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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袁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根据省生
态环境厅及各地市生态环境局部署要求袁 顺利
完成了 8 个地市的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项目袁 其中编制布点方案 178个袁 审
核其他单位编制的布点方案 138个袁 采集土样
14627件尧 水样 3241件袁 检测土样及水样 5176
件袁 质量和效率在全省名列前茅遥 这是该局继
2017 年参与完成全国农用地土壤污染调查后袁
在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取得的又一战果遥

此次调查是根据 叶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曳尧 全国和山东省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方案开展
的袁 目的是通过摸清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基础信
息尧 土壤污染情况袁 建立健全重点行业企业污
染源档案尧 土壤环境信息数据袁 为加强土壤污
染防治和安全利用尧 改善环境质量和防控环境
风险提供保障袁 并为后期土壤修复提供重要依
据遥

在调查过程中袁 局属各单位充分发挥各自
专业技术优势袁 进行钻探设备的技术革新升级袁
改装钻探取样设备袁 创新提出既能提高效率又
能采取不同位置水样的设备改造思路袁 使老设
备焕发新动力遥 同时积极总结项目经验袁 形成
数篇技术报告和可供土壤污染项目调查评价参
考使用的作业指导书袁 为类似工作和技术研究
提供了详实的参考文献遥

此次开展的企业用地调查是推动土壤环境
风险管控尧 维护公众健康的重大民生工程袁 是
加快土壤污染治理尧 逐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的
重要基础性工作遥 山东局将深入总结和充分发
挥两次土壤污染调查工作经验袁 进一步强化人
员尧 技术尧 装备等要素储备袁 深入土壤污染防
治尧 修复治理尧 评价研究等环节袁 为夺取土壤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胜利作出新贡献遥

赵 欣 陈 辉

本报讯 日前袁 江西省委省政府印发 叶关于表彰 2017要
2019年全省开放型经济先进单位的通报曳袁 对 116个全省开放
型经济先进单位予以通报表彰遥 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被
列入全省开放型经济先进企业名单袁 荣获 2017要2019全省 野走
出去冶 先进企业称号遥 多年来袁 江西中煤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袁 始终踏着时代的节拍袁 走在市场的前
沿袁 海外产业不断壮大遥

要要要发展思路更清晰遥 江西中煤以国际工程承包为基础袁
以国家援外项目为重点袁 积极参与政府框架项目袁 以 野资源+
工程冶 野工程+贸易冶 为抓手袁 深化产能合作袁 走出了 野大海
外尧 大外经冶 的路子袁 为 野一带一路冶 建设贡献智慧尧 增光添
彩遥

要要要市场布局再优化遥 江西中煤国外市场形成了东非板块尧
西非板块尧 中南部非洲板块尧 东亚板块尧 南亚板块尧 东南亚板
块尧 中东板块尧 中亚板块袁 辐射 30多个国家和地区遥

要要要援外项目新突破遥 江西中煤拥有实施国家对外援助项
目总承包 野双准入证冶袁 并成为联合国全球采购供应商曰 中标的
援蒙古国口岸项目合同额 3.41亿元袁 是江西企业目前承接的最
大援外项目曰 中标的援缅甸曼德勒工业培训中心升级改造项目袁
将加速 野一带一路冶 中缅经济走廊建设遥 目前袁 援外项目在建
合同额超 6亿元袁 居全省第一遥

要要要重点项目稳推进遥 合同额 14亿元的赞比亚军营项目融
资到位尧 成功落地袁 防疫生产 野两不误冶袁 获赞比亚总统埃德
加窑查格瓦窑伦古称赞曰 加纳 POKUASE立交桥项目作为西非第
一座四层高架桥袁 建成后将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曰 巴基斯坦巴沙
水电站进场公路项目二标段尧 巴基斯坦巴沙进场公路四标段等
项目的中标和实施袁 助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曰 继莫桑比克 O鄄
PRC公路项目实施后袁 连续中标 N221公路尧 赞比西省乡村公
路项目等袁 市场份额继续扩大曰 肯尼亚 C81项目决战荒漠袁 顺
利移交遥

