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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绿水青山画像
要河南局资环二院生态修复设计项目侧记
要要
阴 王伟灿
野该项目提交的勘查设计资料齐全袁 治理
区域划分合理袁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和生物措施
可行袁工期安排合理噎噎冶在汾渭平原部分历
史遗留露天矿山生态修复设计项目评审会上袁
专家给出这段评语袁让承担该项目的河南省资
源环境调查二院矿产与环境分院职工们开心
地笑了遥

画好线路图
汾渭平原部分历史遗留露天矿山生态修
复设计项目袁 是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
专项资金项目袁 涉及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尧
新安县尧 偃师市和三门峡市湖滨区四个区块袁
治理图斑共 51 个袁 总治理面积达 194.09 公
顷遥
野该项目主要是通过地质环境调查尧 土地
利用调查尧植被调查尧地形测量等手段袁提出保
护和修复对策袁形成设计成果袁为下一步开展
修复治理提供技术支撑遥冶 二院矿产与环境分
院院长张记飞介绍说遥
为这样一个 野高大上冶 项目做设计袁 二
院推行了 野三步走冶 方法院 在技术保障方面袁
采用以无人机航拍为主袁 人工运用 RTK 测量
技术为辅的调查方法进行作业曰在制度保障方
面袁建立了施工管理尧安全技术尧工程监测尧环
境保护尧资金管理等措施曰在进度保障方面袁搁

置平均分配项目的办法袁实行野竞先分配冶制袁就
是三个作业小组在确保作业质量的情况下袁谁
干得快谁就可以多干遥当然了袁多干是和报酬
挂钩的遥

困难前有招
5 月中旬的一天袁 三门峡湖滨区袁 烟雨蒙
蒙遥一条通往山野的小路上袁作业人员深一脚浅
一脚地向作业点走去袁红色的工作服如一团火
焰在山野里闪动遥 大伙儿赶到各自作业点后袁
开始了一天的测量测绘工作遥野这个项目任务
紧袁我们早上 7 点出工袁天黑才回去袁每天作业
十几个小时袁像今天这样的天气都不休息遥冶项
目负责人李好飞指着天空说道遥
在新安县作业区袁技术人员同样面临着不
少困难袁有的山路险袁有的矿山边坡陡袁有的露
天矿山面积大遥对于这种情况袁调查人员能用人
工测量就用人工测量袁人到不了的地方就用无
人机测量遥
由于该区多数矿山开采时间长袁废渣面积
大袁而且厚度也不一致袁给计算废渣量造成了
困难遥如果用工程钻机开挖测量袁不仅增加作业
成本袁也会耽误工期遥为此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赵东一会儿爬上坡顶袁一会儿下入矿底袁仔细
观察地形地貌遥野办法有了浴冶赵东对大伙儿说袁
野这一带废渣比较松软袁测量废渣的厚度袁我们

可以用工具进行开挖袁这样不但能节省成本袁还
能加快作业进度遥冶大伙儿一听袁认为方法可行袁
纷纷挥动铁锹尧洋镐干了起来噎噎

加班到天亮
如何提交可行的矿山生态修复设计报告钥
分院党支部书记尧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雷华友多
次与技术人员交流探讨设计思路尧设计方案遥两
天后袁一套涉及危岩体清理尧岩质坡面整形尧填
方平整尧表面覆土尧土地培肥尧坡面植树种草的
设计方案终于出炉了遥
之后袁设计报告编制工作按下了野快进键冶遥
在各个作业室袁大伙儿有的敲打键盘袁有的精心
制图袁有的交流切磋遥野为了加快报告编制进度袁
我们周末也很少休息袁 有时候一忙连饭都顾不
上吃遥冶技术员郑晨光一边埋头作图一边说遥雷
华友每天奔波于各个办公室之间袁 为项目组释
疑解惑袁解决报告编写中的野疑难杂症冶曰张奕哲
多次与自然资源部门沟通交流袁 解决计划恢复
耕地尧图斑不一致尧预算费用等问题曰张帅白天
干了一天袁晚上还要把活儿带回宿舍做袁常常是
在电脑前一忙就是一夜噎噎
野实施这个项目袁为我们今后承担更多生态
环境项目积累了经验遥 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我
们的智慧和力量袁付出再多的苦和累都是值得
的浴冶张记飞表示遥

