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3月 3日袁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党委书记尧 局长赵平在总局总部会见到访
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尧 副司令员
姚新民袁双方就推进战略合作协议落地尧深
化务实合作进行了座谈交流遥总局副局长尧
党委委员王海宁袁安全总监穆勇参加座谈遥
在听取总局投身野透明尧数字尧美丽冶地

球建设成果尧野6+1冶产业布局袁以及参与兵
团经济建设尧国资国企改革尧人才援疆等工
作情况的介绍后袁姚新民对总局人才援疆尧
产业援疆袁 为兵团向南发展作出的突出贡
献表示感谢遥 他简要介绍了兵团的基本情
况及与总局的合作意向遥他表示袁兵团正处

于大发展大建设的窗口期尧机遇期袁希望与
总局加快推进战略合作协议项目的落地袁
合作共赢尧共同发展遥

赵平欢迎姚新民一行到总局检查指
导袁 并感谢兵团一直以来给予总局的信任
和支持遥 他简要介绍了总局参与青海省木
里生态环境整治项目尧 山东栖霞笏山金矿
爆炸事故救援的基本情况袁 表示推进南疆
发展不仅是国家战略尧 兵团任务袁 也是央
企责任袁 希望加快合作步伐袁 推进开发建
设工作遥 总局将进一步落实队伍尧 资金和
项目袁 全力以赴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遥

会前袁 姚新民一行参观了总局展厅遥
会上袁 总局所属相关部门和分 渊子冤 公司
负责人就投资合作现状及预期项目分别作
了介绍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办公厅综合一
处副处长仲文尧办公厅秘书周玉龙曰中化明
达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尚红林袁地质集团党委
书记尧 董事长林中湘袁 中能化创投党委书
记尧董事长陈新寰袁总局经营管理部部长陆
斌法袁 新疆指挥部总经理张文卷袁 办公室
渊党委办公室冤副主任渊主持工作冤赵彦雄袁
以及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遥

宗聚宣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副司令员姚新民到访总局

本报讯 2月 24日袁 商务部发布 2020
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 100强榜单 渊新签与
营收冤袁 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入选
TOP100榜单袁 位列 2020年中国对外承包
新签额 100强第 50位袁中国对外承包完成
额 100强第 27位遥

2020年袁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袁 江西中煤迎难而
上袁努力开拓市场袁先后在蒙古国尧巴基斯
坦尧缅甸尧乌兹别克斯坦等野一带一路冶国家
取得新突破曰 援外项目在建合同额居江西
企业之首曰野一国一产业冶战略稳定推进袁实
现国际市场稳定发展遥

今后袁 江西中煤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袁

贯彻新发展理念袁 构建新发展格局袁 充分
运用两个市场尧 两种资源袁 促进海外产业
进位升级袁 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
优势袁 做强做优做大海外发展平台袁 为江
西省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遥

李琳丽

江西中煤入选 2020年度中国对外承包 100强榜单

本报讯 近日袁经过评审袁自然资源部
决定将全国 77 个项目作为第二批绿色勘
查示范项目袁 陕西省煤田物探测绘有限公
司野陕西省洋县铁河一带多金属矿预查冶项
目顺利入选遥

自洋县项目开工以来袁 物测公司项目
人员凭借丰富的施工经验和严谨的工作态
度在勘查区内成功发现了四条含金蚀变
带袁两层含晶质石墨矿化层袁获得了原省国
土资源厅野找矿重大进展奖冶袁并顺利承担

了该项目的续作工作遥
在工作中袁项目人员始终秉承安全尧绿

色尧高质尧高效施工方针袁做好做实金属矿
产资源勘查袁取得了多项业务新突破袁推动
产业延伸取得新成果遥 常鼎鼎 王 鹏

陕煤地质物测公司洋县项目入选自然资源部第二批野绿色勘查示范项目冶

本报讯 近期袁物探研究院强化战略
引领袁明确发展目标袁聚焦主责主业袁全
力推进野三个地球冶建设袁全院干部职工
思想观念有了较大转变并形成广泛共
识袁取得了显著成效遥
持续推进野透明地球冶建设遥物探院