修通 野致富路冶袁 架起 野幸福桥冶遥 截至 2019年年底袁 江西
中煤在海外累计修建公路近 4000公里尧 大型桥梁 36座袁 分别
占江西省的 51.26%和 83.71%遥 在非洲市场投资或承建学校 18
所尧 医院 13所尧 大坝 5座尧 电站 2座和水井 2600余口袁 分别
占江西省的 23.08%尧 37.14%尧 23.81%尧 10%和 20%袁 见证了
野一带一路冶 民心相通尧 梦想相连遥

作为全省 野走出去冶 十大领军企业之一袁 江西中煤已连续
10年获评江西省 野走出去冶 先进企业袁 连续 8年入选全球最大
国际工程承包商 250强袁 近 3年位列百强遥 2020年 3月袁 公司
进入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前 100家企业名单袁 名
列第 24位遥 公司美誉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袁 为江西省开放型经
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遥

谌莉莉 李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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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12要16日袁 中国煤
炭工业协会煤炭地质分会第十九届优
质地质报告评审会在勘查研究总院召
开袁来自全国各地的 50余名专家对优
质地质报告进行评审遥会前袁煤炭地质
分会会长侯慎建作动员讲话遥 勘研总
院院长谭克龙致欢迎辞遥

在本次优质地质报告评审中袁全
国 100多家地勘单位共提供参评报告

546份袁 经初审袁 有效参评报告 520
份遥评审专家按照地质尧物探尧水工环尧
新发现等专业分为 8个小组对报告进
行终级评审遥在终评会议上袁与会专家
根据 叶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优质地质报
告评选办法曳袁经过认真评阅尧小组评
审尧大会投票袁评选出 200多份优质地
质报告遥 获奖名单将在中国煤炭工业
协会审定后公示遥 李柯岩

勘研总院承办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煤炭地质分会
第十九届优质地质报告评审会

本报讯 据近日召开的中煤地质集团
有限公司 2020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会
通报袁在疫情肆虐尧经济发展受阻的情况
下袁地质集团按照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和中
国煤炭地质总局党委部署袁 积极应对袁精
准发力袁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袁
上半年经营工作平稳运行遥

迎难而上袁市场份额逆势上涨遥地质集
团各业务板块克服疫情造成的出行尧洽谈尧
投标等诸多不便袁利用现代通信技术袁积极
进行线上洽谈和投标袁保证市场开拓和项目
承揽工作力度不减遥上半年袁地质集团共有

合同 300余个袁同比增长 71.74%曰结转合同
200余个袁同比增长 127.85%曰新签合同 90
余个袁同比增长 3.59%曰中标未签项目 10余
个袁同比增长 39.62%遥

开拓创新袁 探索发展全新路径遥 完
成易县益阳花岗岩开采有限公司的并购
实施工作袁 建设资金筹措达成意向袁 基
建开工备案审批尧 矿山地形图测量工作
已完成曰 成立国家矿山 渊隧道冤 应急救援
中煤特勘中心袁统筹推进应急救援能力建
设与保持曰 创新性提出资产证券化方案袁
成立了鱼台张黄化工园区 PPP 项目资产

证券化工作组袁完成了公司债重大事项的
披露工作袁完成了公司债自查工作袁同时
签订了野企票通冶白名单企业用户协议曰生
态环境业务实现新突破袁积极参与总局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布局袁 注册成立了中煤
渊海南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袁为打造集团南
方总部基地迈出了坚实步伐曰北京益而康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改革方案成功入选国
资委 204 户野科改示范行动冶企业最终名
单袁同时积极创新营销模式袁针对新上市
的医美产品开设了淘宝专卖店和微信商
城袁 美妆产品销售量较上年同期增长

