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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袁 西安市大数据资源
管理局会同西安市大数据产业协会袁组
织召开了西安市第二批次大数据企业
认定审查会袁共有 93家单位通过审查遥
经西安市第二批次大数据企业名单公
示袁中煤航测遥感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入
选西安市大数据企业名录遥

据介绍袁为了规范大数据企业认定
管理工作袁促进西安市大数据产业健康
快速发展袁作为市大数据企业认定主管
部门袁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组织实
施了此次大数据企业认定尧 审查工作遥
认定的大数据企业是指在大数据领域
进行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袁形成核
心自主知识产权袁 或从事数据采集尧存
储尧整理尧运维尧安全等管理服务袁数据
挖掘尧计算尧加工等技术服务袁数据应
用尧咨询尧培训尧交易撮合等增值和平台
服务等相关数据服务业务的企业单位遥

作为我国从事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研究尧 开发与应用的高科技国有企业袁
长期以来袁 煤航集团主要从事遥感尧测
绘等地理空间数据生产袁沉淀和积累了
丰富的空间数据资源遥7月袁煤航集团整
合硬件资源和数据资源袁建成大数据中
心袁实现了多层次的航天遥感尧高精度
的航空地理尧大范围地质灾害等地理空
间数据的安全接入尧存储尧共享尧分析尧
应用和管理的目标遥通过该中心袁煤航
将立足传统业务优势袁使地理空间大数
据为千行百业提供精准服务遥

煤航集团大数据中心主要由机房尧
演示大厅尧序厅尧展示大厅等组成袁建成
后成为国内地理信息行业规模最大尧处
理能力最强的中心之一遥

据悉袁煤航集团纳入西安市大数据
企业名录后袁将成为西安市大数据有关
政策扶持的重点对象和参与西安市大
数据产业建设项目的优选单位遥

杜旭涛

本报讯 近日袁 江苏远方动力科技
有限公司铃柯分公司高塑性恒温铝合
金热挤压管件运抵上海港袁 终点是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治曼 DHT公司袁 这
是铃柯分公司继产品出口沙特阿拉伯尧
阿曼苏丹国后袁挺进中东市场的又一次
胜利遥

近年来袁铃柯分公司在不断巩固拓
展国内换热散热铝管市场的同时袁紧跟
国家野一带一路冶倡议袁将拓展目标瞄准
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袁尤其是中东地区
市场遥 公司充分利用当地油气资源丰
富尧 换热散热设备应用广泛的市场特

点袁主动出击袁凭借自身优质的产品尧良
好的服务袁先后打开沙特阿拉伯尧阿曼
苏丹国等市场袁 并于 2019年年底获得
沙特阿拉伯 SABER工厂认证袁 进一步
巩固了在当地的铝制品市场基础遥

2019年年底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
治曼 DHT公司多次组织专家组到远方
公司现场考察袁 并对公司产品进行抽
样袁在对产品开展抗拉尧金相尧化学分析
等多轮检测后袁认定公司产品各项性能
完全符合该国对铝制品的质量管控尧进
口条件等要求袁并与公司签订了正式供
货协议遥 朱雷雷

本报讯 随着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深入推进袁河北省关闭煤矿山动态
发展的地质环境问题日益凸显遥为摸清
河北省主要矿区关闭煤矿山地质环境
现状袁 了解关闭煤矿山剩余资源情况袁
河北省煤田地质局物测队在先期调研
的基础上袁对省内主要矿区关闭煤矿山
多要素综合调查项目进行立项袁申请了
河北局管理的省级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资金袁分 2019年尧2020年两个年度对河
北省南部尧北部实施关闭煤矿多要素综
合调查遥

该项目通过对河北省主要矿区关
闭煤矿山的地质环境尧地质灾害及剩余
资源等要素进行综合调查袁建立一套行
之有效的典型关闭煤矿山多要素综合
调查及评价方法袁为关闭煤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尧治理及剩余资源高效再利用提
供基础资料和参考依据遥

2019年袁 物测队主要实施了邯郸尧
邢台尧石家庄南部等地的关闭煤矿山多
要素综合调查袁 完成 1颐50000多要素调
查 815 平方千米尧1颐50000 全省遥感解
译 4034.33平方千米袁 采取水尧 土样品
1995个遥2020年袁 实施了石家庄西部尧
唐山尧承德尧张家口等地主要矿区关闭
煤矿山多要素综合调查工作遥 截至目
前袁 已完成 1 颐10000 多要素综合调查
270平方千米尧1颐50000多要素综合调查
710 平方千米尧1颐2000 多要素剖面调查
60千米尧样品采集 561个遥
在此基础上袁物测队将围绕建立关

