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 福建省一九七地
质大队地勘院中标霞浦县农
业地质调查评价项目遥 据悉袁
该项目计划工期为两年袁 主
要针对霞浦县 200 平方千米
土地开展 1颐50000农业地质调
查评价袁通过技术准备尧野外
采样尧成果应用等工作开展科
学研究和评价袁为地区发展效
益农业尧特色农业和生态农业
提供技术服务曰 提出城市规
划尧改善生态环境和防治污染
对策和建议曰为农业尧环保尧城
建有关政府部门提供多目标

信息服务遥 林俊英

福建省一九七大队

中标霞浦农业地质调查项目

本报讯 近日袁 青海煤炭地质局勘
探分公司钻探实验室正式投入运行遥实
验室的成立和运行将为今后分公司深

部地质找矿提供钻探技术支撑遥
目前袁钻探实验室主要开展泥浆方

面的工作袁 计划经过 3~5年的发展袁形
成综合性的钻探实验室遥实验室依托专
业化泥浆实验室和技术团队袁科学有效
地指导单位各钻机的生产施工袁提高钻
探施工效率和质量袁解决生产中出现的
各类工程难题曰积极推广新工艺和新方
法袁依托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等专业性

的泥浆材料生产研发单位袁将先进的理
念和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袁提高实验室团
队的技术能力遥实验室作为职工培训的
平台袁 将对钻探人员进行基础性的培
训袁 切实提高现场调配和维护能力袁提
高钻探生产效率袁强化钻探队伍建设遥

钻探实验室投入的设备主要包括
电动搅拌机尧六速旋转黏度计尧固相含
量测定仪尧滤失量测定仪尧容器量杯尧药
剂药品和机台试验箱等遥能够开展常温
常压下的各类泥浆试验袁测试泥浆性能
15种遥 苏延鹤 鲍海山

本报讯 上半年袁 江西省煤田地质
局测绘大队坚持一站式服务理念袁围绕
不动产数据整合尧高标准农田项目等业
务开展工作袁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名列前
茅遥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袁该队向
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袁呈现稳中提质良
性发展态势遥

注重技术的提升袁 加快动能转换遥
上半年袁测绘大队完成了江西省三调单
位入围备案尧 管理和技术人员考试袁通
过率为 98%袁为下半年投标工作打下了
基础遥该队通过加大对不动产项目的投
入袁严控管理尧紧盯进度尧狠抓质量袁坚
持野一站式冶服务理念袁让群众少跑腿袁
让数据多跑路袁 确保了 12个不动产登
记项目如期完工遥上半年基本完成了庐
山市自然资源确权省级试点项目袁为该
队今后承接同类型项目积累了经验遥

加强风险防控袁 化解经营难题遥在
应收账款催收方面袁测绘大队通过积极
工作袁回收应收账款近 3271万元袁缓解
了资金压力遥上半年袁该队从项目的招
投标工作开始抓起袁采用银行履约保函
形式代替现金保证金袁同时在项目招标
公告及合同中力争增加项目分期付款
的次数袁缩短资金周转天数遥此外袁为适
应市场发展的需要袁该队上半年配齐配
全了队属各院渊所冤实体班子袁强化了各
经营实体的能力遥

多元化转型袁经济发展保持稳定增
长遥测绘大队完成了高标准农田项目规
划设计的验收工作袁目前已中标宜丰县
和分宜县农业两区划定项目遥1要6月袁
新增合同额 4000万元遥 实现经营收入
5356万元袁利润 518万元袁分别完成全
年目标的 60%和 64%遥 王永忠 吴晓婷

青海局勘探分公司

钻探实验室投入运行

江西局测绘大队

经济呈稳中提质良性发展态势

为保障山西大同煤矿集团马道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地震勘探项目野
外采集高质量尧高效率完成袁第一勘探局物测队仪修中心近日组织骨干力
量对仪器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检测维修遥 崔 欣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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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叠加起历史的记忆袁时代记录
下不朽的篇章遥在呼伦贝尔大地上活跃
着内蒙古煤田地质局一〇九队这样一
支专业队伍要要要为了更大的跨越袁他们
记住走过的足迹曰 为了更高的飞翔袁他
们在不断超越自我的选择中成就辉煌浴

