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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扣泉是江苏煤炭地质勘探三队
地质与环境工程公司负责人遥他每天奔
波于业主方和项目现场袁带领团队在矿
山修复尧土壤调查尧水体修复和地质灾
害治理等领域靶向发力尧 突破发展袁用
实干实绩践行新发展理念袁交出了一份
建设绿水青山的合格答卷遥

磨炼意志袁淬炼地勘事业初心
大学毕业后袁顾扣泉先后在原江西

省煤田地质局二二七队尧江苏局三队工
作袁工作内容涉及技术服务尧工程管理尧
矿业开发等领域遥

在二二七队工作期间袁顾扣泉被派
遣到印度尼西亚一合资公司任地勘部
副主任袁负责野外踏勘尧勘探设计尧施工
管理及报告编写工作遥印尼南苏门答腊
省普拉布木力县原始森林茂盛袁施工中
时常会遇到红蚂蚁尧野猪尧巨蜥甚至毒
蛇遥为尽快完成工作任务袁他和团队在
热带雨林里搭起帐篷袁饿了就用方便面
充饥袁热得汗流浃背就用山沟里红褐色
的腐殖酸水冲洗一下遥凭着对地质事业
的那份执着袁他们成功取得第一手野外
资料遥在后期勘查设计及施工中袁顾扣
泉独当一面袁 从编写设计到施工管理袁
从岩芯编录到报告编制袁高质量完成各

项工作袁 获得了甲方和专家的高度认
可遥

到江苏局以后袁顾扣泉以更高的标
准严格要求自己遥他顺利入选江苏省矿
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实地核查人
员库核查专家袁先后完成煤层气尧地热
等领域的数十个项目袁其技术成果荣获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优质地质勘查报告
特等奖尧新发现矿产资源报告奖和中国
煤炭地质总局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尧优秀
成果奖等遥

在江苏丰县师砦矿区岩盐矿地质
勘探项目中袁 顾扣泉作为技术负责人袁
奔赴野外一线袁顶着 40益的高温袁冒着
工作现场的漫天粉尘袁与项目部人员开
展技术交底尧地质三边尧采样劈样等工
作遥他主编的勘探报告袁为矿区岩盐储
量分布和开发利用提供了依据遥

不负使命袁勇扛转型发展大旗
2017年年初袁三队紧跟国家发展战

略袁着力推动转型发展袁谋划了地质勘
查与生态环境野两轮驱动冶发展战略袁成
立了地质与环境工程公司遥顾扣泉作为
公司负责人袁扛起了向生态环境领域转
型的大旗袁开启了对场地调查尧水环境
治理尧地灾治理等新领域的转型探索遥

借助三队在盐矿领域的丰富经验袁
顾扣泉从盐矿矿山地质环境入手袁承揽
并编制了叶瑞丰盐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与土地复垦方案曳袁 这是矿山企业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和土地
复垦方案合并编报制度施行后袁三队编
制的首个此类报告遥该报告顺利通过评
审袁助力公司实现了转型开门红遥

近年来袁 三队积极融入地方发展袁
助力绿色家园建设遥2020年 9月袁 在常
州市河道专项治理工程中袁三队承担了
北市河河道底泥处理及生态修复试验
项目遥接到任务后袁顾扣泉迅速组织技
术团队袁研究制定施工方案遥为摸准河
水又黑又臭的野顽疾冶根源袁他组织团队
通宵达旦袁 历时 1个月对沿河 30个排
污口水质进行跟踪检测袁收集样本 1900
余个袁结果表明氨氮尧总磷等全部超标遥
针对北市河修复项目的特殊性袁顾扣泉
坚持 野一河一策冶袁 带领团队从外源控
制尧内源治理和生物修复等方面袁制定
了一整套完备的技术方案袁对河道进行
全方位治理遥经过治理袁北市河及周边
重现常州老城厢市河野清水绿岸尧鱼翔
浅底冶的美景遥2022年 1月袁常州广播电
视台对包括该项目在内的 3 个项目进
行满意度测评袁北市河满意度达 100%遥

三队又先后承接了长治生态修复尧
南方水泥厂矿山地质灾害治理尧常州一
关闭化工厂遗留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项目和厂区土壤地下水监测及隐患
排查项目袁 中标皇粮浜东第园水处理尧
新北薛家渊中巷河冤河道应急治理等项

