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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过野紧日子冶 走出野新路子冶

安徽局三队口孜东项目狠抓成本控制
本报讯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三

队口孜东探查注浆项目自开工以来袁
不断加强项目管理袁 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袁 在成本控制上取得良好效果遥

项目成立后袁 班子成员牢记二
类事业单位跨 野关口冶 使命袁 严格
落实安全生产各项管理制度袁 不断
创新施工工艺袁 提高钻进效率遥 加
强宣传教育袁 在办公室尧 料库尧 食
堂等场所张贴节约标语袁 将厉行节
约纳入班前班后会内容遥 组织全体
职工围绕提速降本开展建言献策活
动袁 从细节尧 点滴处培养大家的节
约意识遥 推行精细化管理袁 小到一
张办公用纸袁 大到设备选用袁 杜绝

一切浪费现象遥 项目在用工尧 用料
等方面袁 打好 野小算盘冶袁 过上 野紧
日子冶遥

在注浆期间袁 制浆设备出现故
障袁 需要采购一套价值 8000元的配
件用于维修遥 项目党员机修工连夜
加班加点袁 拆分设备袁 对机器内部
构造和运行原理进行细心研究袁 仅
用几元钱的骨架密封件就顺利排除
故障袁 既节约了维修成本袁 又保障
了生产顺利进行遥

该项目自开钻以来袁 生产工作
安全优质高效袁 成本把控成绩显著袁
节约各类资源成本超 20000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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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总是向前袁 奋斗永不停歇袁
在万水千山间跋涉是每个地勘郎真
实的工作写照袁 也是每一个物测人
的初心所在遥2021年 1月袁 陕西省煤
田物探测绘有限公司河兴梁三维地
震勘探项目正式进入野外数据采集
阶段袁前期成孔试验顺利完成遥3个多
月来袁奋战在陕北毛乌素沙漠的项目
部战风雪尧斗严寒尧保质量尧抓安全尧
提效率尧防疫情袁克服艰难险阻袁砥砺
前行遥

2020 年 11 月 18 日袁 陕煤地质
物测公司河兴梁三维项目部组建完
成袁 人员和试验的仪器设备准备就
绪袁 项目启动在即袁 一场突如其来
的大雪覆盖了毛乌素大沙漠袁该项目
整个测区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袁此时
天地一色袁白皑皑一片袁气温也骤降
到零下二十度遥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
发袁21日袁待到大雪一停袁项目部经过
谨慎研判袁制定了安全措施袁所有人
员整装挺进沙漠袁进入测区进行点试
验工作遥

该测区的 2 号煤自燃形成火烧
区袁造成下覆主要可采煤层的有效波
获取难度呈几何倍数增加袁为保证后
期作业顺利进行袁项目部充分做好试
验前期工作遥 测区属于沙漠沟壑地
形袁整个测区只有西边边缘的一条道
路袁仪器设备只能靠人背肩扛才能到
位袁在项目经理的带动下袁工区内随
处可见背线的身影遥随后袁项目部不
断更换打孔设备袁试验确定最佳激发
层位袁先后做了两个点试验和一个段
试验袁经过五天的奋战袁最终获得了
目的煤层的有效反射波袁取得了真实
可靠的一手资料遥项目进程迈出了实
质性的一步袁为后续的正常生产奠定
了基础遥

12月初袁 项目步入前期成孔阶
段袁这期间袁几次寒潮天气来势汹汹袁
最低气温将至零下二十九度袁好多人
冻伤了手和耳朵袁 但没有一个人退
缩袁党员们纷纷站了出来袁带领大家
迎难而上遥项目部唯一的女同志张建
霞袁一直坚守在野外一线袁不畏严寒袁
尽显巾帼风范遥

在整个 2 号煤形成火烧区的情
况下袁要做好三维精细勘探袁这对煤
田勘探技术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遥为了
做好此次勘探任务袁公司从上到下都

非常重视袁多个领导到现场指导或电
话问询袁密切关注生产情况遥招标素
质过硬的外协施工队伍尧装备最先进
的仪器设备尧配备技术过硬的施工员
等都成了项目决胜的资本遥项目部也
从质量管理尧安全生产等方面做足工
作袁确保项目保质保量完成遥

