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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节袁 河南省资源环境调查二
院伊川县国土资源调查研究院院长苗灿
民和职工们过得特别有意义遥 他们放弃
休息袁 坚守工作岗位袁 加班加点顺利完
成了洛阳市偃师区 2022 年城市国土空间
监测工作遥

野城市国土空间监测对于充分利用自
然资源尧 保护自然环境尧 促进生态发展
意义重大袁 完善调查信息数据袁 可以为
国土空间规划及生态发展战略提供可靠
的技术支持遥冶 苗灿民介绍袁 野这项工作
很紧急袁 上级要求在 1 月 25 日前完成成
果提交和省级核查工作遥冶

1 月 15 日一大早袁 冯朝斌尧 梁应
昌尧 马社雷带领 3 个外业调查小组袁 带

着测量工具行走在偃师大地上遥 野偃师
区国土空间监测点大约 1500 个袁 分布在
城市区和 10 余个乡镇的作业点袁 既有平
原袁 又有山区袁 要想在几天内完成外业
调查并非易事遥冶 研究院副院长冯朝斌
说遥

外业作业人员袁 有的居住在洛阳市
区袁有的居住在伊川县城遥按照工作区域
分工袁早上 6 点钟袁职工们便乘车赶往 50
公里外的作业点遥大伙儿一下汽车袁便迅
速赶到监测点袁动作麻利地完成一个个图
片拍摄尧上传工作袁然后再匆匆赶往下一
个作业点遥

野现在的天亮得晚尧黑得早袁我们要在
白天尽量多拍些图片袁 方便内业制图遥否

则天一黑袁拍的图片就不清晰了袁系统难
以识别遥冶在一处山坡上袁研究院技术负责
人梁应昌说遥

为确保每个作业点的真实性袁每到一
处袁他们都要咨询当地村民袁了解拍摄点
的具体情况袁对于出现变化的袁在图片下
方进行备注遥梁应昌说袁由于作业点分散袁
他们每天要开车跑三四百公里袁走路也超
过三万步袁一天三四十个作业点跑下来累
得腰酸腿疼遥

同样忙碌的还有内业人员遥作为内业
技术负责人的姜晓娜袁 带领着李笑娜尧李
亚妹等同志袁 每天枕戈待旦坚守在办公
室袁接收着外业人员传来的数据尧图片袁及
时进行数据汇总尧图片处理袁做好城市国

土空间监测报告的编制工作遥从早上一直
干到凌晨两三点袁 常常累得头晕眼花袁每
天吃饭尧休息都在办公室噎噎

浓浓的年味弥漫在城市乡间袁 当看
到人们满怀喜悦地采购年货尧 家家户户
在门前贴春联时袁 外业人员的心中有着
别样的滋味遥 野去年袁 我们干项目干到
腊月二十八九袁 今年比去年还忙碌遥 虽
然不能和家人团圆袁 但只要能按期完成
省里的重点工作袁 我们就觉得非常值
得遥冶 苗灿民自豪地说遥

经过 10 天的日夜奋战袁 偃师区城市
国土空间监测工作如期完成遥 1 月 25
日袁 苗灿民和技术人员赶往郑州提交了
监测成果遥

音近日袁 由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队承担的
北徐楼煤矿矸石山注浆灭火降温工程项目顺利
竣工袁累计完成钻探工程量近 5000 米袁注浆量

1 万余立方米袁注浆灭火降温效果显著袁获得甲
方高度认可遥该项目按照野边治理尧边剥离冶的总
体要求袁开展平整尧挖掘尧覆土尧打孔测温尧注浆

渊水冤尧 围堰灌水等多项工作遥 项目人员克服气
爆尧高温等不利因素袁圆满完成了施工任务遥

王同华

音前不久袁 甘肃煤田地质局综合普查队实
施的安徽省怀宁县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
建设用地确权登记颁证项目通过安庆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组织的专家组验收遥 该队以宗地为
突破口袁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权籍资料袁完成了
任务区 6 个乡镇 56 个行政村袁共计 44865 宗宅
基地尧580 宗集体建设用地的房地一体确权登
记工作遥 刘永君