闭煤矿快捷数据管理与查询平台尧集中
关闭煤矿区资源再利用尧生态恢复关键
技术及应用尧灾害监测与防控关键技术
研究尧地下水动态监测与利用尧强化关
键技术支撑等方向开展相应工作袁服务
全省基础地质工作遥 陈中山 荣金鹏

本报讯 近日袁 由安徽省煤田地
质局两淮建设管道分公司负责施工
的粤西天然气主干管网茂名-阳江线
路工程三标段首条渊龙湾河冤定向钻
回拖成功袁取得了该标段定向钻穿越
开门红遥

项目位于广东省茂名市马踏镇袁
起点为已建广东 LNG 茂名输气站袁
终点为粤西天然气主干管网阳江-江
门干线红丰清管站袁 途经湛江市尧茂
名市和阳江市遥 项目分为 5个标段 8
条定向钻穿越管线袁 管径 813毫米袁
设计压力 9.2兆帕袁 设计输气量为每
年 40亿立方米遥

作为解决粤西地区发展不平衡
问题袁落实地方经济补短板的重要举
措袁 粤西管网茂名-阳江干线项目是
广东省天然气主干管网 野2021工程冶
的重要组成部分遥项目建成后袁将结
束茂名市尧阳江市沿线没有天然气主
干管网的历史袁有效缓解当地用气紧
张的局面袁推动粤西能源消费升级和
能源结构调整袁对加快建成广东省天
然气管网野全省一张网冶袁助力粤西污
染防治攻坚战袁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遥

工程自导向施工开始袁 高温尧
雨季等恶劣天气一直与施工相伴袁 给

施工造成极大的困难遥 项目部和施
工机组精心谋划施工方案袁 建立各
班组组长每日沟通机制袁发现隐患及
时处理袁确保工程顺利进行遥尤其是
在回拖至 130~150米处时袁遇到地层
复杂的卵石层袁机组当机立断袁采取
双钻头修孔尧控制回拉速度尧合理配
置泥浆比例等措施袁最终保证管道顺
利回拖遥

两淮建设管道分公司承揽了该
项目三标段和五标段的 5 条管道穿
越施工任务袁 龙湾河管线的回拖成
功袁拉开了该项目定向钻穿越施工序
幕遥 刘之辉 李 娜 周 佳

8月 10日以来袁 四川堪称 野全国
暴雨中心冶袁 全省多地发布暴雨橙色预
警袁 一轮持续时间长尧 降水强度大的
暴雨袭来袁 崩塌尧 滑坡尧 泥石流等地
质灾害突发袁 地灾防治工作形势严峻遥
省委书记彭清华尧 省长尹力多次作出
指示袁要求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遥四川省煤田地质局一四一队
地勘院党支部全力以赴防汛尧 救灾袁在
抗洪救灾一线筑起牢不可破的野红色堡
垒冶袁 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遥

精心谋划搏激流袁 使命担当
显身手

他是一名野老冶党员袁坚守地质工作
岗位 20年袁用青春践行初心使命袁用热
情谱写地质凯歌袁 用执着续写时代强
音袁 他就是一四一队地勘院党支部书
记尧院长蒙立洋遥

为做好暴雨前后地灾排查工作袁8
月 3日袁 蒙立洋组织召开专题会议袁就
人员安排尧技术设备尧交通保障等逐一
部署袁要求全体党员全力应对险情遥

会后袁蒙立洋就野雨前排查尧雨中巡
查尧雨后核查冶工作与各驻地技术支撑
组长进行交流遥 他嘱咐各组长严阵以
待尧周密部署院雨前袁要对已发现的地灾
隐患点进行全面复排曰雨中袁要积极配
合驻地有关部门袁对可能成为地灾危险

隐患点的地方进行全方位巡查袁协助相
关部门做好灾害预估和预警袁并做好危
险区域转移路线制订工作曰雨后袁要切
实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点核查工作遥

8 月 10 日袁暴雨强袭而来袁滑坡尧
崩塌尧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接连发生遥在
德阳市旌阳区尧中江县和雅安市宝兴县
等地险情发生的第一时间袁蒙立洋组织
地勘院党员尧技术骨干开展防汛救灾工
作袁并成功协助两地打好了防汛救灾阻
击战袁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遥