目袁编制了各类水土保持方案尧土壤调
查评价尧地灾评估报告等袁打响了三队
在场地调查尧河道治理尧水体修复领域
的品牌遥

勤学善作袁彰显党员先进本色
工作之余袁 顾扣泉坚持钻研学习袁

不断总结创新遥针对盐矿储量计算中岩
层多尧 数据量大和计算容易出错的问
题袁他自编 AutoCAD线形库和 Excel公
式袁 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数据准确性遥他
注重科技研发袁作为主编人申报的野封
闭景观水体生态净化系统构建关键技
术冶袁获江苏局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立项曰
申报了野一种基于改性植物单宁的景观
水体的生态净化方法冶 等多项专利袁发
表了叶改性植物单宁对铜绿微囊藻的去
除效果与机理研究曳等论文遥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袁顾扣泉始终以
高标准要求自己遥今年 3 月袁常州市新
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袁顾扣泉所在的小
区因有确诊病例被封控管理遥他作为志
愿者袁 帮助社区接听居民诉求电话袁为
封控户居民送生活物资遥

在 2022年常州市野五一劳动奖章冶
表彰名单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后袁顾扣泉
谦逊地说院野荣誉属于全体三队职工袁我
仅有幸代表遥 不管取得怎样的成绩袁都
已成为过去遥只有不断积累尧依靠团队袁
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遥冶

洒一腔热忱 利一方水土
要要要记常州市野五一劳动奖章冶获得者江苏局三队顾扣泉

阴 陈 蕾

近日袁笔者在基层钻井队采访时袁
听到井队安全员称自己井队安全生产
多少年没有出现问题袁 话里话外透着
自豪感遥 笔者在为井队感到高兴的同
时袁也有一丝担忧遥诚然袁安全生产是
硬道理袁是所有工作的基础袁但是安全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袁 一个单位多年来
做到安全生产袁 只能代表过去取得的
成绩袁长时间安全不等于
安全无虞袁更不代表可以
一劳永逸遥更何况袁生产
状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袁
一味野吃老本冶袁不考虑新
情况袁没有新措施袁安全
生产良好形势很难长久维持遥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袁 发展是安全
的保障遥我们抓安全工作不能一味野吃
老本冶袁安全管理需要持之以恒尧与时
俱进袁不断创新管理方法袁采取相应的
措施袁切切实实落实责任袁夯实安全生
产根基遥

采取野项目化管理冶袁逐级落实安
全责任遥只有做到思想认识自觉袁立场

行为才能坚定遥 地勘单位要创新安全
管理措施袁通过实施安全工作野项目化
管理冶等袁逐级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袁强
化职工的思想自觉袁让职工心中有责袁
成为地勘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动
力遥 河南省资源环境调查二院工程一
分院切实将安全生产责任逐级落实到
井队尧专业尧班组袁创新实施安全工作

野项目化管理冶袁 细化量化为 野领导分
管尧井队长负责尧班组长落实尧各专业
推进冶四级安全管理的具体实施项目袁
采取野赋分考核尧分级预警尧正向引导冶
考核方式袁 充分调动各层级的自我管
理能动性袁 全面增强安全工作的系统
性尧协调性和一致性袁持续夯实安全管
理基层基础袁 为项目稳步实施创造良
好的安全环境遥

推行野安全伙伴冶模式袁打造安全
利益共同体遥 人是安全生产中最关键
的因素遥 地勘单位要从消除人的不安
全行为尧 思想的不安全状态等隐患产
生的根源着手袁 以塑造本质型安全人
为目标袁通过推行野安全伙伴冶星级管
理模式袁 充分激发职工安全生产的自
觉性尧主动性和积极性遥河南局资环二

院矿产与环境分院摒弃传统的以罚代
管模式袁创新推行了野安全伙伴冶星级
管理模式遥野安全伙伴冶 是分院全体干
部职工以项目组为单元袁按照同项目尧
同班组野双向选择尧自愿结伴尧互保联
保尧保证安全冶的原则袁两两结合袁每个
项目签订野安全伙伴冶协议袁使双方形
成一个安全尧利益共同体袁共担责任尧
共筑安全遥同时袁按照各专业尧各岗位

工作环境和落实安全责任难易程度的
不同袁确定野安全伙伴冶的奖励额度遥通
过正向激励袁职工更真切尧更直接地感
受到安全生产带来的实惠袁 安全生产
的自觉性尧 主动性和积极性被充分激
发袁人人参与尧齐抓共管的氛围也更加
浓厚遥