300%袁益而康公司连续 7年荣获野纳税信
用 A级单位冶称号遥

科技引擎袁 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遥地
质集团深入实施科技创新驱动战略袁发挥
科技在推动企业发展中的引擎作用袁为企
业快速发展插上翅膀遥参与的野二连盆地
陆海地区砂岩型铀矿调查实现重大突破冶
成果被中国地质调查局尧中国地质科学院
评为地质调查十大进展和地质科技十大
进展曰取得 4项专利袁5个项目获得总局科
技立项曰发挥院士工作站野外脑冶作用袁集
团院士专家工作站举行工作进展座谈会袁
张铁岗院士到会对井上井下联合煤层气
治理课题进行现场指导曰北京地质调查分
公司承担的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
题初步查明铀矿化特征袁 实现了新区尧新
层位的找矿突破遥 袁 瑶

本报讯 中煤水文局集团有限公司在
日前召开的 2020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
会议上提出袁要改革创新开新局袁积势储
势谋发展袁 确保 2020年目标任务的全面
完成遥

1要6月袁水文局集团面对疫情冲击的
不利影响袁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
济发展工作袁累计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8.3%袁 其中累计实现经营收入同比增长
22.8%遥积极开拓市场袁项目落实保持强劲
增长态势袁累计落实项目 1014个袁合同额

22.41亿元袁同比增长 27.91%袁其中当年新
落实项目 465个袁合计金额 10.27亿元袁同
比增长 42.44%遥

会上袁水文局集团要求全力做好下半
年工作遥依靠改革创新袁认真落实野11543冶
总体发展思路遥顺应全新的国内外经济形
势袁审时度势袁坚持立足本业袁发挥专业技
术优势遥国家的需要尧社会的需求就是集
团产业建设的方向袁依靠改革创新袁服务
国家战略尧对接世界一流就是集团发展的
目标袁推行新战略尧对标新时代就是集团

创新发展的方向遥对野1343冶改革发展思路
进行战略升级袁形成并确立更符合水文局
集团改革发展的野11543冶总体发展思路遥

发挥水文局集团专业技术优势袁 积极
践行野三个地球冶建设战略愿景遥发挥集团煤
矿防治水专业技术优势袁 紧跟煤矿发展形
势袁做强做优煤矿防治水产业遥积极拓展河
流环境治理产业袁借助凯里鱼洞河项目成功
效应袁扩大社会反响袁提升政府部门的信赖
度袁促进集团河流治理产业的大发展遥发挥
自身优势袁 积极推行煤改地源热泵规模化

应用遥拓展基础工程产业袁瞄准大项目袁谋求
大发展袁为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遥

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袁 依法合规经
营袁提升经济运行质量袁防范经营风险遥积
极研究水文局集团管理架构袁 规范新企业
总部管理的体制及运行流程袁 降低管理成
本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袁探索建立激励约束
与业绩评价相结合的管理制度遥 加强投融
资管控袁确保集团健康可持续发展遥加强党
建和党风廉政建设袁为改革发展保驾护航遥
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尧 十九届历次
全会精神袁认真落实中央企业野党建巩固深
化年冶和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党委野党建工作
深度融合年冶部署要求袁以野八个融合冶推动
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互促共赢遥 陈雁

地质集团多管齐下克时艰 上半年经济平稳运行

水文局集团改革创新开新局 积势储势谋发展

本报讯 8月 18日袁由江苏煤炭地质
勘探三队施工的野盐穴压缩空气储能国家
试验示范项目冶主体工程在常州市金坛区
薛埠镇开工袁标志着该项目已进入全面建
设关键期遥中国科学院院士卢强尧江苏省
能源局局长季鸣出席开工典礼遥

金坛盐穴压缩空气储能国家试验
示范项目是国内首个空气储能国家示
范项目袁也是 2019年尧2020年江苏省重

大推进建设项目袁预计在 2021年一季度
安装完成尧二季度竣工投产遥项目设计
一期工程发电装机 60兆瓦袁 储能容量
300兆瓦时袁 建成后将成为世界首个非
补燃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袁力争成为我国
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的标杆袁建立压缩空
气储能领域的标准体系袁并规划远期规
模 1000兆瓦袁最终建成华东地区大型储
能基地遥

