经济建设尧积
极践行社会责任的排头兵和先行者遥
工作近四十年尧 现在仍奋战在一线的
一四一队地质专家王文涛正是老一代
地质人的典范遥

苦难孕育辉煌袁投身建设地方遥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地质行业形势低迷袁
随着地勘行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轨袁 单一的煤炭领域已无法满足单
位发展遥王文涛作为一四一队野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冶袁开始涉足非煤领域的资
源勘查袁 面对攀钢白马矿业主方配矿
的全新要求袁他下苦功尧勤钻研袁首次
配比达到 31.99%袁 距矿种标准仅差
0.01%遥1993年袁一四一队迁至德阳袁他
积极投身到地方建设中袁 德阳市一环
路尧青衣江桥尧沱江大桥工程勘察等项
目不胜枚举遥

门板当船铲作桨袁 国难逆行为民
忙遥野5窑12冶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以后袁距
汶川仅 30公里的什邡成了重灾区遥作
为四川局地质灾害隐患巡查排查专家
组成员的王文涛袁 第一时间随队深入
灾区袁为救灾排危贡献力量遥他对沿路
巡查中发现的每一个地灾点都作了细
致的标记和记录遥 行至什邡欢乐谷附

近时袁一个受地震影响而形成的堰塞湖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袁怎么办钥眼见天色
渐渐暗下来袁而巡查排查工作一刻也耽
误不得遥野外经验丰富又为人机警的他
在一片碎石废墟中发现了门板和铁铲袁
便萌生了用门板当船尧铁铲作桨划到对
岸的想法遥野我水性好袁就先和王建一起
打个样袁如果没什么问题袁再挨个接大
家过去浴冶看到同伴们有些迟疑的眼神袁
他鼓励道遥事后王文涛坦言袁野那个堰塞
湖才形成没有多久袁 余震还在接连发
生袁我们划过去的时候不时有石头滚下
来袁大家心头有点虚是正常的袁不过干
地质的不就是与自然作伴尧与危险同行
嘛浴冶

大路遥遥袁实干成就梦想袁终
不变苦心钻研的人生底色

雄关漫道真如铁袁 而今迈步从头
越遥逐梦的遥遥大路上风光无限尧美景
绝伦袁承载着地质工作者野外工作的点
点滴滴遥它的美可以是崇山之巅轰隆的
钻塔旁地质人滴落的辛勤汗水折射出
的绚丽多彩的光芒曰也可以是悬崖峭壁
间找矿立功的地质人在夕阳余晖映照
下忙碌的身影曰更可以是时时处处充满
危险的地震抢险中地质人留下的不畏
艰险的足迹遥曾获全国地质勘查行业第
二届野最美地质队员冶荣誉称号尧现为一
四一队总工程师的李正武袁其经历是对
中生代地质人野美冶的最好诠释遥

事不避难袁实干为要遥随着地质行
业野黄金十年冶的到来袁一四一队迎来了
跨越式发展的新机遇遥2007年袁该队承
接了第一个地勘基金项目要要要四川省
筠连县大雪山煤矿西段煤炭资源普查
项目袁李正武正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遥
野那时袁要确保在汛期来临前完成项目袁
我们便租住在煤矿附近的老乡家里遥野
外填图时袁李总带着我们年轻技术人员
早早地就上山了袁直到深夜才返回袁午
饭就是自带的干粮和白水遥冶一同参与
过大雪山项目的张小洪回忆道袁野虽然
已经是凌晨袁仍能在钻机场上看到李总
的身影袁他固执地说袁耶要见煤层了袁一
定要守着打出来才安心爷浴冶最终这个项
目完成进尺 5369.81米袁探明煤炭资源

储量 9676万吨袁 并通过原省国土资源
厅组织的专家审查袁被评为优秀级遥

刻苦钻研十年功袁 甘为人梯托青
云遥作为四川局知名地质专家袁同时也
是省自然资源厅相关地质专业评审专
家尧 西南石油大学研究生校外指导教
师的李正武袁不仅实践经验丰富袁而且
理论水平高遥 如何在新能源领域的研
究上先人一招袁 使一四一队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袁 是他心中的头
等大事遥作为一四一队技术核心的野头
雁冶袁他不断充实页岩气尧煤层气尧地热
能源等专业知识袁 其理论研究水平走
在了全省新能源领域学术研究及勘查
的前列遥 他指导完成的黔西北页岩气
基础地质路线调查尧 四川盆地页岩气
基础地质调查尧 页岩气调查井等项目
获得各方领导专家的认可和好评遥