项目一开始袁项目部即召开专题
质量会议袁强调质量第一理念袁坚持
质量问题从源头抓起袁要求施工各工
序严格按照施工组织设计进行施工遥
坚持每日班前会制度袁持续强调安全
和成孔标准袁使保质增效尧安全生产
深入人心遥在施工期间袁项目部分别
对外协成孔队伍尧放线队伍进行质量
技术交底遥在前期成孔阶段袁公司物
探院技术负责人任光玲现场示范袁指
导钻机打成标准孔遥同时袁项目部坚
持要求层位而不过度强调孔位深度袁
既保证了成孔质量袁又加快了成孔进
度袁 并且为公司节省了成孔费用遥为
了确保成孔质量袁 纵然寒风凛冽尧滴
水成冰袁监孔人员依然站在钻机旁紧
盯成孔层位遥 后工段铺设大线时袁由
于天寒地冻检波器插不下去袁为了保
证质量袁 项目部增加了技术人员袁抽
调专人配合技术组加强野外铺线巡
查力度袁为取得高质量野外资料提供
了坚强的保障遥

本次勘查工作任务重尧 难度大尧
施工条件复杂袁 又是在沙漠草原作

业袁安全生产要求高袁为此袁项目部编
制了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和应急救援
预案遥结合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制定
安全生产网络图袁从上到下袁定岗定
责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遥结合公司
双重预防机制袁制作了岗位风险告知
卡袁辨风险尧查漏洞尧治隐患遥在项目
有序推进的同时袁始终紧绷安全生产
这根弦遥

防火责任是安全生产的第一道
关口袁 为此袁 项目部要求每个职工
签署了防火责任状袁 和外协施工单
位签订了防火安全协议袁明确要求不
带火种进入测区袁同时给各钻机配备
了灭火器遥火工品是项目安全生产的
第二道关口袁为了保证火工品使用安
全袁从领用尧发放尧装填袁每一个环节
都由专人负责袁发放台账详细记录领
用人信息尧雷管编码尧炸药编码袁做到
不留任何隐患遥 在防止机械伤人尧防
止车辆事故尧保证放炮安全和用电安
全等方面袁项目部也事无巨细袁严格
执行标准化生产要求袁坚守安全生产
底线遥

回首近 100天的日日夜夜袁有过
寒风刺骨尧挑灯夜战袁有过因工作而
起的争执袁还有过攻克技术难点后的
激动雀跃和吃一顿改善野大餐冶时的
傻傻快乐袁所有这些记忆伴随着 2021
年如约而至的脚步袁引领大家一起走
向更加广阔的未来遥

初心如磐 使命在肩
要要要陕煤地质物测公司河兴梁三维地震项目纪实

阴 曹武庆

音日前袁 物探研究院物探研究
所事业部提交的 叶新上海一号煤矿
三维地震资料精细化解释曳 报告通
过内蒙古上海庙矿业公司专家组的
评审袁获评优秀遥专家组一致认为该
项目精细化处理解释技术先进袁达
到了煤炭系统领先水平遥 杜百灵

音近日袁 江苏长江地质勘查院
编写的叶江苏园博园渊一期冤建设项
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报告曳通
过江苏省自然资源厅组织的专家评
审遥 该报告对建设项目选址及安全
保护区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矿业权
进行了鉴定和论证袁 为第十一届江
苏园博园渊一期冤建设项目办理征用
地手续和履行项目建设前的相关法
定义务提供了资料支撑遥 周 瑞

音近日袁 中煤长江基础建设有
限公司岩土分公司提交的 叶南京东
金再生物资有限公司再生资源回收
再利用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
告曳通过江苏省自然资源厅评审遥该
项目是岩土分公司承接的首个金属
矿采空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项
目遥该项目的完工袁填补了岩土分公
司在金属矿地质灾害工作领域的空
白遥 孙尚鹏 王 纯

音近日袁 中煤浙江地质集团有
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2021 年第一口
新开卤井要要要新 ZK109 号卤井完
井遥完井深度 1083.55米袁取芯进尺
83.55米袁采取率达 99%遥 申建柱

音3月 17日袁中煤地华盛水文
地质勘察有限公司承揽尧 水文地质
局一队编制的 叶内蒙古银宏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泊江海子矿生产地质报
告曳通过评审遥专家组认为该报告资
料齐全尧数据准确尧图表完整袁符合
规定要求遥 齐立德

渊上接第一版冤
理论创新犹如点亮了一盏智慧

明灯袁为人们探索未知领域指明了方
向遥2020年 11月 28日袁 张洪涛主持
对 叶山东省齐河-禹城整装勘查区富
铁矿勘查成果报告曳 进行了评审袁他
说袁该区煤下找矿难度大袁富铁矿找
矿成果突出袁创新了厚覆盖区煤下富
铁矿成矿理论和综合找矿技术方法袁
打开了鲁西地区富铁矿找矿新空间袁
开拓了我国北方地区找矿新方向袁对
提升我国战略资源保障能力具有重
要意义遥

地质报国 汇聚发展新动能

日前叶中国矿业报曳报道袁权威机
构数据显示袁2020年我国累计进口铁
矿石 11.7亿吨袁 同比增加 9674.6万
吨袁增幅达 9.5%袁超过了 2017年的最

