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水文队物测公司紧紧围绕全
队 2021年工作重点袁坚持高标准尧严要求袁以保安全尧保质量尧
促效益为重点袁高质量完成各项施工任务遥截至目前袁物测公司
完成各类生产测井工作 100余孔次袁 累计工程量 7万余米袁同
比增加 20%遥

今年以来袁面对人员少尧任务重尧时间紧等困难袁物测公司
测井工作人员攻坚克难袁 完成了服务对象 30多台钻机的测井
任务遥由于测井任务集中尧施工区域分散袁测井工作人员一天要
连续奔波多个钻孔测井遥由于表现突出袁物测公司 2名党员获
得野党员示范岗冶称号遥

保障措施提质增效遥施工区域地质条件复杂袁给测井工作
带来了挑战遥为确保测井工作安全尧优质尧高效袁物测公司高标
准制定了质量管理措施院一是严格管理设备袁测井技术人员精
细维修尧细心保养袁保障仪器安全高效运转曰二是认真执行要
求袁严格按照钻孔设计书袁取全取准第一手原始资料曰三是规范
技术标准袁保证现场不遗留技术问题袁对有问题的资料袁及时返
工重测袁并对资料中反映的技术难点深入分析袁与邻孔资料详
加对比袁做到合理解释曰四是高质量提交成果袁室内解释人员认
真分析野外数据袁精细解释袁做到不遗漏目的层袁解释合理袁正
式成果提交前组织专人检查审校袁保证成果资料准确无误遥

市场竞争再添利器遥 物测公司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袁以
质量赢得信誉尧以信誉赢得市场袁成功取得淮北矿业集团的测
井工程及兄弟单位的井下电视任务遥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袁公司
购置了声幅测井装备袁并投入到朱仙庄瓦斯抽采项目中袁高标
准地完成了声幅测井任务遥随着新设备的投入尧新技术的应用袁
公司把生产一线作为练兵场袁把新技术作为开拓市场的有力抓
手袁持续提升技术服务保障能力袁凭借良好的市场口碑袁中标中
煤涿州固井检查测井工程袁不仅提升了市场竞争力袁也为进一
步开拓市场打下了坚实基础遥 郁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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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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钻 杆院石油尧地质尧地热尧水井尧天然气尧煤层气尧页岩气钻杆
钻杆规格院50袁60袁73袁89袁102袁114袁127袁140袁150袁168等
材 质院E75袁R780袁X95袁G105袁S135袁LZ140袁LV150袁LU160等
螺纹类型院API数字螺纹尧双抬肩螺纹尧高抗扭螺纹尧专利螺纹尧特殊螺纹
加重钻杆规格院73袁89袁102袁114袁127袁140袁150袁168袁194等
钻铤规格院89袁105袁121袁133袁146袁152袁159袁165袁178袁203袁210袁216袁

229袁241袁254等
钻铤类型院光面钻铤尧无磁钻铤尧螺旋钻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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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ongwayzx@163.com

麻银娟袁2011 年 8 月参加工作袁
硕士研究生学历袁 地质高级工程师袁
现任陕西省一三一煤田地质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兼总工办主任遥她继承煤
田地质人的野三光荣冶精神袁以突出的
工作业绩袁 先后荣获韩城市优秀青
年尧 陕西省煤田地质系统 野巾帼标
兵冶尧陕西省能源化工地质系统野五一
巾帼标兵冶尧陕西省野五一巾帼标兵冶尧
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野最美员工冶
等荣誉称号遥她主持编制的叶陕西省
渭北石炭二叠纪煤田防虏寨勘查区
普查地质报告曳等荣获各级优秀地质
成果奖项遥2021年 1月袁 她被陕西省
煤田地质集团有限公司授予劳动模
范称号遥

2016要2017年袁麻银娟被公司委
以重任袁担任合阳防虏寨基金勘探项
目技术负责人袁 该项目经费 1285万
元遥她带领团队扎根一线袁无私地向
新的团队成员传授野外工作方法和
思路遥 防虏寨普查项目作为基金项
目袁任务重尧标准高袁她带领团队成员
严格按照各项地质勘查工作规范及
基金中心的具体要求做好每一项工
作遥在她的带领下袁经过团队成员的
共同努力袁各项工作进展顺利袁项目
通过公司总工办尧陕煤地质集团地质
勘查部尧 省基金中心的野外验收袁被
评为 野优秀冶袁 项目报告在 2018年 6
月省基金中心报告评审中获专家组
综合评分 93分袁被评为优秀级遥该报
告荣获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第十九届
优秀地质勘查报告一等奖遥