实施野认领制冶袁解除安全管理的

野肠梗阻冶遥生产是动态的袁管理也是变
化的遥 河南局资环二院勘测与规划分
院创新实施了安全管理野认领制冶工作
模式袁 通过责任项目组长主动承担的
方式袁以野契约化冶倒逼项目责任人整
改安全隐患袁 提高了安全管理工作的
针对性遥同时袁坚持安全隐患野晒出来冶
工作机制袁 在安全管理工作中实行专
业联保尧项目包保尧安监员盯梢尧项目

责任人挂靠整改的安全隐患落实四级
监管机制袁 对项目野外作业组尧 室内
作业组人员上岗尧 质量标准考核尧 安
全隐患整改等情况进行 野事中查冶
野回头看冶袁 对不担责尧不作为尧走马观
花的袁对安全隐患不按时整改尧整改不
彻底或出现反弹的袁 一律按照相关规
定从严追究责任和积分考核袁 从源头

上解决了影响安全的核
心问题袁 夯实了安全生
产根基遥
地勘单位安全管理

部门要有做好安全生产
工作的责任感尧 使命感

和紧迫感袁不以过去的成绩论英雄袁不
以已有的经验谈资历袁 只有不断强化
安全意识袁树牢安全观念袁创新安全管
理措施袁 坚持底线思维袁 压实主体责
任袁聚焦突出问题袁将安全生产各项措
施落实到位袁才能真正实现安全发展遥

近日袁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水文队承建
的大墅玫瑰苑三期工程获评 野滁州市建筑
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工地冶袁彰显了该队市
政建筑业的品牌实力袁 为单位进一步开拓
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遥 该工程位于全椒县
龙山大道袁由 10栋单体建筑及社区服务用
房组成袁总建筑面积 35162平方米袁总工期
为 450天遥 赵 明 张晓明 摄影报道

安全工作不能一味野吃老本冶
阴 王伟灿

本报讯 5月 14日袁 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 2022年课
题报告野优化城市地下空间利用布局袁提升城市整体安全运
行能力冶第一次调研座谈会在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地下空间公
司召开遥

会议开始前袁 调研组参观了地下空间公司业务展示大
厅袁详细了解了公司野透明城市冶大数据平台尧野平台+工程冶运
营模式尧城市浅层地下空间精细探测尧BIM+GIS智能楼宇解
决方案等袁实地观摩了野118平台冶袁听取了地下空间公司党委
书记尧董事长尧总经理王晓东关于公司发展历史尧发展理念尧
组织架构尧核心业务尧区域布局尧科研发展尧企业混改等方面
的介绍遥

会上袁各委员围绕野优化城市地下空间利用布局袁提升城
市整体安全运行能力冶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袁对下一步调研
的具体工作内容和计划进行了深入探讨袁初步确定了对省内
陕北尧关中尧陕南的区域覆盖袁同时对西安市的深入调研也纳
入重要行程之中袁对于省外上海尧深圳尧合肥尧株洲尧广州等地
的调研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袁在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方面提
出了建议和意见遥委员们一致认为袁下一步应该继续从多个
层面推动对城市地下空间安全的关注袁向陕西省相关部门提
出建议和意见袁使城市地下空间安全运营管理领域的管理水
平和技术能力更上一层楼遥委员们希望地下空间公司在专业
领域持续精耕细作袁助力城市地下空间安全发展袁为决咨委
提供更多技术支持袁双方共同努力袁促进陕西省城市地下空
间安全运营与管理水平提升遥 韦晓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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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袁江苏煤炭地质
勘探二队多措并举袁扎实推进该队实施
的内蒙古母杜柴登矿煤矸石处置项目袁
倒排项目生产计划袁出色完成了今年一
季度各项工作任务遥
严把疫情关遥 项目部春节不打烊袁

减少人员流动袁严防死守袁制定了一系
列疫情防控措施袁严格落实项目所在地
政府对防疫工作的相关要求袁确保职工
零感染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遥
严把工艺关遥 项目部人员集思广

益袁积极进行生产工艺革新袁通过增设
粗颚破碎挡板尧 控制传送带石料分布尧
安装复合破料斗缓冲装置等 野三小冶改

造袁减少机械磨损袁严格控制了漏浆跑
浆等现象袁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袁实现
了降本增效遥

