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9月 10日袁 安徽两淮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与安徽惠群城市物
业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遥根
据协议袁 双方将依托各自资源优
势袁本着野优势互补尧风险共担尧资
源共享尧共同发展冶的原则袁在建筑
及装饰装修工程尧 市政道路工程尧
污水处理尧水利水电等工程建设领
域开展深入合作袁共同深挖淮南市
及周边区域项目市场袁推动相关产
业做大做强遥 周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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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三华卧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企业简介院 我公司是以生产销售柴油机尧 发
电机组尧 农业尧 工业用离合器机组的专业企业遥 发
电机组类产品符合国标郧月圆愿圆园要怨园或陨杂韵愿缘圆愿要缘之
规定曰 农业工业用离合器机组可实现多点输出袁 并
可根据用户需要单独设计加工中间车系统袁 产品稳
定尧 可靠袁 广泛用于煤田勘探尧 浅层石油钻井尧 热
水井钻探等行业遥

主要产品院 员援 以上柴 野东风冶 牌源员猿缘尧 远员猿缘尧 员圆灾员猿缘柴油
机配套的离合器机组袁 本机组含院 水箱尧 电池尧 离合器尧 柴油
机尧 公共底盘以及用户需要的多点中间车系统遥

圆援 缘园要员园园园运宰柴油发电机组袁 本品以上柴 野东风冶 柴油
机尧 兰州发电机尧 沃而沃柴油机尧 康明斯柴油机尧 野兴锋冶 牌柴
油机尧 斯坦福发电机等为主要配套产品袁 并可实现自动化尧 并车
等技术需求遥

地址院 安徽省合肥市潜山路猿苑园号 邮编院 圆猿园园猿员 联系人院 谢杰 电话院 园缘缘员-缘缘远远园怨苑 员猿怨缘远怨缘员园园远

安徽三华卧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野废弃矿山集中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冶
是河南省委尧省政府加快推进矿山生态修
复治理工作袁实现矿业开发与生态保护和
谐共赢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遥河南省资源
环境调查三院济源国土分院受济源示范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袁为此项行动提
供实地勘察服务和技术支撑工作遥
河南局资环三院济源国土分院在接

到任务后袁迅速召开专题会议袁在济源示
范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支持与配合下袁
制定实施方案遥同时袁成立了由现场实施
图斑核查业务的外业技术人员和进行资
料统计的内业人员组成的专项工作小组袁
并根据每人的特长合理分配任务的类别尧
范围遥

不畏艰险勇攀登

济源示范区辖区内共有 405个图斑袁
核查统计工作需要在 8月 23日之前全部
结束袁时间紧尧任务重遥前期的工作重心向
外业偏移袁出外业的同事们早上七点多就
出发袁到傍晚七点多才回来袁快速吃几口
饭便开始整理白天采集的资料遥
外业组的同事们每天在野外持续工

作超过 10个小时袁 几乎所有的任务区域
都是无法通车的袁 大家只能在烈日的暴

晒下攀巍峨的高山尧 爬土质松散的山坡尧
过将近一人深的草丛遥 滂沱汗似铄袁 微靡
风如汤遥半数的任务区域在废弃矿山上袁山
势陡峭且草木稀疏袁 虽然每个人都戴了草
帽袁但草帽只能遮住刺眼的阳光袁却挡不住
烈日的灼烧遥空气中飞扬着漫天的尘土袁被
汗水浸透的衣服紧贴在身上袁 如水沸腾般
的蝉声在耳边此起彼伏袁 大家仿佛置身于
烘炉中遥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袁 在地势高的地方
才能收集到内容全面的举证照片遥 五龙口
镇有一处图斑任务区是陡峭的碎石坡遥几
天下来袁很多人脚上磨出了水泡袁但这没能
减缓他们跋涉的脚步遥面对一处绝壁袁一名
身体灵活的同事自告奋勇爬上去拍资料照
片袁 在攀爬的过程中落脚处的石块突然松
动滑落袁 一眨眼的工夫他已经从陡坡滑躺
到了平地上袁在这一秒多的时间里袁他甚至
来不及思考袁只是下意识地举起双手袁避免
手里的核查设备受到损害遥 大家在慌忙扶
起他后发现袁 他的左脚崴了尧 背部多处擦
伤袁外套被磨坏了袁但是他说院野只要能保护
好劳动成果袁这点伤不算什么遥冶

有的任务区域在山谷里袁 大家需要蹚
过水底长满青苔的小河尧 穿过将近一人高
的密集草丛遥虽然山谷里比山脊上凉快很

多袁 但由于地势环境比较接近原始森林袁
所以在视野几乎被草丛完全遮挡的情况
下袁大家更加不敢掉以轻心袁眼观六路尧耳
听八方遥在又高又密的草丛里被蚊子叮咬
还是次要的袁 最害怕的是一脚踩到蛇遥除
此之外袁鞋底磨破尧被狗追都是常事遥