2019年袁麻银娟主持了王峰井田
补充勘探野外勘查工作袁 并编制了
叶陕西省渭北石炭二叠纪煤田韩城矿

区王峰井田勘探报告曳遥 王峰补勘项
目经费 880万元袁 经历了 3个勘查阶
段袁跨越 9年袁情况较为复杂袁资料收
集困难袁数据存在错漏情况遥为了完
成任务袁她四处奔波袁一遍遍与专家尧
甲方尧外协单位联系和沟通袁收集以
往煤层气尧水文资料袁最终完成了工
作任务遥在与专家一遍遍沟通和报告
的不断修改完善中袁她对勘查类报告
编制有了不一样的体验与收获袁并将
收获的经验做成报告模板袁为勘探类
报告规范化尧 流程化贡献了力量遥该
报告荣获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第十九
届优秀地质勘查报告二等奖遥

近三年来袁 麻银娟主持编制了
叶园子沟物流中心项目一期工程压覆
重要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曳叶省级
高速公路榆商线澄城至韦庄公路压
覆重要矿产资源储量评估报告曳叶韩
城盘龙煤业有限公司 3 号煤层带压
开采可行性论证曳叶王峰井田煤炭资
源勘探渊补充冤实施方案曳叶小壕兔二
号井田勘探实施方案曳等多个大中型
报告曰主持了桑树坪煤矿尧兴隆煤矿
采空区煤层气有利勘探开发选区评
价工作曰主持了小壕兔二号井田补充
勘探技术标的编写工作袁参与了集团
公司级科研项目叶韩城矿区煤系气联
产模式研究曳工作遥这些报告均一次
性通过评审袁得到了专家尧甲方的认
可袁为公司带来了良好的声誉遥

在担任陕煤地质一三一公司副
总工程师期间袁麻银娟负责地质勘查
研究院技术管理工作袁对年报尧设计尧
方案尧标书尧地质或水文地质类型划
分报告尧储量核实等进行审核袁共审
核 40多件遥

作为一名专业技术人员袁麻银娟
努力学习以提高业务水平袁认真研习
各种野外地质现象袁精读各种地质书
籍及地质规范袁 认真做读书笔记袁地
学理论功底扎实遥近两年袁为了尽快
提升地质勘查研究院青年技术人员
的业务水平袁她举办了 10期野地质技
术大讲堂冶袁对技术人员进行培训遥她
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新技术尧 新方法袁
先后在叶中国资源综合利用曳叶煤质技
术曳发表论文 2 篇遥她还学习了二级
建造师矿业工程专业的相关课程袁并
获得了资格证书遥

作为一名质量管理者袁麻银娟对
总工办 10项管理制度进行了整理和
修正袁其中修订原有制度 8 项袁增加
新制度 2项 渊野关于地质资料汇交工
作的规定冶与野测绘技术成果保密工
作规定冶冤袁涵盖质量尧科研尧保密尧资
料汇交等遥她还开展了各类报告的标
准化建设工作袁 从报告的适用范围尧
资料清单尧相关规范尧报告编制目录尧
报告正文模板渊含图文表冤及报告送
审 6 个方面进行了规范遥目前袁共创
建报告模板 21本袁其中测绘院 7本尧
研究院 8本尧地灾公司 6本袁所有模板
均进行了反复修改袁打印装订成册并
组织进行了宣讲袁使公司的报告编制
更加规范化尧流程化袁在质量精细化
管理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遥

此外袁麻银娟积极参加公司驻地
韩城市的青年志愿者活动袁以满腔热
情彰显了新时代煤田地质女性的靓
丽风采遥

本报讯 近日袁 中国地质环境监
测院委托山西省煤炭地质一四八勘
查院承担了长治市壶关县桥上乡大
河村地质文化村调查项目遥这是山西
省首个地质文化村调查项目遥

该项目在充分收集并系统分析
大河村及周边地质遗迹等相关资料
的基础上袁 通过遥感解译尧 野外调
查及岩矿测试等技术方法袁 系统查
明大河村及周边地区地质遗迹的类
型尧 特征尧 价值和分布范围袁 调查
评价当地其他自然资源及文化资源袁