作为非油气系统唯一具备地下岩
穴储气库设计和施工能力的地勘单位袁
江苏局三队早在 2013年就未雨绸缪袁主
动转型升级袁大力拓展盐穴储气库井施
工市场遥该队积极与中国石油集团钻井
工程技术研究院尧中国石油大学尧中国
地质大学等公司和高校对接袁共建盐穴
储气储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学研用
平台袁一举攻克大口径 S型定向井轨迹

控制尧井身质量尧超强抑制防塌泥浆体
系配制尧固井工艺尧扭矩检测尧井筒气密
封测试等钻井工艺与技术难题袁开创了
全国盐腔储气库大口径 S型丛式定向井
施工先例袁掌握了盐穴储气库井施工技
术遥此次成功入围盐穴压缩空气储能国
家试验示范项目施工袁标志着该队在地
下盐腔空气储能井施工领域又迈出了
新步伐遥

据悉袁 非补燃压缩空气储能发电技
术具有容量大尧使用寿命长尧造价成本低尧
响应速度快等优点遥非补燃盐穴压缩空气
储能项目将充分利用地下盐穴资源袁以压
缩空气为主要介质袁实现能量存储转化的
新型储能技术袁具有节约土地资源尧环境
友好尧高效储能调峰等特点遥 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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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尧国家主席尧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8月 24日下午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
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遥习近平强调袁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遥推动形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尧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尧环境尧条件变化
提出来的袁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遥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
向袁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袁使生产尧分配尧流通尧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袁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
求的适配性袁形成需求牵引供给尧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遥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
循环袁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遥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袁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
紧密袁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袁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遥

习近平指出袁要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遥实现高质量发展袁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
增长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袁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遥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袁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
优势袁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袁提升产业链水平遥要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袁使企
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尧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遥要大力培养和引进国际一流人才和科研团队袁加大科
研单位改革力度袁最大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遥要坚持开放创新袁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遥

江苏局施工的国内首个空气储能国家示范项目主体工程开工
建成后将成为世界首个非补燃压缩空气储能电站

2020 年版叶深圳市地图集曳出版媒
体通气会于 8月 19日在深圳举行袁会议
牵动着煤航人的心遥这是航测遥感局中
煤地西安地图制印公司继 1997年印制
后再度承印叶深圳市地图集曳袁恰逢深圳
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尧 航测局成立 55
周年袁意义重大遥继第一版成为国内首
部应用电子出版系统制版的地图集后袁
煤航全面践行绿色环保理念袁 使新版
叶深圳市地图集曳成为国内首部野绿色印
刷冶精装地图集遥

时代变迁袁 世事更迭袁 唯匠心不
易遥 作为专题地图编制与印刷的 野引
领者冶袁 煤航制印先后在两版 叶深圳市
地图集曳 上大胆探索袁 率先采用最新
技术和工艺袁从地图要素一点一划的精
准尧套合一丝一线的精细尧色彩浓淡深
浅的协调噎噎匠心独具袁 传承与创新袁
以一切野最好冶为标准铸精品图集袁竭力
向世界呈现发展变革中惊艳新时代的

野最好的冶深圳遥叶深圳市地图集曳被赋予
深圳这座城市的灵魂和时代内涵袁成为
具有时代性标志的典范之作遥

传承与创新 再次赋予野名标签冶
蓝色背景袁 白色线条勾勒出的图

案袁稍凸封面的野深圳市地图集冶大字及
其英文名称噎噎初见图集袁外行人的感
受是院简约大气袁并无特别之处遥但在图
集总工程师高晓梅看来袁2020年版 叶深
圳市地图集曳上的一点一划尧一丝一线尧
色彩管理尧选材用料等袁无不体现着煤
航的最新技术和工艺遥野23年前袁第一版
深圳图集进厂时袁 我在印前工作站工

作袁 有幸和母校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的王
涛老师并肩工作学习了一段时间袁 至今
记忆犹新遥这次承印新版深圳图集袁我们
都有不一般的感情噎噎冶谈起两版叶深圳
市地图集曳袁煤航制印党总支书记高晓梅
感慨地说遥