内蒙古局一〇九队是一支从事煤

田地质勘探与其他矿产资源勘查的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专业地质勘查队伍袁
拥有在职职工 346人袁 离退休人员 520
人袁 各类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110 余
名袁各种大中型设备 300 多台渊套冤袁具
备年钻探 20万米以上勘探能力袁 主要
从事矿产地质调查与勘查尧区域地质调
查尧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尧环境地质
调查尧地质勘探尧地质资料收集整理分
析和地质技术推广研究等业务袁具有独
立开展综合地质勘探及其延伸业务的
能力遥

历史沿革 不辱使命

在成长的70年间袁一〇九队继承和
发扬了地质野三光荣冶精神袁从一个小型
的钻探工程队成长为地勘战线上的一

流专业队伍袁 从黑龙江边到茫茫草原袁
从雏燕蹒跚到雄鹰展翅袁在祖国的东北
边陲洒下了辛勤的汗水袁在呼伦贝尔的
每一寸土地上都留下了追逐梦想尧探寻
矿源宝藏的深深足迹噎噎

70年来袁一〇九队曾两度搬迁袁七
易其名袁数次变更行政主管部门和党组
织隶属关系遥1948年 5月 26日袁为大力
支援全国解放袁一〇九队的前身野鹤岗

矿务局试锥股冶 成立遥1968年袁 为解决
野东煤西运冶问题袁西迁至齐齐哈尔市曰
1978年袁 为开发呼伦贝尔地下资源袁再
次搬迁至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至今遥
1998年 5月袁 划归内蒙古局管理后袁更
名为内蒙古局一〇九队遥2009年袁 根据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相关要求袁 在保留
野事业冶牌子的同时袁注册成立了内蒙古
煤炭地质勘查渊集团冤一〇九有限公司遥

创新发展 沧海巨变

70年间袁一〇九队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绩院累计完成钻探工程量 300多万
米袁提交各类地质报告 320 余件袁探明
煤炭资源量 1500多亿吨袁预测储量 408
亿吨袁居全国同行业前列遥完成了海拉
尔地区及大兴安岭东坡大杨树地区的

地质填图工作袁圈定了对煤田勘探工作
具有基础性尧 纲领性指导意义的 25个
含煤盆地遥 探明了牙克石-五九尧 大杨
树尧伊敏尧大雁尧宝日希勒尧红花尔基尧嵯
北等大型整装煤田袁并在额尔古纳市大
西山东区首次发现了可供开发的焦煤垣
气煤储量 2.1亿吨袁填补了呼伦贝尔地
区焦煤资源的空白曰新发现的胡列也吐
煤田袁 优质长焰煤储量达 102亿吨袁使
含煤盆地数量增加到 26个袁 为呼伦贝
尔市打造能源重化工基地袁加快地区经
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资源保障袁更为内
蒙古成为全国煤炭资源大省作出了突

出贡献遥
当然袁在这期间袁面对时代飞速的

发展变迁袁 一〇九队也曾迷茫困顿过袁

也一度陷入发展的瓶颈袁然而袁智慧驾
驭风云袁决策明晰方向遥在经历了计划
经济体制和地勘市场低迷的阵痛期后袁
一〇九队紧紧抓住地勘行业十年高速

发展的黄金期袁实现了量的突破和质的
飞跃袁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实现了华丽
转身遥

