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近日袁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物
测队中标枣矿集团田陈煤矿两个掘
进工作面冲击地压危险性评价及防
冲设计项目遥 项目主要任务是对煤
矿掘进工作面冲击危险因素进行分
析袁判定冲击危险性等级袁并从冲击
地压危险监测方案尧 巷道防冲支护
设计优化及安全防护措施等方面对
掘进工作面进行防冲设计遥

纪晓阳

9月 3日至 4日袁福建省自然资源厅组织专家对福建省一九七地质大队承担的野福建省漳平市赤坂场南矿区石
墨矿详查冶项目进行了检查遥专家组听取了项目工作汇报袁对见矿钻孔进行了实地检查袁肯定了本项目已取得的成
果袁并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遥该矿区 7月上旬钻获栖霞组矽卡岩矿石袁多个钻孔见到萤石矿体袁预
计萤石矿床可达中型规模遥 郭新强 摄影报道

鏖 战 巴 沙
要要要江西中煤巴基斯坦巴沙项目部抗疫情保生产侧记

阴 戴美林 向泽睿

音9月 3日袁 安徽省煤田地质
局三队承揽的钱营孜矿新副井井
筒冻结造孔工程顺利开工遥该工程
设计钻孔 75个袁包括主排孔尧辅助
孔尧防片孔尧测温孔尧水文孔袁总工
程量为 17008 米袁 合同工期为 60
天遥经过前期筹备袁各项工作均顺
利完成并通过验收袁如期开工遥

刘晓红 葛志强

音日前袁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三
队中标了泰安市 2020 年度绿色矿
山建设第三方评估项目遥 该项目由
泰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袁项
目主要涉及泰安市辖区内的煤尧石
膏和铁矿 3类矿种共计 22 家矿山
的绿色矿山建设评估工作遥

王启晨

音近期袁水文地质局物测队先
后与邯郸市社会公益项目建设管
理中心尧市体育馆签订了第十二中
学新校区建设工程基坑探查项目尧
市体育馆塌陷区工程物探项目技
术服务合同遥该类项目主要是利用
高密度电法仪器尧三维地质雷达等
综合物探方法袁 在城市道路塌陷尧
建设工程基坑尧人防尧地下设施等
方面进行探测袁为后续工程建设提
供技术支持和安全保障遥

郑兰兰 刘华海

音近日袁 河北省煤田地质局四
队中标雄安新区容东片区安居工程
配套供热 渊冷冤 工程中深层地热项
目遥本标段共有钻井 8口袁包括直井
1口尧定向井 7口袁单孔设计孔深直
井 2000米尧定向井 2100米袁设计总
钻探工程量 16700米遥 殷文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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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袁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袁巴基斯坦
属疫情重灾区袁 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巴
基斯坦巴沙进场公路项目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挑战遥 如何统筹疫情防控和施工生产袁 如何稳
定员工队伍袁 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存袁 都是摆在
巴沙项目班子面前的难题遥 在这样的局面下袁
巴沙项目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袁 统筹疫
情防控和施工生产两个方面袁吹响了鏖战巴沙的
号角遥

野逆行冶之路
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暴发时袁巴沙项目部就

已经做好了抗击疫情的准备遥 2月初袁项目经理
赵光华通过视频召开班子会议袁部署防疫事宜遥2
月 12日袁他历经十余个小时航班辗转袁顺利到达
项目部遥 正在国内休假的项目人员也从各地出
境袁辗转赶回工地遥

项目部成立了以赵光华为组长的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袁依据上级单位防控预案制定了项目部
疫情防控应急预案袁开启野战时冶模式袁做好一切
准备工作遥 同时根据疫情形势的发展袁及时调整
防控预案袁编制了常态化疫情防控机制和实施办
法袁疫情防控和生产统筹开始进入常态化遥 防控
小组还不定时召开会议袁就做好疫情防控和生产
统筹商讨对策遥

保障之战

旅途艰辛尧当地航班停飞袁口岸关闭尧交通管
制袁宵禁封城尧工厂停产尧居家隔离袁项目供应链

中断尧生产物资短缺尧机械设备无法维修尧用工紧
张噎噎问题接踵而来袁形势严峻浴 赵光华明确步
骤院野先从抓防疫开始袁不安全绝不开工浴 冶

由于当地雇员多袁 项目部决定实施封闭管
理袁非特殊情况不得外出遥 同时强化中方员工宿
舍区管理袁定期消毒消杀袁严格执行分餐制袁不聚
集遥 每日严格监控袁人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项目
部营地曰进入项目营地尧施工工点袁必须测量体
温遥 截至发稿前袁项目部中方人员未出现疑似或
确诊病例袁施工生产稳步进行遥