并结合社会经济现状袁就该村建设地
质文化村潜力进行综合研判袁为下一
步地质文化村的创建与申报工作提
供技术支撑遥

全国地质文化村建设始于 2015
年袁目前袁浙江尧山东等 14 个省份 26
个地质文化村已授牌遥山西省此项工
作起步较晚遥大河村地质文化村调查
项目的落地袁标志着山西省尧山西省
地质勘查局和一四八院在该领域实
现了零的突破遥

地质文化村是地质遗迹调查成

果转化应用的重要形式遥 文化村建设
是一四八院在转型发展进程中迈出的
新步伐遥 在下一步工作中袁 该院将进
一步细化地质文化村地质遗迹调查评
价技术要求袁 把地质文化更深入地结
合到乡村建设中袁 努力实现地质文化
与乡村文化的融合尧 环境地质与村民
生活的融合袁 探索出一条 野地质+生
态冶协调发展的道路袁为助力省内全域
旅游发展提供新动力袁 为山西省后续
地质文化村建设积累经验遥

李 淼

2021年暮春时节袁 由河北省煤
田地质局物测队地震三队实施的内
蒙古伊金霍洛旗转龙湾煤矿公涅尔
盖沟三维地震勘探项目开工遥该项目
施工面积约 4平方公里袁2982个物理
点遥经过近一个月的时间袁队员们克
服了天气尧地形等困难袁终于将这条
野龙冶成功降服遥

该项目虽然工程量不大袁但地形
条件十分复杂袁 超乎想象遥野转龙湾冶
区是半沙漠地带袁 丘陵高低不平袁杂
草尧荆棘丛生袁公路尧铁路尧河流贯穿
整个工区袁还有变电站尧鱼塘尧茂密的
松树苗圃等穿插其中遥转龙湾主河道
恰如其名袁神龙摆尾尧十八道弯袁且深
不见底遥 河宽五十到一百五十米不
等袁两侧崖高坡陡袁五六十度的斜坡
长七八十米袁 全区没有一处平整地
带袁除了沟就是坡遥队员们脚下一踩
一滑尧一蹬一陷袁沙土没过脚踝袁鞋里
瞬时灌满沙子遥在船上插制水上检波
器犹如在龙脊上劈波斩浪袁更是难上
加难遥队员们每天都要穿越转龙湾主
河道袁反复上坡下坡绕路袁耗时费力遥
在水浅的地方袁 大家光脚蹚水过河袁
河水冰凉刺骨曰在河两侧密密麻麻的
芦苇中跋涉袁还不时遭遇数不清的荆
棘窝遥衣服剐破袁浑身带刺袁满脸划痕
成为常态袁但没有一个人因此而止步
不前遥

内蒙古的 4 月袁 气温特别不稳
定袁施工初期气温低至-5益袁早上时
常霜冻结冰袁 队员们不得不穿上棉
袄尧棉裤尧羽绒服遥中午又很热袁累出

一身汗袁风一吹便冷嗖嗖的遥恶劣多变的天气常常让人措手不
及袁三天两头刮沙尘暴袁黄沙满天飞袁天天都是刮风天袁小到四
五级大到八九级袁使人睁不开眼尧走不动路遥大家每天都是一
脸土伴着满嘴沙袁中午吃饭就着沙粒遥打孔的杆子迎风力撑袁
检波器小线来回摆动袁仪器接收信号稳定性受到干扰袁施工车
辆在风中逆行遥正当队员们被狂风尧黄沙拦住袁士气被挫之时袁
队领导和局领导的慰问和鼓励袁给队员们带来了动力遥他们顶
风战狂沙袁负重越野龙潭冶袁越是艰险越向前遥为了确保施工质
量袁地震三队上下发扬不怕苦尧不怕累的精神袁拼出踏石留印尧
抓铁有痕的干劲儿袁坚持每一道检波器放置到位袁每一条数据
准确采集遥

