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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四川盆地名山———丹棱三维

地震勘探项目测量工程竣工。承担该工程任务

的东方物探西南分公司测量工程中心三队的

员工们，露出了久违的笑脸。

作为“东方先锋”，该队本轮施工共计测得

激发点 22245 个、震源 13408 个、接收点 78625
个，QHSE 全面受控，项目轨迹自证合格率、质

量纠正响应率 100%。

攻山

清晨的总岗山，雀鸣深涧，雾障峰弯。

“嚓-嚓-咔嚓”，“阿龙，注意陡坎！”“组长，

刺笆笼……”

一队“红衣行者”的造访，打破了大山的沉

寂。壮小伙阿龙挥舞一柄柴刀冲在前面，他撇

开随风绽放的野棉花，从齐肩深的灌木丛“劈”

开一根路来。蕨草上的露珠儿洒落一地，滋润

着疯长的地衣，李刚低匍着身子，手攥测量仪

紧随其后；47 岁的他左右腾挪，身姿依然矫

健。

这里是四川雅安名山区境，由东方物探高

级技师、测量三队二组组长、“党员示范岗”李

刚带领的一支突击小组，正在 R1169 测线作

业。2020 年，川西南部平探 1井栖霞组油气勘

探获重大突破，为进一步拓展勘探领域，西南

油气田今年部署了名山———丹棱三维勘探项

目。项目任务重、时间紧，满覆盖 331 平方千

米，施工面积 988 平方千米，其中 98 条测线穿

越总岗山，分布有 25000 个物理点。

国庆前夕，原本在家休整的李刚接到队上

急令：立马组织人员增援名山！多年工作，李刚

已记不清自己承担了多少次这样的加急任务，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他随即取消节日举家

出游的安排，一头扎入出工准备。不同于以往，

李刚这次带领的 26 名季节工，是他临时从贵

州等地招募而来，为了尽快提高这批新手的作

业能力，他已连续跟班作业 9 天，在摸爬滚打

中传授技能，在施工过程中反复灌输作业规程

和标准。

“组长，测点在这条大沟，咋整？”李刚探头

一看，一道沟壑掩映于密林之中，深不可测；悬

立崖边，腿脚都禁不住打颤。他连忙打开地图

软件手机 APP，仔细察看地形地貌。工区山高

路陡，沟深林密，有道是“上山不易穿沟更难”，

前几天，在毗邻测线，一名队员的手机不慎掉

进山沟，拨通后能听到来电声音，等到进沟下

坎把手机拣拾回来，足足耗费了两个钟头。

“这个点，依据标准进行偏移处理，再拍个

视频自证，后面按程序上报。”李刚拿出手机，

手把手进行演示，“一定要记住，测量是项目的

第一道工序，我们不能只顾自己，还要考虑后

道工序（钻井等）作业的可行性，兼顾好正点率

和合理性。”“我们多留一点心，后面的兄弟就

少费一些劲。”

“把这个滑坡也拍上，有安全隐患，备注为

施工动态风险上报。如果获得项目的 HSE 专

项奖励，记着请兄弟伙打牙祭哟。”