意气风发当先锋袁 乘风破浪
亮初心

他是90后党员袁 扛起了防汛救灾
的党员先锋旗遥他是地勘院派驻什邡市
地质灾害技术支撑督导组组长付建遥

8月 11日袁 什邡市发布地质灾害
气象风险 2级预警信息遥付建迅速组织
组员袁对什邡市蓥华尧湔氐尧洛水等 3个
乡镇 20个村进行野覆盖式冶排查遥为尽
快掌握地质灾害危险区域和危险程度袁
他总是冲锋在前袁带领组员进行全方位
巡查排查工作遥经过 4天的奔波袁付建
和组员共排查什邡市辖区地灾隐患点

40余处袁新发现地灾隐患点 3处袁成功
避险 2起袁协助转移群众 853人遥

8月 11日袁 在蓥华镇松林村杨青
林和核桃林两个滑坡隐患点袁因持续强
降雨袁 现场雨量报警器发出报警信号袁

付建在巡查中发现随时有滑坡的风险袁
如果发生滑坡袁 将直接威胁 2村 13户
51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袁 必须立即
转移受威胁群众遥时间就是生命袁他立
刻协助同行部门工作人员转移受威胁
群众袁并将该情况上报什邡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尧蓥华镇人民政府遥当天袁两处
滑坡隐患点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小范
围滑坡袁 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遥
他敏捷的反应和负责的工作态度袁为两
村村民及时转移赢得了时间袁确保了他
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遥

8月 13日袁 什邡市湔氐镇龙居寺
村 25尧26尧27组突发滑坡袁 方量约 2万
立方米袁致使道路阻断遥付建带领组员
第一时间赶往险情发生地进行现场实
地踏勘袁分析了该泥石流是否存在继发
的风险和可能波及的范围尧 危险程度袁
并协助当地政府转移受威胁群众 95户
163人袁避免了人员伤亡遥

巾帼不让须眉袁 山野筑梦写
华章

地勘院地质灾害技术人员李颖玲袁
是一位军嫂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袁也是
一名共产党员遥作为德阳市旌阳区技术
支撑组组长和地质灾害勘查设计人员袁
她把使命放在心上袁 把责任扛在肩上袁
不怕风雨尧不畏磨难遥

8 月 10 日袁德阳市发布暴雨橙色

预警袁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尧 山洪
灾害风险预警尧 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
险预警袁 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域级
应急响应遥 面对强降雨袁 李颖玲第一
时间响应袁 快速组织驻地专业技术人
员赶赴旌阳区双东镇尧 和新镇尧 东湖
乡等地质灾害易发地袁 对乡镇辖区 21
个村的地灾隐患点进行全方位巡查遥巡
查中袁 她分析了地灾隐患点的分布区
域袁梳理了险情可能波及的范围袁指导
旌阳区做好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尧监测预
警尧主动避让等工作袁协助政府成功转
移群众 83名遥

自 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袁 四川各
地地质灾害频发遥 工作十年来袁 李颖
玲先后在成都市都江堰市尧 绵阳市安
州区尧 德阳市旌阳区等地进行地灾隐
患排查工作袁 承担了各类地质灾害的
勘查设计工作袁 完成了泥石流尧 崩塌尧
滑坡等勘查设计 100余个遥 担任德阳
市旌阳区地质灾害技术支撑组组长以
来袁 她提出了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尧简易
处置尧避让搬迁等防治措施袁仅用 3年
时间袁 使旌阳区地灾隐患点由 70处缩
减至 39处袁 使其由地质灾害中易发区
降至低易发区遥

预备党员野不预备冶袁救灾一
线践誓言

地勘院地质灾害技术人员李富迅

是一名预备党员袁 他用脚步丈量责任袁
以实干擎起担当袁 以行动践行铮铮誓
言袁始终坚守在防汛救灾第一线遥

8月 11日袁宝兴县普降暴雨袁最大
雨量达 191.2毫米袁多处发生山洪泥石
流灾害袁致 2人失联遥李富迅临危受命袁
于当晚赶到宝兴县袁一头扎进防汛救灾
工作袁担任地质灾害排查技术员遥因排
查地点都在山区袁道路滑且崎岖袁行走
比较吃力遥面对恶劣的环境袁他鼓足干
劲袁对穆坪镇有地灾隐患点的乡村的地
灾发育历史尧堆积特征尧发展趋势与危
害程度等进行实地调查遥他开展了地灾
隐患点巡查工作袁巡查到穆坪镇新宝村
冷木沟尧顺江村合江组场库沟尧科洛组
阿支沟等地有泥石流隐患曰新宝村两河
口组油库沟尧大河坝组张家沟等地有崩
塌隐患曰顺江村庄子组老公社有滑坡隐
患遥他分析了险情可能波及的范围和地
灾高发尧群发高风险区遥同时袁为加强穆
坪镇广大群众的防灾抗灾意识和避险
能力袁在巡查访问中袁他为 40余名受灾
群众进行了地灾知识讲解和防灾避险
知识普及遥

