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煤炭地质分会 

第十九届优质地质报告初评结果公示 
 

 

各有关单位： 

本次参评报告 523 份，经专家组评审、综合审查委员会

审核，293 项获奖，现将初评结果公示如下。 

 

            一、优质地质勘查报告奖 74项 

                   （一）特等奖 12 项 

1.山西省沁水煤田霍东矿区中峪井田煤炭勘探地质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 114 勘查院 

2.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红花尔基煤田东区诺干诺尔勘查区

煤炭详查报告 

获奖单位：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集团）一零九有限公司 

3.内蒙古自治区东胜煤田新街台格庙矿区台格庙北勘查区煤炭详查

报告 

获奖单位：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集团)一一七有限公司 

4.安徽省淮南煤田潘集煤矿外围煤炭详查报告 

获奖单位：安徽省煤田地质局勘查研究院 

5.新疆哈密市大南湖矿区西区三号井田煤炭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究院 

6.陕西省渭北石炭二叠纪煤田澄合矿区山阳井田煤炭勘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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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陕西省一三九煤田地质水文地质有限公司 

7.新疆巴里坤县三塘湖煤矿区石头梅二号井田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一六一煤田地质勘探队 

8.山西省沁水煤田榆社武乡区块煤层气普查（续作）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勘查研究院 

9.江西新余市渝水区石竹山—上高县樟木桥矿区硅灰石矿普查报告 

获奖单位：江西省煤田地质局二二四地质队 

10.新疆准南煤田乌鲁木齐矿区煤层气开发利用先导性试验 

获奖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一五六煤田地质勘探队 

11.湖北省保康县堰边上矿区磷矿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湖北地质勘查院 

12.山西省沁水煤田古县郭店勘查区煤炭详查地质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 144 勘查院 

  

                   （二）一等奖 26 项 

1. 河南省获嘉县马厂煤详查报告 

获奖单位：河南省煤田地质局三队 

2. 黑龙江省绥滨县二九 0 农场太平山煤炭普查报告 

获奖单位：黑龙江省煤田地质一一 0勘探队 

3. 青海省大柴旦行委结绿素煤炭详查报告 

获奖单位：青海煤炭地质一 0 五勘探队 

4. 内蒙古自治区东胜煤田纳林河矿区北部勘查区煤炭详查报告 

获奖单位：内蒙古煤炭建设工程（集团）总公司 

5. 内蒙古自治区东胜煤田纳林河矿区陶忽图井田煤炭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集团)一一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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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湖南省攸县桃水矿区东部煤炭详查报告 

获奖单位：湖南省煤田地质局第六勘探队 

7. 江西省丰城市姜坪—崇仁县三山矿区煤矿普查报告 

获奖单位：江西省煤田地质局一九五地质队、江西省地质勘查基金管 

理中心 

8. 四川省筠连县筠连矿区大雪山矿段煤炭普查报告 

获奖单位：四川省煤田地质局一四一队 

9..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和什托洛盖矿区沙吉海一号井田勘探

报告 

获奖单位：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究院 

10.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西庙勘查区煤炭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陕西省一八五煤田地质有限公司 

11.陕西省渭北石炭二叠纪煤田澄合矿区西卓井田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陕西省一三九煤田地质水文地质有限公司 

12.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韩家户沟～马家台勘查区煤炭详查报告 

获奖单位：甘肃煤田地质局一四九队 

13.新疆巴里坤县三塘湖煤矿区库木苏区二号井田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一六一煤田地质勘探队 

14.陕西省渭北石炭二叠纪煤田防虏寨勘查区普查地质报告 

获奖单位：陕西省一三一煤田地质有限公司 

15. 贵州万胜恒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普安县三板桥麒麟煤矿(预留)资

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贵州省煤田地质局地质勘察研究院 

16. 山西中煤华晋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王家岭矿 125 盘区地质补充勘探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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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一七三勘探队 

17. 鲁西南含煤区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评价 

获奖单位：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究院 

18. 页岩气井测井技术规程 

获奖单位：湖南省煤炭地质勘查院 

19.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巴彦诺日公矿区查干四区能陶勒盖矿段

饰面石材花岗岩矿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化工地质调查总院 

20. 中国化工矿产地质总结研究成果报告（2014-2018） 

获奖单位：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化工地质调查总院 

21. 湖北省保康县桥沟矿区磷矿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湖北地质勘查院 

22. 新疆库车-莎车盆地钾盐矿远景调查 

获奖单位：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新疆地质调查总院、中化地质矿山总局 

地质研究院 

23.湖南省干热岩资源调查评价 

获奖单位：湖南省煤田地质局油气资源勘探队 

24.新疆巴里坤县三塘湖煤矿区条湖区七号井田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一五六煤田地质勘探队 

25.老挝甘蒙省他曲-农波县农波矿区彭下-农波矿段钾盐矿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河南省煤炭地质勘察研究总院、中农矿产资源勘探有限公

司 

26.莫桑比克尼亚萨省尼佩佩地区 5334L 矿区梅西矿床石墨矿详查报

告 

获奖单位：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山东地质勘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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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等奖 36 项 

1. 新疆哈密市大南湖东部矿区东六 A勘查区煤炭普查报告 

获奖单位：河南省煤炭地质勘察研究总院 

2. 河南省辉县市杭庄煤普查报告 

获奖单位：河南省煤田地质局物探测量队、河南省地质物探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3. 吉林省洮南市蛟流河南部煤炭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吉林省煤田地质局二 0三勘探队 

4. 内蒙古自治区东胜煤田纳林河矿区营盘壕井田煤炭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集团)一一七有限公司 