音日前袁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水文队
通过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2020 年
度监督审核遥 审核组一致认为水文队质
量管理体系运行正常袁各环节处于野受控
状态冶袁体系有章可循袁满足适宜性尧充分
性和有效性的要求袁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换版通过有效遥
张晓明 董 梅
音近日袁 甘肃煤田地质研究所通过
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
复评审遥 专家组认为现有管理体系覆盖
了认可准则的全部要素及实验场所的检
测工作袁各要素描述基本适宜尧完善袁能
够服务于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袁 体系文
件满足认可准则要求遥
蒋照
音由福建省国土测绘院自主研发的
野GIS 卫片执法内外业一体化处理系统冶
日前被厦门市科学技术局认定为 2019
年度厦门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遥该
软件结合项目技术要求袁 开发了具备内
业影像比对尧 数据整理尧 图属一体化管
理尧 导航定位等实用功能的一体化处理
系统遥截至目前袁该系统服务项目产值累
计超过 1200 万元遥
周佳昕
音8 月 24 日袁中煤浙江生态环境发
展有限公司通过国标 叶企业知识产权管
理规范曳认证袁取得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遥认证范围包括地质勘查尧地基基
础工程施工尧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及
施工遥 截至目前袁 该公司累计申报专利
30 余项袁其中获授权 18 项尧实质审查 8
项袁取得软件著作权 5 件遥
郭富强
音8 月 25 日袁江西省煤田地质局二
二四队经营管理科参加了省地质灾害防
治协会主办的地质灾害防治资质管理及
申报培训班遥 此次培训为资质单位解读
了相关资质的管理法规及要求袁 重点讲
解了相关人员尧申报尧业绩要求和材料申
报软件使用方法遥
蒋莎莎
音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河南地质局勘
测公司近日获得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遥该证书的获得袁标志着勘测公司在
知识产权规范化管理尧 运用及风险防范
等方面迈上了新台阶遥
齐磊刚
音8 月 24 日袁陕西科技系统首届青
年创新创效大赛在西安举办袁 中煤航测
遥感集团航摄分公司野瞰清西安冶高分航
摄创新项目荣获优秀奖遥 本次大赛由共
青团陕西省委尧省委军民融合办尧省科技
厅尧省人社厅尧省国资委等共同举办袁共
有 30 多个项目进入决赛遥
刘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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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近日袁 中煤地第二勘探局有限责
任公司工会组织所属各单位业务骨干和
优秀班组长袁 参加了由清华大学继续教
育学院开办的中央企业班组长岗位管理
能力资格认证远程培训班袁 以进一步提
高企业班组长管理能力袁 更好地发挥其
在生产经营中的重要作用遥
唐杨杨