近年来袁为适应国家能源产业政策
的调整袁实现队伍持续健康发展袁一〇
九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袁积极转变思
想观念袁始终坚持野从单一的煤田地质
勘查向全面综合性地质勘查升级曰从单
一的地质勘查领域向探采一体化领域
升级冶的总体思路袁紧密结合自身发展
现状袁加快从资源勘查型向资源开发型
转变袁逐步形成适应地勘经济发展新常
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袁主动调整和
优化产业布局袁以野矿业开发创伟业尧延
伸产业增亮点尧地质勘查立新功冶为总
的指导思想袁在做强地质勘查主业的同
时袁加快清洁能源的勘查与开发袁积极
涉足水工环尧地热尧煤层气尧页岩气尧地
灾治理尧 矿山服务和酒店经营等领域袁
并将发展眼光投向了多金属勘查领域袁
在鄂伦春八岔沟西发现和探明了一座
大型铅锌银多金属矿山袁 逐渐形成了
野地质勘查业做强尧矿业做大尧多种经营
业做实冶的产业新格局袁全力推进企业
转型升级袁向实现野探采一体化冶的目标
不断迈进遥随着建矿步伐的推进袁一〇
九队为实现内蒙古局 野地质勘查求生
存尧矿业开发谋发展冶的战略目标袁为积
极构建野以资源开发为主体袁以资源勘

查与社会服务为两翼冶的新格局吹响了
号角袁也为地勘转型发展袁实现野勘查开
发一体化冶袁摆脱地勘单位野打工者冶的
身份抒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遥
企业党建尧 企业文化及精神文明

建设是一个企业进步发展的原动力袁
是企业经济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遥 近
年来袁 一〇九队不断创建和演绎着新
的文明篇章遥 在强化自身建设上袁 该
队党委牢牢把握新形势尧 新任务袁 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尧 自治区党委和煤勘
集团公司党委的决策部署袁 坚持把党
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袁 把方
向尧 管大局尧 保落实遥 不断加强党的
思想尧 组织尧 制度尧 作风和党风廉政
建设袁 切实扛起管党治党主体责任袁
完善治理体制机制袁 狠抓责任落实袁
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竞
争发展优势袁筑牢国企党建之野根冶袁夯
实国企发展之野魂冶袁为生产经营和稳定
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遥在强化民主管理
上袁贯彻落实以职工代表大会和队务公
开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袁让干部
职工参与管理生产经营等事务遥

如今袁 站在现实与理想的交汇点
上袁细数耕耘的历程袁盘点收获的喜悦袁
在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袁一〇九
队曾两次荣获国家野功勋勘探队冶殊荣曰
荣获国土资源部 野全国地
质勘查行业先进集体冶袁中
国煤炭建设协会 野企业信
用评价 AAA 级信用企
业冶袁自治区野全区文明单

位冶野五一劳动奖状冶野最具社会责任感
企业冶袁 以及国土资源厅和呼伦贝尔市
野先进基层党组织冶等多项殊荣遥

展望未来 铸就梦想

一〇九队在企业改革发展的大潮
中袁乘风破浪尧砥砺奋进遥因为神圣的职
责袁所以他们在时代的琴键上袁演奏着
新时代最激昂的乐曲曰 因为不懈的追
求袁所以他们在岁月的蓝天上袁采撷着
新时空最精彩的缤纷遥一〇九队袁这是
一个孕育着希望和人文的企业袁燃烧着
奉献的激情袁澎湃着创新的活力曰这是
一个生机勃勃袁锐意进取的队伍要要要七
十载砥砺袁激情跨越袁收获了辉煌的业
绩和累累的硕果浴七十载拼搏袁奋勇前
行袁见证了一〇九队的创新发展和坚定
求索浴七十载征程袁栉风沐雨袁练就了地
勘人坚定的品格和勇往直前的意志浴七
十载风雨袁矢志不移袁诠释了地勘人的
信念尧追求和担当浴七十载奋斗袁勇于攀
登袁留下了一〇九队奉献社会的闪光足
迹浴 展望未来袁金色华年袁战鼓催征袁 一
〇九队将继续根植于呼伦贝尔这片沃