项目部还设法取得地方政府和业主的理解
和支持袁 减少直接接触袁 提高沟通效率遥 政府
批文的更新尧 延期都得到及时办理袁 技术方案
审核尧 计量审核支付正常进行遥 同时袁 及时缩
减了工作面袁 调整施工部署袁 保证重点地段和
关键工序不停工遥

担当之责

项目部副经理王宏斌去年 2月休假时儿子
刚满月袁如今看到儿子 1岁生日的照片袁他的内
心无比愧疚袁深知自己对家人关心太少遥 他坚守
岗位袁 顶着烈日跋涉全线 50多公里袁 调查协调
20多个工点袁确定现场重点施工部位袁制定针对
性施工方案袁现场解决施工难题袁使施工现场保
持顺畅遥

项目部总工程师朱大巍袁原计划野五一冶回国
结婚遥 因为疫情他决定留在工地袁继续组织业主
技术人员和现场巡视工程师深入陡崖深沟地段

勘测地形袁提出修正方案袁再多方催促方案的批
复遥 想到一拖再拖的婚期袁他感到十分歉疚遥

防控之际

自疫情发生以来袁当地防疫物资短缺袁项目
部主动与当地政府联系袁于 3月 30日尧31日袁代
表集团公司将 15000个医用口罩袁 以及医用手
套尧防护服尧消毒片等防疫物资袁 交到巴基斯坦
GB 地区齐拉斯县和水电发展局负责人手中遥
GB地区迪尔莫区副区长比拉先生表示袁 野中
巴是患难与共的好兄弟袁 江西中煤的援赠体现
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袁 我们深表感谢遥冶

巴沙项目位于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袁 交通闭
塞袁 进入该区只能通过喀喇昆仑公路袁 当地民
众对新冠肺炎疫情缺乏认识和了解遥 项目部在
当地 400多名雇员中宣传科学防疫理念袁 传播
防疫知识曰 还印刷了大量双语疫情防控宣传画袁
张贴到附近村镇尧 机关尧 学校遥 巴沙项目不仅
缓解了当地就业问题袁 这些助力防控措施也为
项目顺利推进创造了条件遥

巴方雇员要回家过开斋节时袁 项目部所在
地确诊病例逐日增加袁 这给巴沙项目部疫情防
控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遥 项目部疫情防控小组早
作预判袁 制定了严密的复工检测措施院 一方面
为返家雇员配发充足的口罩袁 反复教育他们保
持社交距离曰 另一方面多方努力采购到试剂盒袁
招聘当地专业医生袁 对返工雇员进行免费抗体
检测袁 疑似阳性者统一送当地定点医院进一步
检查和隔离遥 巴沙项目大部分雇工都能自觉遵

守防控措施袁 没有一例确诊病例袁 也未发生聚
集性疫情袁 为持续推进项目安全生产创造了良
好条件遥

大爱之心

由于疫情影响和工作压力袁 不少员工产生
了心理负担遥 项目部开展谈心谈话活动袁 为后
续常态化防控打下了基础遥

4月底袁 项目部一名员工持续 2 天高烧不
退袁项目启动应急响应袁立即对其进行了隔离遥经
缜密细致地调查尧研判其密切接触人员并咨询中
方医生后袁判定其为风寒感冒引起发烧遥 项目部
主要负责人和班子成员轮流进入隔离室对其进
行心理疏导袁同时向伊斯兰堡中方医生进行电话
咨询袁 3天后他退了烧袁 身体逐渐康复遥

5月袁 厨师姜盛的母亲突发疾病离世袁 他
却不能回去送母亲最后一程遥 项目部立刻联系
国内同事袁 委托人员到其家中吊唁慰问袁 安慰
了游子的心遥

就这样袁 巴沙项目部在人员尧 机械和物料
短缺的情况下袁 通过调整施工部署持续推进项
目生产袁 各标段按照预定目标稳步进行遥 上半
年袁 巴沙项目实现全年营业收入目标的 70%袁
营收额超过 2019年同期水平袁 同比增长 142%袁
工程计量款全部到账遥

回首过往袁 有荆棘坎坷袁 也有欣慰收获遥
未来袁 巴沙项目部全体职工将全力以赴袁 继续
推进防疫常态化机制袁 统筹疫情防控和施工生
产袁为全面完成年度预定目标而努力遥

耿艳龙 2013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内蒙古煤炭地质
勘查渊集团冤一五一有限公司参加工作袁先后参与主持
完成了地质勘查尧矿产尧矿调等 13个项目的施工作业
和报告提交遥认真负责尧爱岗敬业尧热心助人袁是最适合
他的野标签冶曰以质量尧安全为己任袁是对他工作态度最
好的诠释遥