5月 17日袁物测队地震三队圆满完成了此次施工任务袁以
特别能战斗的作风得到了上级和甲方的赞扬袁 展示了一线职
工的拼搏精神和团结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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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煤炭地质一四八院

承担山西首个地质文化村调查项目

本报讯 5月 31日袁 中煤建工集
团有限公司召开 2021年 野安全生产
月冶启动会议袁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尧安
委会主任穆勇出席会议并讲话袁党委
副书记尧总经理尧安委会副主任肖章
大主持会议遥

会议宣读了中煤建工 2021 年
野安全生产月冶活动方案袁部署了野安
全生产月冶活动袁进行了野落实安全责
任袁推动安全发展冶活动主题签字承
诺袁为活动开好头袁起好步遥

会议要求袁 各单位要提高认识袁

扎实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重要论述的深入学习袁切实筑牢安
全底线和思想防线遥 要积极响应号
召袁制定本单位活动方案袁建立领导
带队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的机制袁深
入排查安全风险隐患遥要抓好安全生
产责任落实袁采取有效措施袁确保各
项活动取得实效遥 要突出氛围重实
效袁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尧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专题活动袁解决安全生产中存
在的难点和突出问题遥要做好宣传贯
彻袁结合在建项目的实际情况袁注重

发现亮点尧提炼特色袁弘扬正能量袁全
方位推进安全生产工作遥

会议强调袁要扎实开展野安全生
产月冶活动遥要强化动员部署袁推进
野安全生产月冶活动关口前移袁重点加
强施工现场的活动组织开展袁加强与
当地政府监管部门的联动配合遥要全
力做好雨季尧 汛期的安全防范工作袁
加强特殊天气的预警监测袁强化应急
值守袁结合野安全生产月冶活动袁加强
施工现场的应急演练遥

郭俊杰

落实安全责任 推动安全发展

中煤建工野安全生产月冶活动启动

做新时代的奋进者
要要要记陕煤地质集团劳动模范尧一三一公司总工程师麻银娟

阴 马 萌

5月 26日袁 由陕西煤田地质油气钻采有限公司 40186
井队施工的西 400-51井完钻袁完钻井深 2213米遥

义胜利 摄影报道

音近日袁安徽电子工程学校汽车工程系朱春龙
老师指导的谢兵兵同学获 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安徽省选拔赛中职组汽车机电维修项目第
一名袁成功晋级国赛遥 董兰标

音日前袁中煤地第二勘探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一七三队被河北省科学技术厅认定为野河北省科技
型中小企业冶遥 该项认定主要从科技人员尧 研发投
入尧科技成果三大类别进行综合评价袁一七三队凭
借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优异表现袁综合
得分超过 90分袁排名前列遥同时袁经中国煤炭工业
协会综合评定袁一七三队蝉联野企业信用评价 AAA
级信用企业冶遥 本次评价涵盖了企业基础情况尧经
营能力尧管理能力尧财务能力尧社会信用五大内容
74项关键评价指标袁该队以优秀表现再获荣誉遥

任亚男

音近日袁经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公示袁河北省煤
田地质局新能源队成功入选河北省绿色矿山第三
方评估机构名录库遥此次入选袁有助于新能源队进
一步加强绿色矿山建设服务袁 为该队绿色发展尧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遥 王鹏慧

音日前袁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袁中煤长江地质
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律师事务部遥成立律师事务
部袁旨在进一步加强法治央企建设袁推进企业合规
管理和风险管控工作再上新台阶遥公司律师事务部
将进一步完善律师管理制度袁加强律师管理袁发挥
公司律师在法律事务尧 合规管理尧 纠纷案件处置尧
野三项冶法律审核尧投资管理等方面的职能作用袁进
一步提升全面依法治企与合规管理工作水平遥

熊言胜

音近日袁山西省地质矿产研究院土壤半挥发性
有机物参数尧石油烃尧六价铬等共 61项参数通过山
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扩项评审遥专家组认为该院管
理体系运行良好袁实验室环境设施尧仪器设备配置尧
检测方法尧考核数据等与实验室能力相适应遥此次
评审通过袁进一步完善了该院土壤检测能力袁为该
院今后进入山西省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检测实
验室名录尧拓展转型发展空间尧进军生态环境监测
领域奠定了基础遥 裴小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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