土袁以野生态优先尧绿色发展冶为神圣的
职责袁以野探寻宝藏尧奉献能源冶为永恒
的使命袁为国家地质勘查事业续写更加
辉煌的篇章遥

足迹窑辉煌
要要要写在内蒙古局一〇九队建队 70周年之际

阴 刘玉湘 张海军

日前袁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
一队中标日照市土地质量调查

渊1颐50000地球化学调查与评价
试点冤 项目遥 该项目在山东省
1颐250000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
调查基础上袁通过实施 1颐50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与评价

渊试点冤袁对土壤尧水尧大气等介
质进行采样调查与分析袁 以查
明有益尧有害元素及化合物尧理
化指标的分布分配尧 迁移转化
和生态效应袁 建立以地块为基
准的土地质量档案遥 李忠涵

近日袁 陕西省煤田物探测
绘有限公司中标山西煤炭进出
口集团左云长春兴煤业有限公
司三维地震及瞬变电磁综合勘
探项目遥 该项目旨在通过三维
地震和瞬变电磁联合勘探袁查
明测区内老窑采空和构造发育
情况以及采空区和构造的富水
性袁 为煤矿下一步工作面部署
提供煤层构造及水文地质依
据遥 王莎莎

近日袁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
水文队工勘公司中标了中国铁
塔股份有限公司宿州市分公司

2018要2019年新建铁塔基础工
程岩土勘察项目遥 该项目涉及
基站数量约 400个袁 布设钻孔
1200个袁总钻探进尺 18000米袁
合同价款约 90万元遥 赵 进

7月 16日袁安徽省煤田地
质局物测队凭借完善的技术方
案袁合理的商务报价袁以综合评
分 93.4的高分从 14家测绘单
位中脱颖而出袁 中标安徽省明
光市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
登记发证项目遥 该项目涉及乡
镇 19个袁村民小组 3245个袁测
绘总面积 2350.34平方千米遥

曹 凯 徐成明

近日袁 山东
泰山资源勘查有

限公司承揽了潍
坊港中港区西作
业区液化品库区

工程三期项目桩
基工程袁 合同额
595 万元袁 工期
36天袁 目前项目
已开始施工遥该
工程是液体油

品尧 化工品及液
碱的储存中转罐

区袁 主要为第三
方贸易客户提供
液体货种仓储装
卸服务遥
苑 玮 丁媛媛
摄影报道

安徽局物测队

中标明光土地确权登记发证项目

安徽局水文队

中标宿州铁塔基站勘探项目

陕煤地质物测公司

中标一地震及瞬变电磁勘探项目

山东局一队

中标日照土地质量调查项目

本报讯 近日袁 甘肃煤田地质局
综合普查队召开 2018年上半年工作
总结暨经济工作分析会袁全面梳理上
半年工作袁从严部署下半年工作遥

党委书记鞠德发有针对性地指
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袁并提出整改
建议院 各实体普遍存在项目进展缓
慢袁管理人员履职不到位袁沉不下去袁
参与项目深度不够袁管理粗放袁对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有所认识袁但解决措
施不到位等情况袁对此主管领导及部
门负责人要高度重视袁切实采取措施
整改见效袁 同时抓好后续业务拓展曰
机关职能部门在严格履行部门职责
乃至岗位职责方面做得不够好曰财务
科对项目部资金使用管理尧 账款回
收尧备用金管理监督不严格尧不及时袁

今后要针对存在的问题认真抓好监
督管理曰总工办在业务技术方面要与
各实体加强沟通袁多指导协调袁合理
安排技术力量袁严格按照技术规范要
求做好施工设计工作曰安全质量管理
科在抓好隐患整改方面要及时跟进袁
不能有丝毫松懈遥

队长陈昌礼对下半年工作提出
四点要求遥 一是跑市场要提早谋划袁
统筹布局遥 物探项目承揽要紧盯宁
夏尧山西市场袁争取下半年再收获 1~2
个项目遥对投标失败的项目要总结经
验教训袁开阔思路袁依照区域尧项目类
型有针对性地制订投标方略遥二是干
项目要提高质量和效率袁减少不必要
的人力物力耗损遥上半年各项目进度
普遍较慢袁管理人员对项目施工中存