一心扎根一线袁做安全生产的野带头人冶

作为一名生产一线技术员袁耿艳龙爱岗敬业尧勤奋
学习袁把生产工作与生产安全并重袁把所学知识和生产
实际有机结合袁通过组建野野外施工微信群冶袁确保各项
信息畅通袁 在现场安全生产工作中起到了很好的促进
作用遥

2015年 6月至 2018年 4月袁 耿艳龙负责内蒙古
自治区扎鲁特旗军马场铜多金属矿预查的野外施工遥
施工作业前袁 他及时了解该地区的气候特征和项目的
施工难度袁提出了组建野军马场野外施工微信群冶和配
备对讲机相结合的方法袁 以备工作区无移动网络时能
及时沟通联系遥他将天气变化尧特殊情况尧施工进度尧安
全工作信息等事项及时向群成员发布袁 提醒安全生产
有关注意事项袁做好防风尧防雷尧防寒尧防滑和防冻等季
节性安全生产工作遥

夏季袁草原地区虫蚊蛇蚁较多袁且高温炎热遥耿艳
龙提前谋划袁为各组成员配备工作服尧遮阳草帽尧手套
等遥同时袁适当调整作业人员的作息时间袁保证各组成
员的茶水供应袁及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遥针对该地区夏
季降雨较多的特点袁他叮嘱项目组时刻关注天气预报袁
以便及时调整和修订施工作业计划袁 同时还配备了雨
衣尧雨靴和塑料薄膜等防雨用具遥在他的带领下袁项目
组于 2018年 4月提交了叶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军马
场铜多金属矿预查成果报告曳袁并通过了评审袁顺利完
成了工作任务遥

强化安全管理袁做安全隐患的野克星冶

2015年 8月至 9月袁耿艳龙负责了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小湾里河等三幅 1颐50000区域矿产地质调
查项目中的 1颐50000高精度磁法测量野外施工作业袁
任施工组长遥他通过制定项目安全应急处置方案袁带领
项目成员及临时外聘人员积极学习安全知识袁 提高安
全意识袁努力将安全隐患降到最低遥

项目刚开始袁耿艳龙便召开了安全会议袁专门对项
目工作环境及可能接触的危险因素作了充分的讲解袁
组织大家对安全事故的具体处置方式方法进行了讨
论袁让大家对可能遇到的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遥在应急
救援体系方面袁 他和大家在充分考虑项目实际情况的
基础上袁制定了项目现场处置预案袁建立了应急通信袁
对紧急联系人及安全应急物资制定了相关措施遥

在项目的日常安全管理工作中袁 耿艳龙始终坚持
公司对项目安全工作的要求袁 坚持每周召开安全生产
例会袁 他为大伙儿准备了应急药品袁 以防突发事件发
生遥他还为各组工作人员配备了长衣尧长裤尧长靴尧长
袜尧防护帽尧手套袁切实做好防护工作遥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袁野外工作顺利完成袁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袁为各
类地质体的解译推断和测区矿产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综
合性依据遥

查隐患尧抓安全袁为生产作业加一把野安全锁冶

2017年12月袁一五一公司承揽施工了呼家塔煤矿
资源整合开采井筒检查孔勘查项目袁 耿艳龙担任现场
负责人遥他认真贯彻落实野安全第一袁预防为主冶的生产
方针袁加大安全隐患排查力度袁事事野查隐患尧抓安全冶袁
为生产作业加上一把野安全锁冶遥

呼家塔煤矿位于陕西省神木县袁该地区冬季寒冷尧
昼夜温差大袁 冬季施工衣物穿戴较厚重袁 安全隐患较

大遥耿艳龙利用钻机倒班休息时间袁给大家作安全宣传
教育袁传达安全生产理念遥同时袁他严把技术质量关袁做
到以技术促安全尧以质量保安全遥对查处的隐患袁现场
能够处理的袁他在现场与工人一起动手处理曰现场一时
无法解决处理的袁他提出针对性的整改处理意见袁并及
时反馈给单位和领导袁督促限期整改遥该项目从 2017
年 12月开始野外地质钻探尧工程地质采样尧钻孔抽水
试验等施工作业袁2018年 4月 22 日全部完成野外地
质工作袁2018年 5月 15日提交了叶神木县青草界有限
公司呼家塔煤矿井筒检查钻孔勘查报告曳袁为矿井井筒
设计提供了准确可靠的地质资料遥

严谨心细袁做安全防护的野守门神冶

2019年 5月至 8月袁耿艳龙负责内蒙古自治区东
胜煤田宏景塔一矿煤炭补充勘探项目的野外施工作
业遥该项目工期短袁施工设计钻孔全部位于采空工作面
之间的煤柱上袁工作难度较大袁安全系数较低遥放点测
量时袁他提出采用 RTK放点多重标记法袁同时要求施
工钻机配备钻梃尧扶正器等工具袁确保施工钻孔孔斜达
到要求袁有效避免了因钻孔打斜尧打偏到生产中的巷道
而引发安全事故遥