23年前袁叶深圳市地图集曳在香港回
归前进厂袁 恰逢煤航制印刚刚引进比利
时先进的 BARCO 电子出版系统遥野那
时国内仅有一两家企业拥有地图电子出
版系统遥冶作为图集主要工艺设计的高晓
梅回忆袁叶深圳市地图集曳 是第一部应用
BARCO电子出版系统进行制版印刷的
地图集袁也是国内首部应用电子出版系
统制版的地图集遥野担任图集整饰设计之
一的王涛老师驻厂半个多月袁 和煤航的
同事们在工作站一幅一幅地调色袁 反复
试验袁 把计算机环境下的色彩设计和
BARCO真彩色工作站的调色功能发挥
得淋漓尽致袁使地图表达在形式上和设
计上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和风格遥冶该图集
一经出版袁反响非凡袁获得了第十九届国
际制图大会优秀地图集奖遥

23 年后袁 深圳市新版图集项目立
项袁 武汉大学和煤航制印本着在地图编

制和印刷上持续的项目合作基础及优
良的技术传承袁再次携手袁为深圳经济
特区建立 40周年献礼遥

一份重托袁两版图集袁三代师生袁四
方合作遥野今年是煤航成立 55年袁煤航制
印成立 55年袁意义重大袁所以在这本图
集上我们倾注了所有力量遥冶高晓梅说袁
为顺应新时代发展袁体现生态文明下的
绿色发展理念袁煤航一直致力于野绿色
印刷冶创新工艺研究袁野力争使新版叶深
圳市地图集曳成为国内首部被冠以耶绿
色印刷爷标志的精装地图集产品冶遥

从许下承诺的那一刻起袁煤航制印
人的行动就开始了遥2019年 3月袁 在做
好前期相关课题研究的基础上袁制印公
司成立了地图绿色印刷课题项目研发
小组袁将精装地图集生产过程中原辅材
料的环保材料选用袁以及实施工艺作为
两个把控的重点袁在印前尧印中尧印后所
有实施环节展开遥野原辅材料中 14项袁要
拿到 80分以上曰印前尧印中尧印后全流程
所有环节都必须按要求达标遥冶 公司技
术质量部主任湛兰对照

野绿色印刷冶 标准逐一讲
述袁 最后在所有地图集成
品中进行抽查遥 公司经过
大量的市场调研尧 分析和
充分论证袁 确定了各工序
实施的工艺技术环节袁同
年 11月至 12月袁 通过对
选定煤航不同类型的专题
地图集进行实验样书研
制尧检测袁苯尧甲苯尧异丙
醇尧乙酸乙酯等 24项物质

化学指标全部达标遥2020年 1月袁 正式
申请认证一次性通过审核袁 煤航获得精
装图书野绿色印刷冶十环标志遥野拿到这个
标志确实比较困难袁 目前在印刷领域能
拿到这个标志的企业比较少袁 制作精装
图书的企业中我们应该是国内第一家遥冶

煤航兑现了当初的承诺袁让新版叶深
圳市地图集曳成为国内首部野绿色印刷冶
精装地图集袁再次赋予图集野名标签冶遥如
今袁在每本图集封底贴着的野绿色印刷冶
标志彰彰遥

严把质量 把野最好的冶集于一身
在兼顾绿色环保印刷的同时袁 煤航

制印把好每一道技术关袁 在一丝一线尧
色彩风格尧 原辅材料等方面应用新技术
和新工艺遥 野数字影像图印刷色彩校正
方法尧 印刷机油墨观测装置尧 纸张静电
消除装置及系统噎噎冶 湛兰对照公司专
利边数边说袁 为了保证图集质量袁 野公
司十多项专利中至少有八个应用到了深
圳图集印刷上遥冶 渊下转第二版冤

两代传承独运匠心 矢志创新铸就精品
要要要航测局印制国内首部野绿色印刷冶精装地图集叶深圳市地图集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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