沧海横流袁方显英雄本色曰初心使
命袁汇聚强大力量遥一四一队地勘院的
党员干部像一盏盏灯袁照亮了防汛最前
沿的地灾现场遥他们在狂风暴雨中守护
了万家灯火袁用责任和担当谱写了一曲
曲感天动地的红色赞歌遥

煤航集团

入选西安市大数据企业名录

江苏局远方公司

野一带一路冶拓展再下一城

河北局物测队

开展河北主要矿区关闭煤矿山多要素调查

9月 17日袁 由江
西省煤田地质局二二

三队中煤二公司负责
实施的 G535 龙南汶
龙至渡江段 渊原三南
公路龙南段冤 公路改
建工程开始了首段路
面沥青试验段摊铺袁
标志着项目首开工段

17.4 千米正式进入路
面沥青摊铺阶段遥项
目线路全长 34.16 千
米袁利用老路段 4.3千
米袁 实际施工路线长
约 29.8千米袁 其中二
级公路 15.9 千米袁一
级公路兼城市道路长

4.1千米袁一级公路改
建段长 9.8千米遥
陈 磊 摄影报道

安徽局两淮建设管道分公司

粤西天然气主干网茂名-阳江线路工程首条定向钻回拖成功

在抗洪一线筑起野红色堡垒冶
要要要四川局一四一队地勘院党支部防汛救灾侧记

阴 付小红

音近日袁 由水文地质局一队
编制的 叶中煤华晋集团晋城能源
有限公司里必煤矿水文地质勘探
报告曳通过评审遥专家组一致认为
本次勘探任务明确袁 勘探方法得
当袁工程质量优良袁达到了设计目
的遥 报告在利用本次勘探成果的
基础上袁充分分析原有勘探成果袁
并结合矿井实际开采资料进行综
合分析研究袁 进一步提出了合理
的防治水措施与建议袁 为矿井建
设及生产提供了水文地质依据袁
全面完成了各项地质任务遥才 溢

音9月 16日袁 由福建省煤田
地质勘查院承担的南平市延平区
地质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价项目野
外工作顺利完成遥 该项目共完成
单体地质灾害点调查 328 点尧高
陡边坡 2048点尧点位坐标校核及
四至范围圈定 2376 点袁 以及 21
个乡镇街道的调查路线小结尧42
处孕灾地质条件调查尧61.5 千米
实测剖面尧 钻探 400米等野外实
物工作遥

林明辉 伍金芳 杨为圆

音9月 6日袁由陕西省一八五
煤田地质有限公司承揽的澄合二
矿水文补勘项目竣工并通过野外
验收遥 本次施工共完成钻探工作
量 1700余米袁 抽水试验 5层次遥
验收组人员实地查看了施工现场
恢复情况袁 查阅了该项目钻探施
工获取的原始资料袁 一致认为各
种资料及时尧完整尧准确袁符合规
范和设计的要求遥 王二利

音近日袁 陕西省煤田物探测
绘有限公司编制的 叶陕西长武亭
南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四盘区地面
三维地震和瞬变电磁勘探项目野
外竣工报告曳通过评审遥三维地震
完成满覆盖面积 7.02平方千米袁
物理点 3769个遥瞬变电磁完成勘
探面积 6.6 平方千米袁 物理点
5971个遥 杜 磊 王 鹏

音近日袁 宁夏煤炭地质局煤
炭地质调查院在宁夏固原市隆德
地区开展了六盘山西麓泥炭地气
候环境变化指示功能研究项目丰
水期水文情势调查工作遥 本次调
查选取了 3 个区域 16 个水位点
进行测量袁 采用丰水期地下水位
计算水文情势指数袁 对泥炭地现
状类型进行了划分遥 调查结果显
示袁 丰水期泥炭地地下水位较平
水期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袁 平均
上升高度 26厘米遥 王 鹏 李 蓓

音山西省煤炭地质一一四勘
查院测绘技术中心近日完成长治
市潞州区水利局组织的大辛庄镇
壁头河治导线规划及管理范围划
界项目遥 该项目主要为区政府部
门规范河道管理和科学决策提供
技术依据遥 项目测绘工作量为
13.63 千米的主河道袁提交叶壁头
河河道治导线规划报告曳和叶壁头
河管理范围划界报告曳遥 杨雷斌