耿艳龙在施工作业前严格检验机电尧工作台尧避雷
针等安全项目袁作业期间严禁施工人员饮酒袁进入施工
场地必须佩戴安全帽袁 钻孔施工结束后严格依据规范
要求实施钻孔封闭袁消除了潜在的安全隐患遥

作为一名地质工作者袁 耿艳龙以求真务实的工作
态度尧谨小慎微的工作本性为准则袁始终抱着高度的责
任心尧严格的纪律性袁一次次圆满完成了工作任务袁为
公司实现安全生产零事故作出了突出贡献遥

让安全之花在一线绽放
要要要记内蒙古煤勘集团一五一公司地质技术部项目负责人耿艳龙

阴 赵 乐

近日袁 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页岩气井控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在
陕西煤田地质油气钻采有限公司陕镇页 1井施工现场举行遥本次演练模拟陕
镇页 1井在完钻起钻过程中袁发生井控和硫化氢泄漏突发事件遥事件发生后袁
项目部和陕煤油气钻采公司启动应急响应袁同时开展企地联动袁最后险情得
到控制袁生产恢复正常袁应急程序解除遥 贺晓强 刘 康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袁河南省资源环境
调查三院修改完善了该院基层民主
管理实施细则袁多措并举袁为全院实
现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制
度保障遥

要要要野九项制度冶提供坚强保障遥
2019年 7月以来袁 河南局资环三院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袁 围绕合同用
工尧备用金管理尧合同管理尧项目立项
申报管理等完善尧出台了 9项严格内
部控制的规章制度袁建立了严格管理
的长效机制袁为单位转型升级发展提
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遥

要要要野手拉手冶 专项学习不留死
角遥河南局资环三院组织院属各实体
和相关部门以野九项制度冶为重点袁开

展了内部控制制度野手拉手冶学习落
实专项活动袁督促全院各实体尧部门
把内部控制制度学深学透尧 不留死
角袁规范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遥

要要要野一会一表冶 内部管理落实
到位遥河南局资环三院推行野一会一
表冶工作制袁执行工作月报制度袁减少
会议数量袁提高工作效率袁通过生产
经营会全面掌握院属各实体尧部门工
作情况遥通过野内部管理一览表冶明晰
院属各实体项目承揽尧生产经营等情
况袁有效避免野糊涂账冶的出现遥在工
作落实中袁 结合内部控制风险点袁采
取专项检查的方式袁严格内部管理督
查工作遥

高娓娓

河南局资环三院

多措并举强化内部管理

本报讯 8月 25日袁宜昌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党员干部来到湖
北煤炭地质局野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渔
洋关镇马岩墩滑坡治理项目冶 工地袁
开展野送服务下工地冶活动袁召开警示
教育大会袁进行现场观摩遥

马岩墩滑坡治理项目是湖北局
一二五队宜昌公司 2019年中标施工
的千万元滑坡治理项目之一袁因为严
格规范的管理和合理的施工进度袁成
为宜昌市地方政府野示范工程冶和野民
心工程冶遥

马岩墩滑坡为大型土质滑坡袁近
年来因毁坏公路尧威胁桥梁袁严重影
响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遥湖北局
一二五队秉承央企责任袁以野三个严
格冶打造精品工程袁实现了做一项工
程尧获一方赞誉的目标遥

严格项目规范实施遥认真落实湖

北局野一三五八冶项目管理流程袁组建
高水平项目管理团队袁在经营尧质量尧
安全等方面全面把控曰在项目招采中
严格执行叶企业采购管理办法曳袁评标
专家组成员中配备 1 名纪检监察人
员袁对整个过程进行监督遥

严格工程安全质量遥坚持高标准
施工袁严格按照施工规范尧操作程序尧
施工工艺建设袁 确保工程质量安全曰
严格按照施工安全规范要求袁细化安
全管理职责袁将安全管理落实到各个
施工环节袁确保施工安全万无一失遥

严格项目廉政建设遥与项目经理
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袁落实野一
岗双责冶曰 组织项目管理人员进行学
习袁开展常态化警示教育曰成立项目
临时党支部袁开展野支部建在项目上袁
党旗飘在工地上冶活动袁发挥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遥 董华勇

湖北局一二五队

野三个严格冶打造精品工程

音近日袁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一
队中标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神源煤化工 7401 工作面地面瓦斯
抽采井工程遥 该工程位于淮北市濉
溪县南坪镇附近袁 共设计施工 9口
地面瓦斯抽采井遥 工程采用单排布
置袁 井间距 144米袁 钻井开孔直径
508毫米袁掏穴直径 420毫米袁终孔
直径 216毫米袁 工程量为 3628米袁
工期 210天遥

胡建三 岳秋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