音日前袁 由江苏中煤地质工程研究院有限
公司实施的常州市经开区自然资源生态状况调
查评估工作顺利通过专家组评审遥 项目通过资
料分析尧遥感解译尧实地调查尧采样检测分析等
多种技术手段袁全面摸清了项目区域野山尧水尧
林尧田尧湖尧草尧土尧气冶等自然资源生态要素现
状袁对项目区自然资源生态状况进行多角度尧多
方法尧多维度综合评估袁并针对项目区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自然资源生态保护与修复
建议遥 侯占东 沈益明

音近日袁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召开了

2023要2025 年省级黄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
生态保护示范工程项目省级专家竞争性审查论
证会和 2023 年黄河流域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
复项目专家评审会袁 中煤航测遥感集团遥感信
息公司承担编制的榆林市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
复工程实施方案总分获评第一袁顺利通过评审遥

曾 光

音近日袁 水文地质局收到中煤能源集团新
集二矿发来的感谢信袁对新集二矿 2401 采区 1
煤组开采底板灰岩水地面超前区域治理项目全
体人员克服诸多困难袁安全尧优质尧高效地提前
完成施工任务表示感谢遥 该项目 2020 年 11 月

7 日开工袁2022 年 12 月 26 日完成 3 个主孔 42
个分支顺层钻孔袁比合同工期提前 100 天完工袁
实现各分支顺层钻孔对采区工作面的区域全覆
盖袁预计解放优质煤炭资源 1000 余万吨袁为矿
井平稳开采提供了安全保障遥 杜贤斌

音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施工袁 物探研究院
山西分公司承揽的龙城大街打通工程照明及交
通设施项目按时竣工通过验收遥 龙城大街打通
工程为太原市重点工程项目袁 是太原榆次太谷
城市核建设的首要标志性工程之一遥 该工程与
近年来新建的南中环东延尧龙兴街东延尧东峰路
南延等构成了一个 野丰冶 字形市政基础设施骨
架袁可为未来太原城市化提供约 20 平方千米的
发展区域遥 杨 健 王玺渊

本报讯 春节放假期间袁山东
省煤田地质局五队测井技术人员
闻令即动袁 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时
光袁奔赴项目现场袁开展地球物理
测井工作袁保障了重点项目钻探施
工顺利进行遥

大年三十袁 地勘中心接到新

疆库车某矿井筒检查孔现场发来
的测井指令袁 因项目技术要求高袁
为保障项目正常开展袁地勘中心技
术人员赵健连夜奔赴钻机施工现
场袁 冒着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严寒
开展测井工作袁有效保证了项目后
续开展袁得到了甲方代表的一致肯

定遥
大年初三袁 物测中心接

到省级地勘基金重点项目禹
城铁矿钻孔测井工作通知袁
测井技术人员迅速集结赶往
施工现场袁 顺利完成了工作
任务遥

五队测井技术人员充分
发扬野特别能吃苦尧特别能钻
研尧 特别能开拓尧 特别能奉
献冶的精神袁根据专业技术特
点袁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袁高
效配合钻探施工袁 用责任和
担当践行着地质报国初心遥

赵秀玲 韩 冰 张志勇

本报讯 日前袁 安徽省煤田地
质局水文队召开 2023 年党委工作
会议遥 局党委委员尧 副局长宋长
兵出席会议并讲话遥

宋长兵在讲话中对水文队党
委一年来的各项工作给予高度肯
定袁 并对进一步做好 2023 年各项
工作提出三点要求院 一要学思悟
践袁 认真抓好局党委工作大会精
神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工作曰 二要
自信自强袁 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汇
聚发展动能曰 三要忠诚尽责袁 把