众人齐心利断金

外业辛苦一天的同事晚上回来还要
加班整理尧上传白天采集到的资料袁经常
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遥有时候在上传过程
中会因为网速等原因漏掉几张照片袁所以
在上传结束后还需要把每个资料的编号
文件再打开检查一遍遥大家是第一次做此
类工作袁尽管前期的准备工作已尽可能做
到详尽完备袁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还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问题遥

乘众人之智袁则无不任也曰用众人之
力袁则无不胜也遥遇到困难怎么办钥当然是
大家一起思考袁从而选择最合适的办法来
解决遥 在任务的最后阶段需要
填写表格袁 其中有许多专业性
的问题袁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
关科室及下属五个分局积极提
供帮助和所需资料袁 协助外业
组人员解决困难遥除此之外袁还

有很多问题需要大家逐个解决袁 在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袁大家积累了经验遥在 20多天
的工作中袁大家每天工作到很晚袁尤其在最
后冲刺阶段更是奋战到凌晨遥

星光不负赶路人

如果每个人都愿意做一块铺路的小
砖袁那么未来的道路就会多添一些平坦遥实
施野废弃矿山集中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冶意义
重大袁 在济源示范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
关科室及下属五个分局的支持下袁 济源国
土分院全体人员共同努力袁完成了图斑核
查上报工作和百日攻坚中最难最险的任
务袁被赞誉为野攻坚行动冶中的攻坚者遥

危险同刺激并存的野外勘查工作尧精
细与繁琐同在的内业整理工作袁 使每个人
看起来都憔悴了不少袁但他们的精神是饱
满的袁 心态是积极向上的袁 尽管每天都很
累袁但也很充实遥因为他们愿为河南局资环
三院的发展尧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遥

陈志袁硕士研究生袁毕业于江西农
业大学国土资源与环境学院土壤学专
业袁2010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袁2019
年 11月到江西省地质局普查综合大队
工作袁现任综合队生态环境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遥

自 2014年研究生毕业以来袁 陈志
一直奋战在生态文明建设与研究的第
一线袁 积极为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
设作贡献遥他一直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袁以优秀共产党员为标杆袁用实际
行动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
和热爱遥由于表现突出袁他曾获得野局
优秀党员冶野局先进工作者冶野队优秀厂
长经理冶野队优秀党员冶野队先进工作
者冶等荣誉称号遥

结缘生态袁 勇挑重任的担当者
陈志毕业后在江西省自然资源厅

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规划科工作袁突出
的业务能力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使他深
得领导信赖遥2019年因机缘巧合袁了解
到综合队聚焦自然资源领域袁 将生态
修复作为主业袁他便参加了该队高层次
人才招考袁进入队测绘地理信息院规划
院工作遥

2020年 4月袁 江西中煤集团生态
环境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袁 原测绘规划
院生态修复与规划研究中心被整体划

入袁 陈志任常务副总经理遥 新公司成
立袁 工作千头万绪袁 如何开好头尧 起
好步钥 健全公司规章制度尧 强化班子
成员建设尧 加强人才队伍引进袁 成为
他想要最先解决的问题遥 为此袁 他认
真查阅队相关制度袁 积极咨询相关科
室同事袁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遥 在
他孜孜不倦的努力下袁 所有问题被逐
一解决遥

陈志任职后袁规范了公司的公文处
理尧议题审批尧会议记录尧用印审批尧成
果备案等程序袁 使公司运营更加规范遥
他带领公司班子成员做到重大事件集
中商量袁通过集中开会尧视频会议等多
种方式袁规范公司野三重一大冶事项决
策袁使公司运转更加顺畅遥同时袁他积极
向队建言袁引进高层次人才袁为高质量
发展做好人才保障遥 公司现有职工 20
人袁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17名袁研究生学
历占比 50%遥

探索未知袁 不畏艰险的先行者
野五月的江西袁 绿意盎然中夏意渐

染遥在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东村乡小洞
村小溪坑组袁村民叶兴发如往常一样在
自家果林里忙碌着袁看着长势喜人的脐
橙树袁他黝黑的脸上露出了淳朴且灿烂
的笑容遥这份笑容感染着许多人噎噎很
难想象袁眼前这片生机盎然的土地曾是

满目疮痍的废弃煤矸石矿山遥冶 中国矿
业报叶引市场野活水冶促生态野新路冶要要要
兴国县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
项目小记曳如是报道遥人民网说它是野昔
日废弃矿山 今朝耶金山银山爷冶遥新华社
江西频道头条称它是 野兴国矿山之变
以旧貌换新颜冶遥