高纪录曰金额达 8228.7 亿元袁同比增
加 17.4%袁 创历史新高曰 进口均价为
101.7 美元/吨袁 同比上升了 7.3%遥
2016要2020年袁我国铁矿石进口量连
续 5年超过 10亿吨袁 并且铁矿石进
口来源高度集中遥

只有野手握储量冶袁才能野心中不
慌冶遥经初步估算袁山东齐河-禹城矿
集区已控制的富铁矿资源量达 6000
万吨袁区内具有形成数亿吨规模富铁
矿的巨大潜力袁有望成为我国新的重
要的富铁矿资源战略储备基地遥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
带袁其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被确定
为重大国家战略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发展情况袁
擘画了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冶的宏
伟蓝图遥山东黄河北煤田是国内少有
的煤尧煤层气尧页岩气尧富铁矿多矿种

集中产出的典型示范区袁除富铁矿之
外袁 还发现煤炭资源储量 50.5亿吨袁
推断尧 预测煤层气资源 13.47亿立方
米尧页岩气 2100亿立方米遥自然资源
部原总工程师彭齐鸣说院野富铁矿即
使埋深较大袁仍然可以有较好的经济
效益袁国外有这种深度井下开采加工
的经验袁可以保护地表生态环境不受
影响遥冶对该地区实行科学规划袁实现
多矿种野兼探联采冶袁集约开发利用袁
必将展开一幅绿色环保尧可持续发展
的生动画卷遥

凡是过往袁皆为序章遥齐鲁大地尧
黄河北岸袁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流传着
大禹治水的传说袁传承着探索发现的
创新精神遥如今袁站在野两个一百年冶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袁山东煤田
地质人将秉持光荣传统袁 继往开来袁
抒写更加辉煌的篇章遥

音3月 19日袁河北省煤田地质
局物测队完成了 野雄安新区起步区
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野外勘探浅
层地震勘探冶数据采集任务遥此次施
工共完成 26条测线袁测线长度共计
87.28千米袁物理点 4600个袁合格率
100%遥 张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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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近日袁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
队完成山东东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葛亭煤矿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作袁
编制的监测报告通过评审袁 该报告
是济宁市首个闭坑矿山地质环境监
测报告遥 此次监测工作准确掌握了
葛亭煤矿地质环境问题在时间和空
间上的变化情况袁 查明了矿山活动
对矿区地表构建筑物尧 地下水环境
和土壤质量的影响袁 矿山开采与地
质环境变化的关系和规律袁 为实施
矿山地质环境有效监管袁 制定合理
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措施提
供了依据遥 王同华

音近日袁 由山东省煤田地质局
四队城市地质服务中心承担的潍坊
市坊子区九龙街道和昌乐县宝都街
道地下管线普查项目完成遥 该中心
利用管线探测仪尧 探地雷达等高科
技精密仪器袁 对电力尧 铸铁给水管
道尧雨污管道等进行探测袁提高了探
测结果的精准度袁 为区域建设提供
了城市地下管线数据支撑遥

于治腾 连金玲

本报讯 为认真贯彻落实叶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条例曳精神袁有效推进农民工实名制管理袁促进
项目稳定发展袁 中煤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华南区域
公司四川乐山安谷城中村棚改工程渊一期冤项目根
据项目特点多措并举袁 认真落实三级安全教育和
安全技术交底袁 细致做好农民工信息采集和备案
管理袁 深入推进农民工实名制管理标准化尧 规范
化尧全员化遥

第一步院 组织劳务分包和专业分包相关负责
人召开专题会议袁进一步宣贯叶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条例曳精神袁要求各单位负责人高度重视执行制
管理工作袁 对新进场工人必须严格按要求执行信
息采集尧实名考勤尧资料备案尧三级教育尧安全技术
交底等管理程序袁确保项目管理有序尧稳定发展遥

第二步院所有管理人员和工人进场前袁由安全
员统计人员行程码和外省入川人员 7日核酸检测
报告袁形成报表备案袁并要求每人每日在进场时测
量体温尧扫描四川省场所码袁对任一要求未达标者
不予进入遥

第三步院项目安排专人负责信息采集工作袁要
求将所有工人全部录入实名制管理系统曰 及时与
政府对接袁对录入系统人员进行梳理袁清除退场人
员袁严格保证每日考勤率达到标准遥

第四步院由项目部安全员牵头袁组织新入场工
人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遥

第五步院 劳务分包班组及专业分包袁 对所有
进场工人进行细致摸排袁 核实所有人员信息袁 核
实完成后袁 将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尧 用工合同尧 银
行卡复印件尧 三级教育和安全交底记录报项目部
备案遥