在保持传统的资源勘查及开发产业稳健
发展的同时袁地震及电法勘探以野透明矿
山冶野透明采区冶建设为抓手袁瞄准为矿井
全生命周期服务尧 绿色矿山建设及智能
化开采提供优质服务袁积极延长产业链袁
拓展了在物探基础上的瓦斯抽放尧 矿井
水害防治等工程及地面监测等业务遥
2020 年共落实煤矿安全生产工程及技
术服务类项目 20多个袁取得了较好的经
济效益遥 该院地震勘探事业部完成的淮
北矿业集团 8224瓦斯抽采井项目袁是中
国煤炭地质总局系统内承揽的第一个采
动井项目袁取得了良好的地面抽采效果袁
同时袁该项目加强标准化工地建设袁获得
甲方高度评价袁 甲方曾两次在该项目现
场举办采动井研究和现场推广会袁为野中
煤物探冶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声誉遥

稳步推动野数字地球冶建设遥围绕数
字矿山建设尧 智能化开采及绿色矿山建
设对物探成果数据信息的需求袁 物探院
充分利用其核心技术和数据资源优势袁
加快推进野数字地球冶建设袁并取得可喜
的进展遥研究所成功研发了野基于物探+
互联网的煤矿动态物探地质技术服务系
统冶袁2020年建成了 20余对矿井远程地
震地质大数据服务袁 实现了数据资源的
产业化遥 地震勘探事业部推动建立传统
地勘项目野外采集全过程动态数字化管
理袁促进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遥

加快开展野美丽地球冶建设遥物探院依托物探及地
质技术开拓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等领域市场袁努力打
造新的技术体系和服务体系遥2020年袁 矿井物探事业
部在采煤沉降监测尧城市管网探测袁河北分公司在地
下空间探测治理尧 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及风能开发利
用袁地震勘探事业部在浅层地温能应用等方面取得了
突破袁落实此类项目合同额创新高遥

目前袁物探院正积极加大投身野三个地球冶建设力
度袁依托本院特色地勘技术袁围绕物探核心主业及野物
探垣冶工程两大业务方向袁提升战略思维袁推进高质量
发展袁努力使企业成为野透明地球冶的扛旗者尧野数字地
球冶的推动者尧野美丽地球冶的实践者遥

鲁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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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袁 宁夏煤炭地质局召开 2021年
工作会议袁 回顾总结 2020年及 野十三五冶 煤炭地
质工作袁 分析当前形势任务袁 明确 野十四五冶 煤
炭地质工作思路袁 部署 2021年重点工作遥 宁夏地
质局党委委员袁 宁夏煤炭地质局局长尧 党委书记
夏斌作了工作报告袁 宁夏煤炭地质局党委副书记
曹生贤主持会议遥

会议认为袁 2020年袁 宁夏局贯彻落实宁夏重
大决策部署坚决有力袁 支撑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尧
服务自然资源管理中心工作成效显著袁 疫情防控
和业务工作统筹兼顾袁 抓整改尧 促转型袁 全年累
计承担公益性地质服务项目 14 个袁 落实资金
1660.08万元袁 全面完成年初预期目标袁 全局形势
稳定向好袁 为宁夏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遥

会议指出袁 过去的 5年袁 宁夏局运行体制不
断优化袁 地勘事业发展走上正轨曰 地质工作基础
不断夯实袁 服务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曰
核心竞争力培育不断提升袁 转型发展迈出新步伐曰
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强化袁 干事创业动力显著激发曰
和谐地质构建不断推进袁 干部职工凝心聚力共促
发展信心明显增强遥

会议强调袁 野十四五冶 煤炭地质工作的总体

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袁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
次全会精神袁 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
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宁夏回族自
治区党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袁 坚持新发展理
念袁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袁 紧扣建设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目标任务袁 以改
革创新为根本动力袁 立足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袁
围绕自然资源管理中心工作袁 聚焦地质找矿服务袁
坚持 野一院一特色冶 发展模式袁 强化专业优势和
领域拓展袁 着力深化改革尧 加快转型升级袁 全力
推动新时代煤炭地质事业高质量发展袁 进一步增
强地质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基础性尧
先行性作用遥

会议要求袁 今年要重点做好五方面工作遥 一
是坚持创新驱动袁 不断培育高质量发展增长动能曰
二是推动转型升级袁 做实高质量发展要素曰 三是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袁 提高高质量发展水平曰 四是
改进规范内部管理袁 提升高质量发展治理能力曰
五是实施党建引领工程袁 切实为高质量发展保驾
护航遥