全意识的好做法遥
建立安全生产激励制度袁 监督检查到
位遥充分发挥安全管理的制约和激励机制作
用袁把工资尧奖金分配尧评比先进尧考核领导
干部政绩等与安全生产紧密挂钩遥安全生产
奖惩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不是目的袁而是一种
手段遥在实施奖惩制度中袁要坚持以奖为主尧
以罚为辅尧赏罚分明尧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遥
明确施工现场安全员的岗位职责袁加强
安全员对施工现场的管理遥完善安全生产责
任制袁落实安全生产遥及时分析安全生产尧文
明施工中存在的问题袁并加以沟通和
协调袁使管理的力度得到加强曰切实
增强全体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尧文明
施工意识袁 定期开展安全生产例会袁
及时通报各班组在生产工作中存在
的安全隐患袁 并做到正确分析及整
改袁加强对各班组落实整改情况的跟
踪检查袁努力将事故隐患消除在萌芽
状态遥
把 野安全第一袁 预防为主袁 综
合治理冶 的安全生产方针落实到位遥
事故的发生源于工作生活的一些疏
忽袁 事故的背后是亲友的哭声和血
泪袁是家庭的破碎袁是企业的泥潭遥有
效减少各类事故袁建立良好的安全生
王 产环境和秩序袁也是建立发展社会主
国 义市场经济尧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
伟
要条件遥
在生产过程中袁要把安全生产工
作放在第一位袁任何事情都要为安全
让路袁切实保护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遥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必
须亲自抓安全生产工作袁确保把安全
生产工作列在所有工作的前边遥
安全生产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尧长
久性的系统工程袁我们只有在安全生
产工作中做好综合性工作袁全面提高
大家的安全生产意识袁增强安全生产
的责任感袁及时消除事故隐患袁才能
实现安全生产无事故遥
野安全无小事袁隐患无大小冶袁人人都要
时刻牢记安全为天袁充分认识到安全就是政
治尧安全就是效率尧安全就是效益尧安全就是
职工最大的幸福和福利遥要始终把安全摆在
高于一切尧重于一切尧先于一切的位置袁规范
操作袁自觉做到安全尧生产尧经营延伸到哪
里袁安全管理就强化到哪里袁把安全责任落
实到生产过程的每一个岗位和环节遥
阴

安全生产标准化是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的基本体现袁 是企业文化发展的正面指标袁
是企业的基本职责所在遥安全是企业发展的
重要保障袁 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头等大事遥生
产事故对企业有严重的影响袁要把事故控制
在最小限度内袁 必须提高员工的安全素质袁
大力推行企业安全生产文化建设袁确保实现
安全生产的长治久安遥
作为一名钻探工作人员袁 时时刻刻都
不能麻痹大意袁 要全力避免事故的发生遥
钻探施工具有点多尧 线长尧 流动性大等特
点袁 安全生产管理难度大袁 加之钻
探施工市场化以来袁 安全监管和约
束机制尚不完善袁 一些钻探施工单
位安全生产意识淡化遥 加强对钻探
施工安全生产规律的研究袁 分析钻
探施工事故原因尧 排除钻探施工中
的隐患尧减少事故带来的伤害袁对提
高钻探施工效率尧 减少事故造成的
损失具有重要意义遥 就如何做好安
全工作袁 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
自己的认识遥
在安全生产中袁 我们不仅要制
定相应的安全生产工作制度袁 还要
制定保障这些制度得以执行和落实
的措施遥 只有严格执行 野安全生产
责任制冶袁 安全生产工作才可能规
范开展遥
定期对职工开展安全教育培
训袁通过图片展览尧安全知识竞赛等
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袁 使职工清
楚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依法享有的
权利和义务袁 进一步强化职工的安
全法律知识袁 把职工的思想统一到
安全作业尧 依法管理尧 依法办事上
来遥 结合安全工作重点进行宣传教
育袁根据不同时期尧不同工作重点袁
开展不同 主 题的 安 全生 产 宣传 活
动遥配合全国野安全生产月冶活动袁通
过编印发放有关宣传材料袁 张贴各
类安全宣传画袁营造野关爱生命尧关
注安全冶的舆论氛围袁使广大职工将安全生
产的每条规章制度都牢记于心遥从安全教育
工作经常提到的野三不伤害冶入手袁教育职工
首先要保护好自己遥安全工作的目的就是保
护每个职工的身心健康遥 因为事关自身利
益袁职工容易理解和接受袁也就能够达到提
高安全意识的目的遥在安全工作中袁只有全
体职工的自我安全意识得到加强袁才能从根
本上解决人的不安全行为遥而职工自我安全
意识的培养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袁这就需要
我们找到好的切入点袁找准培养职工自我安