在的野硬伤冶性问题要做到立整立改袁
避免重蹈覆辙遥 项目推进过程中要充
分发挥制度约束作用袁建立起有效的
监管机制袁 自上而下严格贯彻执行管
理制度遥三是机关其他管理部门要主
动协调配合袁为项目建设服务袁工作责
任要压实袁进一步强化制度执行力袁加
强事务督办遥 中层干部和年轻职工是
单位发展的中坚力量袁 要带头扫除颓
气袁保持积极尧振奋的良好工作状态遥
四是全队要进一步明确改革转型的工

作总基调遥宣传部门要利用简报尧网络
工作群宣传改革政策尧改革案例袁营造
浓厚的改革转型舆论氛围曰财务尧人事
部门要及时吃透摸准税收尧工资尧人事
管理等方面的政策袁 为生产发展保驾
护航遥 李晓婷

甘肃局普查队

从严部署下半年工作

渊上接第一版冤
大型震动除了来自煤矿袁 还有地

震遥历年地震资料显示袁建窟以来经历
了多次 5 级以上地震袁1966 年以来又
经受了邢台 7.2级地震袁还有红九矿采
空区两次大面积塌陷遥事实证明袁这些
未对石窟造成影响遥

除了震动袁 专家们还想到了水袁于
是他们又把目光瞄向石窟前的河水遥

不放过每一个细小的因素袁逐一排
查后袁专家们的眼神越来越坚定尧思路
越来越清晰遥

支 撑

在周总理与蓬皮杜参观 14 天之
后袁调查组编制的叶关于云冈石窟文物

保护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曳 新鲜出炉院
对于佛像残缺不全的原因袁除人为因素
外最主要原因为自然风化尧自然地震和
炮震遥

自然风化遥 厚度达 25~30厘米袁总
风化厚度已经有 65~130厘米遥

自然地震遥 由地球长期运动导致
浅部岩层破裂或块体相对错动产生的

地震造成遥 石窟带由古河床冲刷而成袁
处于古河床边缘的石窟长期受地面水

的侵蚀冲击袁 也会促使岩石风化脱落遥
炮震遥尽管煤矿正常开采放炮对石

窟没有影响袁但地面采石场放炮震动却
比井下采煤放炮震动更大遥井下采空区
大面积冒顶又比地面采石场一般放炮
震动更大遥采空区一次严重塌陷的震动

力相当于 5级地震遥
同时袁 距石窟 350 米的 109 国道

上行驶的拖拉机对石窟也会有一定的

震动遥
最后袁 调查人员形成了五点意见院

一是暂时维持之前文化部划定的 3.6
平方公里保护范围袁但建议地震部门作
进一步测震实验曰二是要求煤矿在正常
生产过程中一次爆炸量控制在 10公斤
左右袁 并要对采石场作进一步测震试
验曰三是迅速建立地质及水文地质点和
工程地质长期观测点袁 每年对地面尧地
下水及矿井排水按时观察袁并采取针对
性措施曰四是建议测绘 1颐2000地形图袁
填绘 1颐2000综合地质尧 水文地质图和
工程地质图袁为今后工作打基础曰五是

建议 109国道改道遥
根据这份调查报告袁 从 1974年到

1976年袁按照野抢险加固尧排除险情尧保
持现状尧保护文物冶原则袁国家对云冈石
窟实施了野三年保护工程冶袁对损毁严重
的状况进行了治理袁抢救了一大批濒临
坍塌的洞窟遥

整整三年后袁1976年 9月袁王冶秋
率专家组再次来到云冈石窟对维修情

况进行了验收噎噎
岁月不居袁难掩明明之德曰长烟落

照袁尽归历历山河遥
45年过去了袁 山西省煤炭化工局

地质处变迁为山西省煤炭地质局袁初心
不改的煤炭地质人正以独特的担当和
智慧袁为省文旅产业发展贡献新力量遥

一次对云冈石窟的深度地质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