2019年袁 陕西省煤田物探测绘有
限公司 野名师冶 要要要陕西省劳模尧 物
探院院长汶小岗与物探院侯丁根尧 李
亮两名职工签订了 野名师带徒冶 责任
书袁 明确了培养方案袁 野名师带徒工
作小组冶 正式成立遥 责任书期限为三
年袁 旨在通过 野名师带徒冶袁 建立健全
技术技能创新和优秀技术传承推广的
长效机制袁 提高各类工程的施工质量
和各类地质报告的技术含量袁 提高技
术人员解决复杂问题和吸收新技术的
实际能力遥 近两年来袁 在师傅汶小岗
的细心培育下袁 两名徒弟的工作技能尧
整体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袁 向着成为
有能力尧 有活力尧 有创造力的新型技
术人员的目标稳步前行遥

名师引领袁 潜移默化强本领
签订 野名师带徒冶 责任书时袁 侯

丁根和李亮正在镇巴页岩气二维地震
项目进行野外施工袁 签完字后袁 他们
感觉到身上的担子沉甸甸的遥

镇巴勘查区高差大尧 目的层深尧

构造复杂袁 施工难度极大遥 侯丁根不
断与汶小岗沟通施工关键点袁 汶小岗
从孔位尧 孔深尧 揭露岩性尧 检波器位
置与形状尧 变观等方面传授经验袁 并
叮嘱他要特别关注测线上的岩性与产
状变化袁 多研究秦岭造山带多期构造
运动的文献遥 侯丁根不敢懈怠袁 上山
下沟尧 钻竹林袁 把好质量关遥 功夫不
负有心人袁 在他和同事们的辛勤努力
下袁 二维地震资料成为勘查区目前取
得的最好资料袁 获得了业内众多专家
的好评袁 为后期页岩气勘探开发提供
了地质依据遥

通过四年来在地质尧 地震项目中
的锻炼与师傅的指导袁 侯丁根把构造
运动尧 地球化学等信息融入地震地质
解释的工作中袁 逐渐形成 野地质要地
球物理要地球化学冶 的大地质观分析
思路袁 在地震地质解释的道路上脚步
更加坚定遥

合作争鸣袁 学习实践重突破
近两年来袁 汶小岗根据工作实际袁

针对徒弟现有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袁
悉心传授自己的工作经验和技能袁 并
对其学习尧 经验提升作全面指导遥 定
期展开培训袁 每次对学习情况尧 效果
进行检查袁 提出指导意见袁 使徒弟们
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紧密结合袁 共
同提升袁 促使他们学会思考问题并解
决问题遥 同时袁 他把 野名师带徒冶 活
动作为物探院争创 野最美青工冶 野青
年岗位能手冶 等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袁
将师带徒活动与争创活动同步推进遥
师徒定期相互交流经验袁 汶小岗注重
收集徒弟的感受和想法袁 及时总结好
的做法和经验袁 进一步激发他们学习
和工作的热情遥

物探院通过 野名师带徒冶 的培养
模式袁 搭建了人才技术领域的有效平
台袁 实现了技术业务跨行业尧 多地域
的突破和拓宽遥 在夯实常规煤田地震
勘探的基础上袁 尝试探索页岩气尧 地
热等新能源的地震勘探工作袁 并获得
页岩气勘探开发领域众多权威专家的
一致好评遥

注重培养袁公司引领快提升

陕煤地质物测公司为加大高技能
人才培养力度袁更好地服务产业转型升
级发展袁2019 年首次创新性地开展了
野名师带徒冶活动袁已经有近十名职工结
成师徒对子遥在开展野名师带徒冶活动
中袁公司始终注重从青年员工自身成长
发展特点出发袁 变自然成才为促进成
才袁帮助他们找准人生坐标尧确定前进
方向袁 把书本知识与实际工作有机融
合袁 有效地发挥其内在动力和潜能遥通
过大力开展野名师带徒冶活动袁加快培养
造就一支数量充足尧技艺精湛尧素质优
良尧适合公司发展需要的高技能人才队
伍袁并带动产业工人队伍梯次发展遥

学然后知不足袁野名师带徒冶活动让
青年职工们看到了努力方向袁也感受到
自身价值所在遥师傅的言传身教丰富了
他们的实践知识袁使他们改善了工作方
法尧提高了工作质量遥今后袁他们将一如
既往袁互帮互学尧取长补短尧创新提高袁
为企业发展增添蓬勃活力和强大动力遥

陕煤地质物测公司野名师带徒冶记
阴 赵凌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