福建省一二一大队与龙岩海关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8 月 26 日袁 福建省一二一地质大队
与龙岩海关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袁 队党委委员尧队
长刘复焜与龙岩海关关长孙锦先代表双方签约遥
双方将在检测业务尧科研合作尧信息共享等方面
进行全面合作袁促进共同发展袁打造共赢格局遥
根据合作协议袁龙岩海关将发挥野国家级矿
产品检测重点实验室冶的品牌优势袁一二一大队
将发挥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样品测试能力
和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标准化验室等资质优势
与市场竞争力袁双方将加强检测业务合作遥双方
就有关金属矿尧非金属矿尧土壤等共同检测领域

课题进行科研合作袁 将联合申报和承担各类国家
级尧省部级科研计划项目遥同时向对方提供检测尧
检疫尧地质勘查等领域科研技术新方向尧新信息尧
新需求遥
今年以来袁 一二一大队化验测试中心已完成
福建省各县市农业农村局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保
护项目土壤样检测 4478 件袁承接了安溪县等 7 个
农业地质调查项目土壤样 7024 件袁完成万安幅水
系沉积物及土壤样品检测 7610 件袁完成各类检测
样品 7400 多件遥
王文琴 郑伟强

野小冶监理有野大冶梦想
要要记河南省优秀团员中化河南局陈旭
要
阴 陈如
离河南省洛阳市区一小时车程的宜 阳 县
S247 洛河大桥改造工程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袁工
作人员正在加紧赶工袁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河南
地质局天一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年轻的 野小
监理员冶 陈旭在现场对项目进度进行检查和记
录遥此时袁天已经暗了下来袁夕阳尽头与地平线
相交的地方暮霭沉沉袁 绵延的丘陵正慢慢吞噬
着最后一抹余晖遥
这是陈旭进驻这个项目的第二个年头袁也
是他离开学校进入中化河南局的第三年遥 短短
几年袁他已然褪去了稚气袁黝黑的脸上只有沉入
工作的专注和坚毅遥 从初出茅庐到成为中化河
南局天一公司野先进工作者冶袁从默默无闻到被
评为野省级优秀团员冶袁陈旭带着专属于自己的
拼搏劲头袁华丽转身遥

野小监理冶的成长之路
2017 年袁 还没毕业的陈旭争取到去中化河
南局的实习机会遥他上午报到袁下午就被拉到了
洛阳高铁项目的施工现场遥 茫然和激情是这个
年轻人初到工地的状态袁 但踏实肯干让他迅速
得到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遥因为表现优异袁2018
年袁他正式入职中化河南局袁在天一公司开始了
自己的监理生涯遥
作为一个非监理专业科班生的 90 后袁 陈
旭缺乏实践经验袁 刚进入洛河大桥项目的时
候袁 他一有时间就跟随专监到现场学习袁 工作
之余则留在总监办看书袁 复盘自己当天所学到
的东西袁同时着手准备监理工程师的考试遥那时
候袁一个月四天的假期袁他几乎没有休过袁想办

法尽快掌握监理工作的各种要领袁 不浪费一丝
一毫的时间遥
陈旭说袁 刚到工地的时候袁 大家总是叫他
野小监理冶袁虽然只是个称呼袁但他知道这三个字
其实是在提醒他袁 要想成为一个被认可的监理
人袁还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遥
2018 年 12 月袁 地处洛河河道内的工地现
场袁夜间平均气温几乎都在-15益以下袁考虑到
其他同事年龄偏大袁陈旭主动要求夜晚值班遥那
是他第一次独立开展监理工作袁 也是他能够不
再依赖别人的帮助袁独自面对尧解决现场所遇问
题的开始遥每每回想起那时的情形袁他眼前浮现
的不是天寒地冻中冻得颤抖的嘴唇袁 不是刺骨
冷风中冷得哆嗦的双腿袁 而是自己终于能够独
当一面的喜悦和热忱遥
风刀霜剑尧 雪虐风饕袁 刮不走一个年轻人
的成长之梦遥 2019 年春袁 新芽慢慢长出袁 陈旭
也脱下了厚厚的棉服遥 不知不觉中大家对陈旭
的称呼发生了变化袁 在项目上袁 大家不再喊他
野小监理冶袁 取而代之的是一声声 野陈工冶遥 每
每这个时候袁 陈旭总会不自觉地露出憨憨的笑
容袁他隐隐约约感觉到袁通过努力袁自己有些不
一样了遥