第六步院 项目部每日安排专人对农民工实名
制考勤情况进行对比落实袁 存在未考勤或漏考勤
现象的袁 及时向劳务管理人员反馈袁 做到当日补
登袁督促农民工全员实名考勤制度落到实处遥

第七步院 月度农民工工资发放由商务部门严
格把关袁 核对月度内实际在岗人员和出勤工日袁
按实际情况发放袁 杜绝冒领和代领现象发生袁 保
证农民工工资足额发放袁 避免后期农民工恶意讨
薪事件发生遥 邓栩昌

济源市东方重工有限责任公

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石油钻具的新

型高科技企业遥主要产品有各种规
格型号无磁钻铤尧 无磁承压钻杆尧
整体加重钻杆尧方钻杆尧普通钻铤袁
以及客户定制的非标产品等遥

类别 规格渊mm冤
无磁钻铤 88.9 104.8 120.7 127.0 158.8 165.1 171.4 177.8 203.2 241.3
整体加重钻杆 73.03 88.9 114.3 127.0 139.7 168.3
普通钻铤 88.9 104.8 120.7 127.0 158.8 165.1 171.4 177.8 203.2 241.3
方钻杆 63.5 76.2 88.9 108.0 133.4
接头 转换接头尧提升短节尧定向接头

无磁钻铤
Non-magnetic Drill collar

钻铤
Drill collars

方钻杆
Square Kellys整体加重钻杆

Integral heavy weight drill pipes

济源市东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院0391-6658108 13849532358 18803903253
网址院www.jysdfzg.com

河北朗威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公司拥有 3条国际领先的美国 MTI
惯性摩擦焊生产线袁2条美国国民油井生
产的管端镦粗加厚生产线遥产业链完整袁是
国内国际为数不多的集钻杆尧钻铤尧加重钻
杆为一体的钻具加工企业袁可生产国标尧美
标尧俄标尧欧标等各种规格型号的钻具遥朗
威石油拥有系统的产品研发及可靠的质量
保证体系袁已通过 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
认证袁 获得了美国 API SPEC 5DP尧API
SPEC 7-1尧 俄罗斯 GOST RTN尧 欧洲
NS-1等质量认证遥 国家万米钻机科研项目袁松科二井钻具供应者

联系人院赵经理 地址院河北省石家庄市晋州市营里镇北口工业区 网址院www.lwdrill.com
手机院13803218077 电话院0311-84386267 邮箱院longwayzx@163.com

钻 杆院石油尧天然气尧页岩气钻杆袁煤层气钻杆袁地热井钻杆尧海洋平台用钻杆等
钻杆规格院渍50尧60尧73尧89尧102尧114尧127尧139.7尧149.2尧168.3尧193.7等
钻杆材质院E75尧R780尧X95尧G105尧S135尧LZ140尧LV150尧LU160等
钻杆螺纹院API数字螺纹渊NC系列冤袁双台肩螺纹尧高抗扭螺纹尧专利螺纹尧特殊螺纹等
加重钻杆院73尧89尧102尧114尧127尧139.7尧149.2尧168.3尧193.7等
钻铤规格院79.4尧89尧105尧121尧133尧146尧152尧159尧165尧178尧203尧209.6尧216尧
229尧241尧254尧279.4等袁 光面钻铤尧螺旋钻铤尧无磁钻铤尧无磁承压钻杆等
钻铤类型院光面钻铤尧螺旋钻铤尧无磁钻铤尧短钻铤尧无磁承压钻杆等
转换接头院各种类型转换接头

本报讯 3月 26日袁中煤地质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林中湘
赴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驻京办事处袁拜访了陕西煤业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杨
照乾袁双方进行了座谈交流遥地质集
团党委委员尧副总经理禹建兵一同参
加座谈遥

林中湘介绍了地质集团近年来
在地质勘查与矿业开发尧 矿山服务
与生态建设尧 民生地质与工程建设尧
金融地质与产业运营尧生物材料研发
与制造尧金融地质与产业运营等业务

板块和青海木里生态环境治理项目尧
山东栖霞笏山金矿救援等方面的情
况遥

杨照乾对陕煤化集团煤炭开采尧
煤化工两大主业及燃煤发电尧钢铁冶
炼尧机械制造尧建筑施工尧铁路投资尧
科技尧金融尧现代服务等多元互补尧协
调发展的产业格局作了详细介绍遥

双方就陕煤化集团下属陕煤陕
北矿业公司张家峁矿矿山生态修复
治理项目合作进行深入交流探讨袁达
成了进一步的合作意向遥

张 蔷

煤下找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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