打开 GNSS 卫星定位仪手薄，跟随导航位

置来到目标点位；伸高测杆至 8 米，努力接收

卫星信号，精确定位；插支竹签，打上环保涂

料，再撒一把纸屑……

队员们亦步亦趋，配合日益默契。穹岭山

坡，红（接收点）黄（激发点）相间的测量标志旗

迎风招展，分外醒目。

抵近晌午，来到一处山梁，李刚安排大家

就地小憩。为了节约时间多挣工分，省外来的

新队员习惯于一天只吃两顿饭，野外作业期

间，他们仅自备少许干粮上山。歇口气，喝点

水，啃个馍馍，大家谈笑间，互为换手，摘下那

些附着全身、欺上发梢的草粘子和刺头。

此时已过饭点，李刚忽然觉得，肚皮老兄

今天也不“唱戏”了。这些天，他“入乡随俗”和

大家打成一片，主动迎合队员们的饮食习惯，

连续几个中午不进米食，居然也适应了。他不

禁哑然失笑。

沐雨

“雅无三日晴。”“雨城”雅安的年降雨量居

全国之最，一年之中有 200 多天都在下雨。翻

开测量三队的生产日志，上面清楚地记着：9
月 17 日开工，11 月 2 日完工，工区降雨频繁，

47 天内就有 22 天是在下雨。

10 月 2 日下午，设在雅安市名山区车岭

镇洪福宾馆的测量三队营地，早早地热闹起

来。当天，受山雨影响，测量一班中途撤退，班

长江智东带着十几号人提前归营。

在营部为数不多的一个单间里，一班的测

量仪器主操手老廖及其爱人小萍换得一身干

净衣服，顿感心情舒畅。距离食堂集中开饭还

有一阵子，老廖夫妇便各忙各的，一边赶制测

量标签，另一边刷着“抖音”整理内务，收罗换

洗的衣物。

老廖夫妇为队上的季节性用工人员，是项

目近百号季节工队伍中仅有的四对“夫妻档”

之一。早在 2010 年之前，夫妻俩就来到测量队

打工，一路从辅助工、熟练工干到骨干工。

据老廖讲，这两年，测量这个营生发生了

很大变化。2020年 3 月，测量工程中心正式成

立，在整合西南物探原四个经理部测量资源的

基础上，首次建立了“骨干季节工资源库”，对

包括老廖在内的 100 余名入库人员进行统筹

调配。随后，老廖与另 70 名季节工一道，参加

了西南物探首个测量骨干季节工技能培训班

并取证。为增强他们的归属感，负责归口管理

的各测量队进一步细化了激励措施。

对于老廖他们来说，最大的礼遇还是：项

目来了，优先安排出工。特别是在现金流紧张

的时候，队上多方筹措，首先保证按时兑现其

薪酬。“去哪儿都是干活，在这里感觉更踏实、

愉快。”老廖说，但没想到这一次的活路楞个恼

火，工区这个“雨”呀，比翻几座莽山还让人头

痛。由于实行以“计件”为基础的薪酬制，雨水

倾泻的直接后果是生产效率上不去，个人的工

作量、收入跟着上不去。加之近期四川盆地多

家物探单位密集开工，有外部同行采用“非常

规”方式夺取资源，季节工队伍出现了“异动”；

面对市场诱惑，老廖也曾心动过，但最终还是

选择留下来。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全队数十名骨干

季节工没有一个开小差。而与他们不同，那些

从事辅助工作、进行松散式管理的普通季节

工，流动性较大，“前段时间，隔三岔五就有人

找我结算工钱，”对于一些季节工不顾劳动协

约忽然离职，江智东体会颇深。“弱势群体”的

这一“坚硬姿态”，一度让现场工作陷入被动，

给队伍造成了各种损失。

对此，江班长十分无奈，同时表达了自己

的一份理解：他们也是为了生活，要养家糊口

嘛。大家好说好散，用工双方都不曾“撕破

脸”，“留人一线，日后好见面”，在人力资源紧

张的当下，说不一定那天，大家又在一口锅灶

吃饭呢。

工地停工，测量人手上的活儿却一刻也不

停歇。测量一组组长谭军和技术室内算陈洪，

反复推演第二天的作业方案；两名青年技术员

忙着“修旧利废”，把办公废纸收集起来，打碎

后用于测量辅助标志；重新灌装回收的硒鼓，

“一个可节约百、八十块……”