这些媒体争相报道的都是兴国县
东村乡小洞村小溪坑组矿山生态修复
试点项目遥 去年 5月袁 综合队与兴国
县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袁 积极探索
野政府主导尧 政策扶持尧 社会参与尧 市
场化运作冶 的修复新模式遥 该项目是
江西省第一批立项实施的以市场化方
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的项目袁 也是该
队首个 野生产经营+资本经营冶 的复
合模式项目遥 该队把这个项目交给陈
志及其团队实施袁 是对他们的信任和
考验遥

为了把这个项目做好袁 陈志可谓
殚精竭虑袁 查阅了所有关于矿山生态
修复的政策文件袁 翻遍了关于生态修
复的成功案例袁 抓住一切机会同生态
修复行业的同仁探讨和学习袁 可以说
为了这个项目袁 他全天候待命遥

有一次袁 陈志 3 岁的孩子突然严
重过敏袁 因双脚浮肿住院袁 陈志本来
在医院陪护袁 但是临时接到通知袁 需
要连夜出差袁 他只能再一次对爱人和

孩子说抱歉遥 看着孩子期待的眼神和
浮肿的双脚袁 他抚摸着孩子的脸对他
说袁 野爸爸明天就回来陪你袁 给你买
好多好多玩具遥 宝宝最乖了袁 不怕打
针袁 爸爸不在身边袁 你也要做个小男
子汉遥冶 他回家随便收拾了点东西便立
刻出发了遥

在陈志的带领下袁 该项目进展顺
利袁成果丰硕袁受到自然资源部尧省自然
资源厅等领导及行业同仁的重视和好
评袁是全省市场化矿山生态修复目前进
度最快的项目之一遥 该项目的积极探
索袁有力助推了叶江西省矿山生态修复
项目实施指南渊试行冤曳等相关文件的出
台袁助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袁为促进野两
山冶转化政策制度体系的构建作出了有
益探索遥 陈志也实现了当初许下的承
诺袁把这个曾因生态环境部督察而野榜
上有名冶 的废弃矿山变成如今满目青
翠尧芳草如茵尧蜂蝶翩跹的网红打卡地遥

这个项目的成功推进袁凝聚了江西
省地质局的关心和支持袁体现了综合队
党政领导在生态修复产业的战略布局
和科学判断遥同时袁该项目也凝结着陈
志及其团队的攻坚克难和担当实干遥他
们关注并投身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袁发挥
自身的科技尧智力和人才优势袁积极研
究和推进科研成果的转化袁有力地助推
着综合队生态文明建设遥

言传身教袁 事业前进的领跑者
陈志一直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袁

常常第一个到公司袁最后一个走袁大家
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遥他总说不要把
工作留给明天袁 今天的事尽量今天完
成遥他还有一个好习惯袁就是在每天下
班前袁总结当天的工作尧规划好第二天
的工作遥

陈志总是毫无保留地跟大家分享
自己的工作经验和生活经历遥他经常以
集中研讨的形式与大家分享所见所学袁
也会经常组织公司各部门之间互相学
习袁 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各部门的情
况袁为各部门的交叉学习奠定了扎实的
基础遥

不待扬鞭自奋蹄遥陈志是综合队生
态修复产业带头人袁是生态公司的领头
羊袁是职工学习的榜样遥作为新时代的
地质工作者袁他有着坚定的信念袁誓为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事业而奋斗遥他有着
野绿色冶的情怀袁愿把自己的汗水挥洒在
生态文明建设的光明大道上袁 将青春
奉献给祖国袁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袁 用
实际行动为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尧 综
合队转型发展贡献力量遥

野攻坚行动冶中的攻坚者
要要要河南局资环三院废弃矿山集中整治工作纪实

阴 朱怡博

在生态文明建设路上挥洒青春
要要要记江西省地质局综合队生态环境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志

阴 佘 源

本报讯 日前袁 物探研究院河北国合公司在
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全域水系生态治理项目中
实施的蒋庄水塘和胡集东水塘初步治理工程通过
了验收遥 为了恢复池塘功能作用袁 还村民一个
野水清景美冶 的池塘袁 真正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袁
项目部人员踩在半米多深的淤泥里袁投入到池塘
治理作业中袁仅用 20余天袁就高质量完成了两个
池塘的初步治理任务袁获得了鱼台县水务部门的
肯定遥

曾经的池塘散发恶臭袁远远就能闻到袁湖面漂
满厚厚的浮萍袁池塘四周杂草丛生遥野每天都能闻
到刺鼻的臭味袁大家路过这里都要掩鼻躲着走遥冶
野尤其是夏季袁蚊虫泛滥袁滋生大量细菌袁老人小孩
都不敢来这儿遥冶野这哪像鱼米之乡该有的样子
啊浴冶望着被污染的池塘袁当地百姓无奈地说道遥如
今的池塘水清岸绿袁河畅景美袁绿植与碧水相映成