前路漫漫袁改革厚植发展袁终
不止开拓创新的时代亮色

路漫漫其修远兮袁 吾将上下而求
索遥 新时代事业发展将更多机遇留给
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遥 青年地质人
必须壮起胆子应对多重困难和挑战袁
做推动事业发展的大胆实践者曰 必须
想尽法子同卡脖子的技术难关较劲袁
做推动事业发展的创新引领者曰 必须
找准路子沉下心来干自己的事情袁做
推动事业发展的改革开拓者遥 曾获省
地质学会野外青年地质贡献奖金罗盘
奖尧 现为一四一队资源环境研究院院
长的张小洪便是开拓创新尧 锐意进取
的表率遥

明者因时而变袁知者随事而制遥受
地矿和地勘经济持续下行的影响袁煤
炭勘查等传统产业不断萎缩遥 在此行
业背景下袁 张小洪团结带领资环院全
体职工积极开拓绿色矿山尧 文旅资源
普查等项目领域遥野之前我们习惯了在
自己熟悉的领域里打转转袁 现在我们
要走出舒适区袁由耶不敢干尧不会干爷向
耶敢于干尧能够干爷转变遥革新袁会有阵
痛袁但不改就是长痛浴冶谈及这个话题袁
张小洪充满信心遥近些年来袁在他的带
领下袁 资环院先后承揽了攀枝花市白
马铁矿田家村矿段生产勘探尧 四川省

峨边县毛坪镇刘家沟玄武岩勘查尧乐山
市金口河区文化和旅游资源普查等项
目袁特别是一四一队第一个流域污染防
治方案编制项目要要要甘孜藏族自治州
雅砻江流域污染防治暨持续达标方案
编制项目袁项目金额突破百万元袁编制
范围涵盖九龙尧 雅江等 11个县袁 全长
994公里袁为加快甘孜州生态文明建设
步伐提供了重要依据袁对筑牢长江上游
绿色生态屏障有着重要意义袁同时也是
资环院落实局尧队发展战略袁打造服务
于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建设产业
链袁 抓好水污染防治等环保工作的有
力举措遥

惟创新者进袁惟创新者强遥张小洪
和资环院班子成员注重围绕产业链开
展技术创新袁通过学习尧合作等方式提
升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遥在谈及怎样看
待与高校的科研合作关系时袁 他这样
说袁野在某些技术积累上我们还是小个
子袁像高校专家那些技术上的大个子在
关键时刻扶我们一下尧拉我们一把袁很
有必要嘛浴冶近些年来袁资环院以甘孜州
雅砻江流域污染防治暨持续达标方案
编制尧金沙江断裂 1颐50000活动断层地
质填图等项目为载体袁 陆续同四川农
业大学尧成都理工大学等高校建立了战
略合作关系袁在申报研究课题尧人才队
伍建设尧核心技术沉淀等方面取得了不
俗成绩遥野矿产勘查是我们的主业袁不能
丢袁可现阶段地矿行业低迷袁怎么办钥我
们要学会借船出海尧借梯登高遥冶张小洪
如是说遥作为队矿业开发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袁他积极探索与地方政府合作参
与矿产资源开发的模式创新袁通过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袁瞄准建筑材料等第三类
矿产资源袁力争实现野技术+资本+矿业
权冶相融合袁从而走出一条商业性矿产
勘查之路遥

他们只是献身地质事业尧谱写煤田
愿景的一四一队地质工作者中的几个
代表袁还有许许多多的一四一队地质人
在高山尧雪地尧戈壁尧荒原上默默奋战袁
精神昂扬地屹立于高山峻岭之间浴

携手共筑安全屏障
要要要山东局物测队野智慧警务系统冶发展纪实

阴 赵 欣

近日袁 江苏长江地质勘查院承接的贵州凤冈二区块页岩气勘查永参 5
井正式开钻遥该井设计深度为 2750米袁将在前期勘探成果的基础上袁推进该
区域页岩气勘探进程袁为下一步油气试井工作奠定基础遥

张 远 摄影报道

音近日袁物探研
究院中标淮北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许疃
煤矿野四含水冶治理
科研配套补勘及注
浆孔工程遥这是物探
院开展的第一个物
探+水文地质+注浆
项目遥 霍 宇

音8 月 11 日袁中
煤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景泰公司承建的河北
省曲阳县自行补充耕
地项目正式启动遥项
目建设规模 97万平方
米袁新增耕地约 70 万
平方米袁 合同金额超
8000万元遥 姜 岩

音近日袁由中煤浙江
地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
分公司承揽的宁夏回族
自治区煤炭地质调查院

野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煤
层气资源评价及水平井
开发技术应用研究冶项目
MS01 煤层气水平对接
井开钻遥邵渃妍 徐东建

音河南省煤田地质
局豫中地质勘察工程公
司承揽的鹿邑页岩气调
查项目鹿页 1井日前开
钻遥该井设计井深 3500
米袁 工程任务主要包括
钻探尧 录井尧 目的层取
芯尧固井尧测井尧试井等遥

王伟灿 秦洪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