穆静思

本报讯 2 月 25日袁 河南省煤田地质局召开
2021年度工作会议袁 回顾总结 2020年主要工作袁
部署 2021年重点任务遥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书
记刘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曰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党组
成员尧河南局局长王天顺作工作报告曰河南局副局
长陈彦召主持会议遥

刘金山肯定了河南局 2020 年工作取得的成
绩袁 围绕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和省
野十四五冶 规划主要部署袁 就做好煤田地质工作提
出要求遥 他强调袁 2021年全省自然资源工作要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袁 把握新发展阶段袁贯
彻新发展理念袁融入新发展格局袁坚持以党的建设
高质量推动自然资源工作高质量袁全面落实野1339冶

工作部署曰要以黄河流域为重点加强全省生态文明
建设袁全面履行野两统一冶职责曰煤田地质工作要深
化改革转型发展袁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袁拓展服
务领域袁全力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遥

王天顺在工作报告中总结回顾尧部署了全局工
作遥他强调袁全局要提高政治站位袁不断增强政治判
断力尧政治领悟力尧政治执行力袁发扬孺子牛尧拓荒
牛尧老黄牛精神袁乘势而上袁砥砺前行袁让自然资源
事业成为最有奔头的事业袁让资源环境调查工作成
为最光荣的职业袁让河南局成为广大职工最幸福的
家园袁确保实现河南煤田地质事业野十四五冶开好
局尧起好步袁以优异成绩向建党 100周年献礼遥

刘润胜 朱 璠

河南局奋力谱写地质事业新篇章

宁夏局全面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在匀韵晕郧 酝耘陨 阅陨 在匀陨 月粤韵
主管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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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渊国家行政学院冤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3月 1日上午在中央党校
开班遥中共中央总书记尧国家主席尧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袁不论
过去尧现在还是将来袁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都是激励我们不畏艰难尧勇往直前的宝贵精
神财富遥 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接班人袁 必须立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
人袁不断增强意志力尧坚忍力尧自制力袁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奋勇
争先尧建功立业袁努力创造无愧于党尧无愧于人民尧无愧于时代的业绩浴

习近平强调袁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尧建设尧改革的伟大成就袁很重要的一条就
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并坚持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遥 这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是我们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袁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遥党要得到人民群
众支持和拥护袁就必须持之以恒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遥

1月 10日下午 2点袁山东栖霞笏山金矿发
生爆炸事故袁造成井下 22名工人被困遥1月 12
日凌晨 1点 30分袁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接到救
援指令袁第一时间召集 115名专业救援人员整
装出发袁与时间赛跑尧同死神竞速袁高质量执行
了 1号尧6号尧9号尧11号钻孔任务袁为最终成功
救出 11名被困矿工作出了应有贡献遥

争分夺秒院奔袭 600 公里袁作为第
一批救援力量抵达现场

1月 10日下午 2点袁山东五彩龙投资有限
公司栖霞笏山金矿井下 240 米处发生爆炸事
故袁22人被困井下袁情况万分危急遥12日凌晨 1
点 30分袁 山东局接到救援指令袁 迅速作出反
应袁第一时间组织 115 名地质尧水文尧测井尧机
械尧物探等专家和救援骨干人员袁集结 3 台车
载钻机火速奔赴栖霞遥

首先接到救援指令的山东局第二勘探队

渊山东省矿山钻探应急救援中心冤 立即发出号
令袁100多名救援人员闻令而动袁火速奔赴位于
嘉祥县的救援基地遥一些没有接到任务的职工
在听闻消息后袁 自发赶到现场参与装车工作遥
仅用了 1个小时袁就完成了全部救援设备的装

车工作遥野救援人员手
机 24 小时开机袁接到
命令后立即赶往装车
现场袁 这是常态遥冶救
援人员徐大峰说遥

12日凌晨 2点半
左右袁 二队 6 辆大车
从基地出发袁 奔赴远
在 600 公里以外的栖
霞金矿事故现场袁历
时 8 个小时袁 于上午
10 点半到达现场袁是
第一批到达现场的救
援队遥野我们没有距离
优势袁 但是我们反应
快 尧 设备全 尧 抢装

车袁 才得以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现场遥冶 二队
队长王效勤说遥 作为山东省唯一的省级矿山
应急救援中心袁 二队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
应急救援体系院 接到救援命令后袁 1小时内启
动应急状态袁 2小时内完成装车袁 当天到达尧
当天开钻袁 3~5天打通生命通道遥 王效勤说袁
救援人员时刻处于备战状态袁 设备一应俱全袁
随时整装待发袁 野就连一颗螺丝钉都必须保
证准备就绪遥冶