大会精神转化为忠诚履职的生动
实践袁 认真抓好全队岁末年初安
全生产工作袁 进一步提升干部职
工的幸福感遥

随后袁 该队党委书记尧 队长
赵宏海代表队党委作了题为 叶自
信自立 勇担使命 向着全面推进水
文队高质量发展勇毅前行曳 的工
作报告袁 并与机关党总支和各党
支部签订了党建工作尧 党风廉政
建设尧 意识形态工作尧 平安建设

渊综治工作冤 责任书遥 王 慧

平凡亦精彩 奋斗写华章
要要要记山西省煤炭地质一一五院公司丁鹏飞

阴 宣国娟

地勘成果

假日里袁坚守在作业现场的调查人员
阴 王伟灿

中煤江南建
设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珠海分公司
万菱环球中心地
基与基础工程项
目团队突破技术
难关袁顺利在春节
前完成 7984 立方
米大体积砼浇筑袁
项目底板施工取
得阶段性进展遥本
次浇筑区域为主
塔楼 1 区核心筒
及周边裙楼袁施工
高峰期工人达 80
余人袁核心筒每平
方米含钢量 100
余公斤袁从钢筋绑
扎到浇筑完成不
到 1 个月遥

钟拔妍
摄影报道

安徽局水文队部署 2023年工作

山东局五队

春节期间奔赴一线保生产

人物
素描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袁 没有灿若星辰的光
环袁凭着一颗年轻炙热的心和对地质事业的执
着追求袁 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尧 无私奉
献袁在奋斗中谱写青春华章遥他就是山西省煤炭
地质一一五勘查院有限公司职工丁鹏飞遥

丁鹏飞是一名党员袁 在山西省煤炭地质一
一五院公司所属的大同华瑞勘探有限公司担任
副经理和技术负责人遥自参加工作以来袁他始终
爱岗敬业尧满腔热忱尧恪尽职守袁圆满地完成了
各项工作任务袁获得公司上下的一致认可遥

戒骄戒躁 锤炼技能

2013 年袁丁鹏飞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后来
到山西省煤炭地质一一五院工作遥 从学生到职
工袁他迅速转变身份袁全身心投入工作遥本着打
铁还须自身硬的原则袁他戒骄戒躁袁沉下心来夯
实基础尧锤炼技能遥在隆隆轰鸣的钻机旁尧在荒
无人烟的大山上尧在潮湿的土窑洞里袁他跟着项
目部和技术部门的老师傅们学习水文地质图件
的制作方法和要点袁学习如何判定地层岩性袁如
何记录钻探班报表和岩芯鉴定表等袁 学习抽水
试验要领和注意事项袁学习水文报告编制等内
容遥只要遇到不懂的问题袁他就积极向有经验的
人请教袁虚心学习袁业务知识水平和实干本领得
到快速提升遥

从炎炎夏日到白雪皑皑袁再到春暖花开袁丁
鹏飞默默扎根在生产一线袁 刻苦钻研袁 主动作
为袁敢于担当袁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袁从不叫苦
叫累尧怨天尤人袁始终以积极的心态和昂扬向上

的面貌迎接工作挑战遥

好学力行 革故鼎新

2016 年袁煤炭行业面临转型的困难袁发展
之路荆棘丛生袁壁垒重重遥为了更好地开拓市场
新领域袁作为部门技术负责人袁丁鹏飞努力学习
新的技术理论知识袁充分利用专业优势袁积极发
挥传帮带作用袁带领部门人员激流勇进袁迎难而
上遥

从煤矿防治水工作到地质灾害评价治理尧
地热资源勘查尧 煤矿矸石山治理尧 岩土工程勘
察等非传统行业袁 再到矿井水资源化利用科研
项目袁 丁鹏飞查阅大量文献资料袁 大胆创新袁
积极向大同市政府尧 山西省煤炭地质局尧 省科
技厅申请项目袁 以时不我待尧 勇敢拼搏的精神
去攀登一座又一座技术高峰袁 克服一个又一个
技术难题袁 高质量完成了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下伏地裂缝勘查项目尧 大同煤矿集团马脊梁矿
外运公路 渊马脊梁村段冤 及马脊梁矿外运公路