趣袁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袁成为附近村民休闲散
步的好去处袁惠及两个村落 430余户人家袁切实提
升了农村人居环境袁百姓的获得感尧幸福感明显提
升遥野池塘整治好了袁难闻的气味没有了袁村庄的面
貌变美了遥冶野池塘又清澈见底了袁我们的生活环境
变美了袁心里真是高兴遥冶村民们满意地说道遥

鱼台县东濒微山湖袁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袁水
系发达袁河道密布袁随处可见的河塘袁不仅是水生
态尧水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更承担着防洪排涝尧
抗旱灌溉的双重功能遥加强对该县农村河道尧池塘
的整治袁推进农村水环境改善袁助推该县水务现代
化建设袁对切实保证南水北调东线尧南四湖高质量
的水质袁以及当地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遥

该工程作为物探院首个水系生态治理项目袁
首战告捷袁为开启物探院野十四五冶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提供了动力遥 王光明 林 园

蒋庄池塘治理前 蒋庄池塘治理后

胡集东池塘治理前 胡集东池塘治理后

物探院国合公司两水塘治理项目通过验收
扮靓农村池塘 改善人居环境

本报讯 近日袁中煤地质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省
嘉祥县签订合作框架协议袁双方将在加强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尧改善人居环境尧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等方
面开展深层次合作遥嘉祥县委书记周生宏主持签约仪
式并讲话袁县委副书记尧县长江峰致辞遥地质集团党委
委员尧副总经理禹建兵袁嘉祥县政府副县长张艳丽代
表双方签署合作框架协议遥

禹建兵表示袁嘉祥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改
善水环境质量和治理城市内涝尧保障城市运行安全的
重要举措袁也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民生工程遥地质
集团将秉持野高效节约尧环境友好尧功能齐全尧布局优
化尧适度超前冶的建设理念袁坚持野高标准尧高质量尧高
水平冶的建设要求袁重点打造野城市让生活更安逸尧生
态让生活更静美尧和谐让生活更吉祥冶的美丽宜居嘉
祥遥同时袁希望以此为契机袁进一步寻求与嘉祥县合作
的新空间袁为嘉祥的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遥

周生宏表示袁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签约袁对
增强嘉祥县城区综合承载能力尧 提高城区运行效率尧
改善城区人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遥希望地质集团充分
发挥自身技术尧资本尧项目运作方面的优势袁为嘉祥发
展提供支持遥嘉祥县委尧县政府将全力支持项目建设袁
在手续办理尧规划对接尧资金争取等方面强化服务意
识袁提升服务效能袁为项目建设创造一流的环境遥

江峰指出袁多年来袁地质集团一直支持嘉祥发展袁
双方就深化合作进行了多领域洽谈袁 达成了广泛共
识遥此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成功签约袁标志着
嘉祥县与地质集团的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遥 下一步袁
嘉祥县将认真落实签约内容袁强化要素保障袁优化营
商环境袁为地质集团在嘉祥发展做好服务袁携手开创
合作发展新局面遥

禹建兵一行还实地考察了纸坊镇鸡公山尧钓鱼山
等地袁与当地政府就矿山修复治理尧乡村振兴等领域
进行深入交流袁并就下一步深化合作关系尧拓展合作
项目进行了沟通遥 黄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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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近日袁 由中国煤炭地质总
局尧中煤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组织编
写的叶建设工程项目复工复产安全
风险评估指南及案例分析曳由人民
交通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遥全书共
16.1万字袁在参考其他行业领域经
验和方法的基础上袁提出了建设工
程领域项目复工安全风险评估方
法袁编写了案例分析遥该书的出版
也是积极落实国家关于风险分级
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警机
制建设要求的具体举措遥 郭俊杰

音9 月 15 日袁安投渊香港冤机
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新华一行到
江苏远方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就铸
件采购事宜进行现场考察交流袁与
远方公司就年采购 1700吨铸件产
品并直运美国达成初步协议遥双方
表示袁将深入开展交流袁争取年内
实现供货遥 荀爱平

音经省总工会和省应急管理
厅尧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审核袁陕西
省野安康杯冶竞赛组委会办公室近
日授予陕西省一八六煤田地质有
限公司 野2020年度陕西省 耶安康
杯爷竞赛优胜单位冶称号遥通过野安
康杯冶竞赛活动袁一八六公司在提
升安全管理尧 加强安全文化建设尧
强化安全教育培训等方面取得新
的成效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遥

张小龙

音日前袁经中国地理信息产业
协会审核评定袁福建省国土测绘院
被评为 野2021中国地理信息产业
最具活力中小企业冶遥 此次荣誉的
获得袁 标志着该院在创新能力尧经
营绩效和成长潜力等方面上了一
个新台阶遥 罗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