时间就是生命袁 事故就是命令遥1月 12日
早上 8 点左右袁 山东局第一勘探队也接到命
令袁 火速驰援栖霞救援现场遥野多抢一分钟袁就
多一分希望冶袁为争取救援时间袁部分正在淮南
等工地的职工还没来得及返回基地休整袁便直
接奔赴救援现场遥12日晚上 11点左右袁所有救
援人员尧车载钻机集结就位袁严阵以待袁静候救
援命令遥

技艺精湛院井深 629 米袁创造救援
井深最深纪录

作为首批到达现场的救援队袁二队接到了
现场救援指挥部指派的 1号孔钻孔任务遥野这
里的岩石是坚硬的花岗岩袁钻探难度很大遥冶王

效勤介绍道院野现场花岗岩硬度为 12~16级袁是
一般岩石硬度的 5~8 倍袁 进尺难尧 速度慢遥
因为时间十分紧迫袁 在 1 号孔施工现场清理
工作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袁 施工空间非常狭
小袁 不得不临时改垂直钻孔为难度更高的
耶L爷 型定向钻孔遥冶

13日凌晨 3点半袁在还没有完全具备开钻
条件的情况下袁二队便上阵开钻遥野我们以最快
速度制定了施工方案袁对可能出现的困难进行
预判袁不惜一切代价袁破除一切困难袁尽快打通
生命通道遥冶王效勤说遥在钻探过程中袁面临的
最大威胁是漏水袁 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袁即
使能够顺利打通发现被困矿工袁也会对他们的
生命造成新的威胁袁 而救援人员通过精密预
判尧高超工艺尧丰富经验袁有效避免了漏水情况
的发生遥

3~5天袁 打通生命通道袁 尽快发现被困矿
工遥 二队克服诸多困难袁 救援人员不分昼夜尧
坚守工地尧 轮班作业袁 18日凌晨 5点 3分袁 1
号钻孔终于成功贯通至 野六中段冶袁 准确无误
地打至靶点袁 没有发生漏水情况袁 没有发生
任何偏差遥 从开钻到贯通袁 在中间因现场整
体安排停钻 12小时的情况下袁 实际用时不到
110个小时袁 高质量地完成了钻孔任务遥

经测算袁 1号钻孔井深近 629米袁 打破了
我国近年来矿山事故救援
的井深纪录遥

1号孔贯通后袁 救援人
员通过敲击钻杆试图与被
困矿工取得联系袁 经多次
尝试均没有得到回音袁 随
后及时下放了生命探测仪袁
期待奇迹发生遥 但遗憾的
是袁 依旧没有发现生命的
迹象遥 根据救援指挥部安
排袁 1号孔作为水位观察孔
继续担负救援使命遥 1号孔
的贯通袁 也为后期决策救
援提供了宝贵的科学依据遥

一队接到的是 6 号孔钻孔任务袁 于 1 月
15日中午开钻遥 这同样也是一条重要的生命
通道袁 同时担负着备用排水孔的任务遥 野作
为生命通道的 2号孔尧 5号孔因为各种原因半
途废弃袁 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压力袁 既要速
度袁 又要安全袁 还要精准袁 没有精锐的救援
队伍尧 精湛的施工技术是不可能完成的遥冶 一
队队长单松炜说遥 从开钻到贯通的 4天多时
间里袁 40多名救援人员面对漏水尧 气温骤降
等困难袁 全员上阵尧 争抢时间袁 冒着从钻机
上方钻杆倾注而下的泥水坚持作业遥

1月 19日晚 11点袁 在救援人员的共同努
力下袁6号孔顺利完成了井深 554米的钻孔工
作袁并留有 18米未贯通袁作为救生备用孔提供
救援帮助遥经陀螺仪测孔袁该钻孔准确无误地
打到了原定靶点正上方袁这是现场唯一未经纠
斜垂直打到靶位的钻孔遥

山东局两支救援队伍出色完成 1 号尧6 号
孔钻孔任务后袁又分别接到了救援指挥部下达
的 9号孔尧11号孔的钻孔任务袁直到 1月 24日
上午 10点袁风井清障到达野四中段冶袁现场指挥
部通知停止钻进遥从接到救援命令到成功救出
被困矿工的 12天里袁 全体救援人员一直坚守
在钻机上袁向目标靶点精准靠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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