渊峰子涧村段冤 两个地质灾害勘查及治理施工
项目尧 移动式智能化采空区积水处理项目等转
型业务遥

丁鹏飞深知袁 自己肩负着部门技术负责人
的重担袁所以不敢有任何懈怠遥他经常凌晨四点
才回到宿舍袁早上七点半又出现在工位上遥有人
问他累不累袁他用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曳里面的
名句来回答院野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院当他回
首往事时袁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袁也不因碌碌无
为而羞愧遥冶他常说袁年轻人就是要不怕苦不怕

累袁趁青春多做点事遥

人若有志 万事可为

2022 年袁大同华瑞勘探有限公司资金周转
困难袁债权清欠迫在眉睫遥面对欠债大户某污水
处理厂清欠工作的烫手山芋袁丁鹏飞野明知山有
虎袁偏向虎山行冶袁自告奋勇接手了这项任务遥

由于对方主要领导频繁更迭袁 项目手续履
行多次中断袁几年来形成了一项野无合同尧无工
作量认可尧无项目结算单冶的野三无冶债权袁债权
清欠工作难度非常大遥从项目前期方案编制尧达
成初步合作意向尧商谈尧合同签订尧挂账尧要账袁
每一步工作的推进袁都需要丁鹏飞一遍遍地与
业主单位人员沟通袁一次次上门去找遥在屡次被
拒尧心灰意冷之时袁领导的鼓励给了他莫大的信
心遥从一个个天色微明的早晨袁到一个个漆黑静
谧的夜晚袁 朝阳和月色见证了丁鹏飞的付出与
执着遥功夫不负有心人袁经过两个月的努力袁甲
方领导被他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打动袁最终清欠

200 余万元袁清欠工作圆满完成袁华瑞勘探有限
公司的资金压力得到缓解袁职工绩效工资得以
保障遥

初心不改 奋勇向前

2022 年袁丁鹏飞在转企新体制下袁积极转
变工作思路袁准确把握市场经济体制下野项目为
王冶的发展理念袁求真务实找项目尧跑项目尧揽项
目尧抓回款袁把项目承揽放在一切工作的首要位
置袁积极收集市场信息袁主动与业务意向单位沟

通袁 介绍一一五院公司自身拥有的资质和技术
优势袁全力推动项目落地遥

地勘项目往往会遇到火区尧煤层自燃尧地质
构造尧导火裂缝带尧小窑破坏等多种复杂致灾因
素袁因此袁做好前期勘查工作是项目顺利实施的
关键遥为承揽青磁窑矿东侧山体火区治理项目袁
丁鹏飞尽心尽力做好各项工作遥 项目在开展前
期勘查工作时袁大同突发疫情袁也因此按下了

野暂停键冶袁但区政府明确指示项目不能停滞袁为
了确保项目的顺利落地袁 丁鹏飞带领项目组人
员吃住在单位袁往返于单位和项目现场袁一直坚
守工作岗位袁最终成功中标了该项目袁中标金额
达 800 余万元遥

在一一五院公司工作的十年里袁 丁鹏飞始
终保持工作热忱袁积极发光发热袁先后 6 次荣获
院优秀工作者称号袁 技术成果获得 3 次省局级
奖励袁2021 年荣获院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袁2022
年光荣参加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地质勘查局直属
机关第一次代表大会遥

丁鹏飞向阳而生尧逐光而行袁勤学深思尧精
益求精袁勇于担当尧锐意创新袁兢兢业业尧不计得
失袁 用实际行动深刻践行了新时代地质青年不
畏艰难险阻尧砥砺奋进的精神内涵袁用青春书写
着地质新篇章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