不负青春不负梦
有梦想的地方袁 都是天堂遥2019 年 5 月袁洛
河大桥项目梁板的加工预制工作开始了袁 对从
来没有接触过箱梁施工工艺的陈旭来说袁 这又
是一个绝佳的实地学习机会遥然而袁由于总监办
人员有限袁没有人能够代替他前往施工现场袁且

监理工程师的考试也近在眼前遥思前想后袁他咬
牙做了个决定院哪怕把一天的时间掰成多瓣袁也
要把握住这次到梁厂实地学习的机会遥
于是袁 陈旭坚持每天早上 5 点起床袁 先进
行 1 个小时的监理工程师考试学习袁 然后驱车
近半个小时赶到距总监办 25 公里的梁厂袁 比
照着图纸现场观摩袁 并在 8 点半之前赶回施工
地开始一天的工作袁晚上下班后再赶往梁厂袁夜
里 10 点回到总监办袁再看 2 个小时的书遥从清
晨到半夜袁 陈旭几乎将自己的每一分每一秒都
填满袁工作尧学习尧考试袁似乎哪一样都比吃饭尧
睡觉重要遥
不负青春不负梦遥 在洛河项目的三四个月
里袁陈旭渐渐掌握了梁板施工的工艺技术袁自身
的业务水平也得到了较快提升遥2019 年 11 月袁
他被公司任命为驻地监理工程师袁 随后获得了
天一公司野先进工作者冶称号遥对陈旭而言袁这个
他用心描绘的 野梦冶 终于被勾勒出了一点点轮
廓袁他感觉自己似乎离野专监冶的小目标更近了
一步袁离职业生涯的野大冶梦想也近了一步遥

野大冶梦想的开始与延续
2020 年袁陈旭 27 岁袁离而立之年越来越近遥
在工地的这些年袁他眼中除了钢筋水泥袁便只剩
下那份别人看不见的执着遥
陈旭不善言词尧不懂表达袁但他的妻子却什
么都明白遥 结婚时袁 陈旭临行前退掉了蜜月机
票袁赶回工地曰妻子怀孕时袁陈旭忙得无法回来
陪伴遥作为一个出生在监理家庭的人袁妻子其实
很清楚嫁给一个监理后所要承受的孤独袁 但她

并不后悔袁 因为正是陈旭在工作上表现出的吃
苦耐劳尧忠诚稳重袁才更让她觉得袁自己嫁的是
一个踏实可靠的男人遥
陈旭说院野我的梦是从监理开始的袁 我希望
自己能够一步一步尧 扎扎实实地在监理这条路
上走下去遥冶成为一个专业技术过硬的野总监冶袁
就是陈旭当前最野大冶的梦想遥
在中化河南局从事监理工作的几年袁 陈旭
找到了职业归属感遥他十分热爱这个单位尧热爱
监理这个职业袁 中化河南局给予他的不仅仅是
一个广阔的发展平台袁 更是一个弥足珍贵的成
长机会遥在这里袁他找到了自己的梦想袁并为梦
想努力打拼袁 那种独当一面的感觉让他体会到
了自己存在的价值袁 也让他对未来产生了一股
前所未有的冲劲儿遥
野小冶监理有野大冶梦想袁说的是陈旭袁更是和
陈旭一样辗转在各个项目现场的监理人遥监理尧
专监尧总监袁每个人都在这条野梦想冶的路上披荆
斩棘尧一往无前袁用青春换来一场蜕变遥
野志之所趋袁无远弗届袁穷山距海袁不能限
也遥冶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人的寄语袁也是
陈旭当下的精神支撑遥而今袁S247 洛河大桥项目
即将完工袁陈旭也将前往新的项目遥他不清楚未
来还有多少困难等着他去克服袁但他知道袁现在
的自己会带着一往无前的勇气和自信袁 继续在
监理的职业道路上勇敢前行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