秋雨绵绵，队上加强作业人员的劳动防

护，又从浙江宁波购回一批雨衣、雨鞋。江班长

拆开一箱新到的雨衣，逐一登记发放；他的喷

嚏一个接着一个，打得山响，几乎要把房顶给

掀开。当天工地下雨，一名季节工忘了预备衣

服，他便将自己的让了出来，一身湿漉漉的，着

了凉。分发完劳保，江智东赶紧又冲服了一包

“999”。
受制于雨水，项目各工序举步维艰，施工

进展滞后。测量工程中心指令三队：务必把生

产任务搞上去，绝不能拖项目的后腿。中心统

一调度，从测量一队、二队抽调部分人马前往

支援，为三队增加作业人员 22 人、流动站 11
个。三队想尽一切办法补充季节工缺口，同时

优化施工组织，因时、因地制宜，零星小雨，便

抢测山下；一旦放晴，就主攻山体。队党支部结

合开展党史、国史、石油工业史等“五史”学习

教育，组织党员突击队、青年突击队赶往困难

线段攻坚。

10 月 5 日，缺员补充到位、岗前培训到

位；10 月 7 日，作业能力基本恢复常态。雨来

人退，雨住人进，通过一场场拉锯战，他们从细

雨中抢回工作量 18459 个点位。

破局

“我代表甲方，请尽快派人到现场解决问

题，否则，后果自———负！”10 月 9 日，站在测

线一端的余禄和，向着某测量仪器服务商“开

火”。

余禄和，测量三队队长，现年 48 岁的他，

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测量工程专业，是国家注

册测绘师、高级工程师。在员工们眼里，余队长

一介书生，平日里轻言细语，尽管名山项目困

难重重，也不曾见他跟谁急过，即便是在“全队

27 个组，10 天不到就有 20 个组的季节工溜

号”的情况下，他依然不动声色。

原来，文弱书生也有发飙的时候。

今年初，上级单位根据工作需要，考虑将

余禄和从测量一队平调至三队。这意味着，他

要离开工作多年的队伍，远离南充的家，“都

‘奔 5’的人了，还是不挪‘窝’的好。”面对各方

面好言相劝，余禄和坚持己见，说服家人后欣

然赴任。

余禄和拥有 20 多年的国内和海外测绘作

业履历，曾担任西南物探分公司原生产技术

部、国际部和测量工程队的测绘主管、队长、党

支部书记等职。作为测量工艺创新工作室的主

创人员，他参与了一些重点创新课题成果的研

究，熟稔行业内各种测量数据处理软件；工作

中，他时常给员工们讲解实用软件的新功能，

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服务于项目生产。

今年 3 月，大川中遂宁—南充三维项目如

火如荼，为提高现场作业导入卫星图片的速度

和清晰度，余禄和自掏腰包购置了一款服务

器，应用于生产后，施工效率显著提高。针对施

工中常用的一款专业地图软件因故无法使用，

他又带领队员进行技术攻关，最终成功使用新

款软件予以替代，为现场优选测量点位、强化

风险辨识带来了便利。

科技创新，释放了生产力，带动了项目提

质增效。在以余禄和、党支部书记李向阳为首

的新班子的带领下，三队相继拿下合川 149、
眉山等四个项目任务。就在他们一路高歌猛进

之时，名山施工却遭遇了拦路虎，一段时间，

“项目进度不尽人意”“测量工序会不会挡道”

等疑虑纷至沓来，项目内、外部甲方深表关切，

让三队员工倍感压力。

“余李配”排兵布阵，沉着应战，带领队伍

攻坚克难。随着项目启动，余禄和就一直“泡”

在工地上，开工的前一个月，他几乎没有睡过

一个安稳觉。这天，他了解到：进入丛林深处施

测后，测量仪器的“搜星”状态不稳定，施测效

率有所下降。这个被队员们习以为常的情况，

却引起余禄和的重视，经现场勘察、测试，他果

断判定“仪器方面出了问题”。

如果问题解决不好，生产时率掉转直下，

已经趋于稳定的季节工队伍有可能再次波动。

余禄和心急如焚，他立即向中心汇报，并主动

与服务商进行沟通。

在西南物探测量界，余禄和是颇具话语权

的一位，他反映的问题很快有了回应。10 月 10
日、11 日，服务商片区负责人和技术主管相继

赶至现场，共同编制了《RTK 在雅安地区测量

项目的解决方案》，形成具体改进措施 8 条。并

向测量工程中心承诺：免费开通五星十六频

CORS 账号（不限数量，满足工区所有 RTK 使

用）；升级固件版本，提升固定速度。

“我们安排技术主管，保证每天与贵单位

现场负责人保持互动，及时收集贵单位遇到的

困难，及时处理。”