严把管理关遥项目部制定了叶项目
区域责任制划分曳叶维修组人员岗位责
任制曳叶项目部人员岗位责任制曳等管理
制度袁改进停送电尧每日巡查尧交接班和
奖惩制度袁推进项目管理科学化尧规范
化尧标准化遥

严把廉洁关遥强化日常监督和重点
环节监管袁常态化开展纪律培训和警示
教育袁引导党员干部把铁的纪律转化为
日常习惯和行为遵循袁有力夯实了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遥 储鹏宇

江苏局二队严把野四关冶推进矸石处置

本报讯 5月 8日袁 由山西省煤炭
地质勘查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袁中联煤
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尧中国矿业大学渊北
京冤尧中国石油大学渊北京冤联合完成的
叶煤系野三气冶合采技术研究与工程应用
项目曳通过中科合创渊北京冤科技成果评
价中心组织的成果鉴定遥

该项目立足于解决煤系 野三气冶在
地质条件下如何多层系富集袁多气储层
组合如何改造袁多气合采排采制度如何
制定等关键技术问题袁系统开展了煤系
野三气冶共采地质理论认识尧穿层致裂储
层改造方案尧排采制度及工艺袁形成了

适宜于煤系野三气冶的共采技术和关键
设备遥研究成果在沁水盆地尧鄂尔多斯
盆地等含煤岩系推广应用袁发现了山西
省榆社-武乡大气田袁服务临兴地区 20
亿立方米产能建设袁实现了煤层气多层
合采尧煤系野三气冶多气合采遥

本次评审专家组由中国石油大学

渊北京冤张遂安院士尧山西能源学院冯国
瑞院长尧煤与煤层气共采国家重点实验
室李国富主任等 7 名行业顶尖专家组
成遥经审查袁专家组认为该项目成果达
到了煤系野三气冶合采领域的国际领先
水平袁推广应用前景广阔遥 苏育飞

山西省煤炭地质勘查研究院公司牵头

一研究应用项目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音近日袁 从山东省应急管理厅获

悉袁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共 11人入选山
东省应急管理专家库遥其中袁3人入选应
急救援非煤矿山类别袁各有 2人入选应
急救援地质尧水旱尧地震类别袁各有 1人
入选地质尧科技类别遥专家实行聘任制袁
并统一颁发聘书和专家证遥 鲁 泉

音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究
院发明的 野一种煤矿冲击地压支护装
置冶袁 近日获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
授权遥该装置可根据巷道现场施工条件
调整支护高度袁方便运输和安装袁大大
缩短了冲击地压矿井巷道专项支护工
作工期遥 马富武

音中煤航测遥感集团有限公司地
图制印公司近日获得陕西省印刷技术
协会 2020要2021年度 野图书印制质量
管理冶成绩突出奖和野印刷行业创新发
展冶成绩突出奖遥同时袁该公司印刷一线
职工蔺建明尧张涛被聘为野陕西省印刷
行业出版物印制质量管理专家冶遥

顾宇红

音近日袁青海岩土工程勘察咨询有
限公司野一种勘查岩土结构装置冶野一种
岩土勘查钻探取样装置冶野一种岩土取
样用破碎锤冶等 8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得
授权遥 本次新获得的 8 项实用新型专
利袁 创新点均从工作生产实际出发袁后
期有可能转化为实物遥自 2017年以来袁
岩土公司已申请专利 37项袁 其中发明
专利 6 项尧软件著作权 9 项袁实用新型
专利 22项遥 李卫珂

音日前袁青海煤炭地质勘查院申请
的 野一种便携式岩心鉴定辅助工具箱冶
野一种岩矿制样机消音装置冶 等 6项实
用新型专利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袁本
次获授权的专利主要来自地质勘查和
化验测试两个业务板块袁是煤勘院立足
传统业务优势袁不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
能力水平的具体体现遥 祁永俊

音近日袁陕西省一九四煤田地质有
限公司野一种矿山电缆竖井井口悬挂装
置冶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实用新型专利
授权遥该实用新型专利是公司专业技术
人员在去年陕北某煤矿竖井电缆安装
项目施工中袁为解决竖井井口电缆悬挂
问题而设计的一种装置遥该装置主要包
括底板尧肋板尧连接板尧固定垫板等袁通
过自制的固定卡子袁 配合井口装置袁可
对钢丝绳和电缆进行有效连接与可靠
悬挂遥 方迎辉 赵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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