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作业效率又上去

了，工作量跟着上去了。上下一心，多方给力，

名山项目这一场恶战、硬仗，硬是被测量先锋

干成了一场大仗、胜仗。

然而，队伍生产经营中的相关问题依然是

基层干部心中的一个结。就在项目运行期间，

依据东方物探顶层设计，西南物探分公司改革

发展的配套“工具箱”释放了新信号：

持续推进融合对标，深化专业化内涵；在

政策范围内，有序开展工序业务外包；施行转

岗位管理，余禄和、李向阳有了自己的新身份

“物探测量专业助理工程师”。

破则立。改革创新，风云激荡，幻灭新生，

促进了基层队伍工作模式的嬗变。一场新时代

的激流三部曲顺势奏响，余禄和眉头舒展，寻

弋着远方……

近日随着气温的下降，为保证设备稳定运

行，河北兴泰发电公司沙河电厂积极落实设备

防寒防冻措施，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迎峰

度寒隐患排查，全力打响迎峰度寒第一枪，确

保即将到来的冬季机组稳定运行；履行央企政

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扛好保电主体责任，为完

成当前严峻形势下的保电任务而全力以赴。

沙河电厂提高政治站位，落实保电主体责

任，深入开展“提质增效、开源节流”创新创效活

动，成立保发电工作领导小组，把做好保安全保

供电保供热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

好，确保安全稳定清洁发电，更好发挥国企在保

障社会民生和应对重大挑战中的“顶梁柱”作用。

修野缺陷冶遥 严控检修工期和检修质量，抓

好检修现场风险作业管控，从根本上消除事故

隐患。该厂于 10 月份开展了 2 号机组的小修，

检修中发现、处理和解决了燃烧器磨损、盘车

啮合齿装置齿轮磨损、2A 凝泵小轴弯曲及轴

套磨损、阀门内漏等 25 项主要缺陷和问题，同

时进行了厂用保护装置改造、F C 开关改造、

燃烧器更换和水冷壁防磨防爆处理等提高机

组可靠性的工作，以确保该厂 2 台机组冬季安

全稳定运行。

排野隐患冶遥该厂开展了以及时发现隐患、及

时处理缺陷，全面提升机组的健康水平为目标

的隐患排查治理劳动竞赛活动，此次竞赛将根

据MIS统计个人发现缺陷数量、维护专业处理

缺陷或问题数量，重点奖励发现缺陷数较多的

个人、缺陷处理数量多和消缺率高的前 2名专

业。此次竞赛活动还设立了“问题发现多”、“处

理问题最多”等专项奖。通过开展竞赛，该厂切

实抓好了安全源头管理，加强了生产过程控制，

彻底排除了各项隐患，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切实保证机组冬季高负荷时安全运行。

查野问题冶遥 该厂结合正在开展的秋季安

全大检查活动，在做好防寒防冻等例行工作的

同时，认真对“两票三制”管理、反违章积分管

理、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外包工程管理、特种

作业人员管理、安全点监管理以及附属系统安

全管理等工作进行检查，加强对特种设备和压

力容器管理情况以及机组的励磁系统、调速系

统、主要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等设备的安全运

行和维护情况的管理，加强机组脱硫项目的安

全管理，理清影响安全生产的问题和隐患，认

真抓好秋季安全大检查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

狠抓落实，积极整改，不断提升安全生产管理

水平，确保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备野口粮冶遥 加大煤炭采购力度，扩展采购渠

道，主动对接煤炭企业，派专人驻矿催交、催运，

千方百计提高库存水平，确保发电供热需求。切

实保障燃料供应、电力安全生产、资金保障等工

作有序开展。紧盯煤炭市场变化，树牢“库存是燃

料管理的生命线”的理念，抓住机遇。寻煤，探访

可采购煤源，力争长协量取得突破，切实保障机

组“口粮”充足。该厂成立了冬储煤领导小组，制

定了相关措施，明确分工，责任到人，从 9月份便

着手准备冬储煤工作，该厂领导亲自带队，深入

到周边矿点进行摸底调研，掌握各矿井口库存和

生产情况的第一手资料，监督几个大矿严格履行

供货合同。该厂还定期召开协调会议，解决购煤

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为确保锅炉安全燃烧，

保证迎峰度冬期间机组的稳定运行，该厂组织好

煤炭的补充，在电煤供应紧张的环境下，积极做

好劣质煤和不同煤种的掺配预案 渊何卫东冤

“中煤集团大屯公司新能源示范基地项

目是中煤集团加快与江苏省、徐州市进行区

域性合作，促进中央企业和地方经济共同发

展，提升江苏基地产业规模的重大工程；是大

屯公司认真贯彻中煤集团‘存量提效、增量转

型’总要求，加快推进企业高质量转型发展的

重要项目，标志着大屯公司发展进入一个新

的里程碑……”11 月 2 日，中煤集团大屯公

司新能源示范基地（一期工程）项目开工仪式

在美丽的微山湖畔、沛县沛北开发区卞庄龙

东煤矿采煤沉陷区建设工地隆重举行。

探索新能源项目建设之路

如何适应能源发展新形势，推进产业结

构调整，加快发展新能源？对于已走过 50 多

年的老煤炭企业大屯公司来说，既是挑战也

是机遇。

带着新能源建设、转型发展和百年大屯

的课题，今年 4 月初，大屯公司董事长、党委

书记包正明等领导班子成员带领由公司 8 个

部门、6 家单位负责人组成的调研组，赴多家

企业进行了调研。3 天半时间、5 家企业、10
余个考察点，走现场、看园区、谈改革、论发

展，一幕幕创新发展的场景，一场场思想的碰

撞，犹如春潮澎湃……

调研结束后，大屯公司召开了新能源产

业发展方向研究会，谋划新能源产业发展方

向，规划产业发展的总体方向，明确产业起步

阶段的工作任务、责任、时间节点，做了大量

详实的准备，开展了政策研究、项目论证、方

案编制、施工准备等基础工作。围绕“光伏发

电、风力发电、废弃矿井储能、光伏发电制氢、

地热利用”等项目，制定新能源“十四五”发展

规划，大力推进新能源的布局与发展，聚焦江

苏（本部）、甘肃、新疆基地，加强与当地政府

的合作，加快光伏产业的研究与推进，实现老

矿区转型升级。

推进新能源示范基地项目落地

经过前期调研，大屯公司筹划利用卞庄

龙东煤矿采煤沉陷区进行建设，装机容量为

263MW，采用渔光互补模式，总占地面积约

5847 亩。

4 月底，大屯公司新能源示范基地项目

（一期）可研报告通过专家评审。项目建成后，

预计运营期内平均年上网电量为 30941 万千

瓦·时，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

化硫等有害气体的排放，对持续改善沛县及

微山湖周边环境，促进旅游业发展，带动地方

经济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结合沛县资源禀赋、大屯电网结构与网

架下负荷需求，大屯公司以大屯电厂为中心，

统筹周边风光资源，科学合理配置储能，并与

沛县人民政府签订了新能源示范基地项目合

作框架协议。发挥沛县地区的网架结构与负

荷体量的天然优势，争取将沛县区域打造成

中煤综合能源示范基地，乃至江苏综合能源

示范基地。

同时，大屯公司与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

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推进公司新能源示范基地项目（一期工程）有

效落地。下一步将围绕新能源建设和资源综

合利用以及废弃矿井储能、生态修复治理等

领域，依托各自优势，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中南设计院总经理周峰表示，“大屯公司‘风

光火储’和‘源网荷储’两个一体化基地建设

拥有较好的区域优势和开发资源，基础条件

好，有可能率先实现多种能源综合开发、源网

荷储一体化、新型电力系统等国家战略目标

的试验田。”

新能源项目取得积极进展

大屯公司所属中煤江苏新能源有限公司

于 10 月 10 日在江苏省沛县挂牌成立；一期

263 兆瓦渔光互补光伏项目通过集团公司专

家评审，先期 30 兆瓦工程已进入挂网公示、

招投标阶段；完成了二期沛县整县制光伏项

目调研工作，项目被国家能源局列入国家整

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三期公司自有

采煤塌陷区光伏项目已完成可研方案的编制

工作，四期徐州市鼓楼区屋顶分布式光伏项

目被列为江苏省整县光伏试点之一……大屯

公司快速有序推进新能源项目。

目前，大屯公司加快推进新能源和综合

能源服务等重大产业项目建设，着力推进“三

个打造”。打造国家级百万千瓦级新能源示范

区，依托自有电网优势，将沛县生态治理清洁

能源基地打造成为百万千瓦级新能源大基

地，争取将项目列入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大基

地示范项目；打造江淮地区转型升级示范区，

以“高起点、高目标、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

为标准，将沛县新能源基地建设成为江苏省

第一个国家级“源网荷储”一体化渔光互补光

伏示范基地、江苏省第一个国家级“风光火氢

储”一体化示范基地、江苏省第一个国家级整

县（市）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县、江苏省

第一个国家级综合能源服务示范基地；打造

企地协同发展的示范区，坚持“稳定一方、融

入一方、带动一方”的思路，积极获取新的资

源，发展渔光互补、屋顶光伏、储能发电项目，

“十四五”期间形成 300 万千瓦新能源控股装

机规模。 渊宗慧芹冤

偏向“名山”行

强化政治担当
全力备战迎峰度寒

沐风雨，逐卫星，漫漫勘测路，且难且行。名山项目47日的测天量

地，已然成为这支山地勘探排头兵奋进历程的点缀。

中煤集团大屯公司：
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 促进企业转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