5. 江西省上饶县新田煤矿普查报告 

获奖单位：江西省煤田地质局二二三地质队、江西省地质勘查基金管 

理中心 

6. 四川省叙永县川南煤田古叙矿区河坝勘查区煤硫补充普查报告 

获奖单位：四川省煤田地质局一三五队 

7. 四川省宣汉县添子城复背斜南西翼煤炭预查报告（四川省宣汉县添

子城复背斜南西翼煤矿普查） 

获奖单位;四川省煤田地质局一三七队 

8. 山东省汶上县阳城地区煤矿地质勘查报告 

获奖单位：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二勘探队 

9. 陕西省陕北侏罗纪煤田榆神矿区河兴梁井田煤炭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陕西煤田地质勘查研究院有限公司 

10.陕西省安康市石煤资源预查地质报告 

获奖单位：陕西煤田地质勘查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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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陕西省渭北石炭二叠纪煤田铜川矿区韩古庄-演池勘查区普查地

质报告 

获奖单位：陕西省煤田物探测绘有限公司 

12.陕西省渭北石炭二叠纪煤田韩城矿区王峰井田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陕西省一三一煤田地质有限公司 

13.青海省页岩气资源远景调查及勘查部署研究 

获奖单位：青海煤炭地质局、青海煤炭地质一 0 五勘探队 

14.新疆哈密市三道岭煤矿区二矿井田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一六一煤田地质勘探队 

15.新疆于田县普鲁煤矿西煤矿煤炭详查（最终）报告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第一勘探局地质勘查院 

16.中煤能源新疆天山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106 煤矿呼图壁河东岸地质

补充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江苏煤炭地质勘探二队、徐州大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公司 

17.湖南安石（集团）六盘水煤业有限公司盘州市松河乡新华煤矿(兼

并重组)资源储量核实及补充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贵州省煤田地质局一一三队 

18.贵州省织金县戴家田煤矿煤炭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贵州省煤田地质局一七四队、贵州煤田地球物理勘探有限 

责任公司 

19.贵州省六盘水市黑塘矿区黑塘煤矿地质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贵州省煤田地质局地质勘察研究院 

20.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月亮田矿(预留)煤炭资源储量核实及

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贵州省煤田地质局一五九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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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贵州贵能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水城县鸡场乡攀枝花煤矿（预留）资

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贵州煤矿地质工程咨询与地质环境监测中心 

22. 青海省大柴旦行委大头羊煤矿一矿生产探矿报告 

获奖单位：青海煤炭地质勘查院 

23.山西省河东煤田乡宁矿区谭坪井田煤炭勘探地质报告 

获奖单位：北京大地高科地质勘查有限公司 

24.青海省兴海县大河坝南地区铜多金属矿普查报告 

获奖单位：中煤地质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地质调查分公司 

25.山西沁水盆地赵庄煤层气田二叠系山西组 3号、石炭系太原组 15

号煤煤层气探明储量复算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 114 勘查院 

26.山西省宁武县上白泉铝土矿预查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物探测绘院  

27.山西省煤炭采空区煤层气资源调查评价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勘查研究院 

28.河南省太行山东麓煤层气选区与评价 

获奖单位：河南省煤炭地质勘察研究总院 

29.贵州省纳雍县华拢钼多金属矿详查报告 

获奖单位：山东泰山资源勘查有限公司 

30.福建省安溪县湖上矿区水泥用灰岩矿勘探地质报告 

获奖单位：福建省 197 地质大队 

31.湖北省宜昌磷矿走马岭矿区磷矿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湖北煤炭地质勘查院 

32.江西省页岩气资源调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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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江西省煤田地质勘察研究院 

33.江西资溪-福建光泽地区萤石矿资源调查子项目成果报告 

获奖单位：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河南地质局 

34.浙江省建德市童家矿区石灰岩矿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浙江地质勘查院 

35.甘肃省合作市加德木矿区金多金属矿详查 

获奖单位：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广西地质勘查院 

36.贵州省清镇市麦西矿区铝土矿详查报告 

获奖单位：中化地质矿山总局贵州地质勘查院 

 

二、优质专业地质报告奖 192 项 

                     （一）一等奖 62 项 

1. 内蒙古上海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上海一号煤矿地质及水文地质

补充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中煤地华盛水文地质勘察有限公司、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第

一水文地质队 

2.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曲煤矿生产地质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水文勘查研究院 

3.山西省沁水煤田晋城矿区寺河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 114 勘查院 

4.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沙曲一号煤矿生产地质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 144 勘查院 

5.山西省沁水煤田和顺县泊里井田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 148 勘查院 

6.山西煤中微量元素的赋存规律与评价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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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山西省地质矿产研究院 

7.安徽省濉溪县孙疃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获奖单位：安徽省煤田地质局第三勘探队 

8.福建省连城县农业地质调查评价报告 

获奖单位;福建省 121 地质大队 

9.永春县农业地质调查评价项目成果报告 

获奖单位：福建省 197 地质大队 

10.四川省古蔺县古叙矿区石屏一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获奖单位：四川省煤田地质局一三五队 

11.特殊用煤资源潜力调查评价 

获奖单位：江苏地质矿产设计研究院（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检测中心）、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勘查研究总院、中国煤炭地质总局航测遥感局 

12.浙江省废弃矿井治理与生态修复研究报告 

获奖单位：浙江煤炭地质局勘探一队 

13.宁夏回族自治区煤炭资源煤质特征与清洁利用评价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煤航地质勘查院 

14.煤系矿产绿色钻探技术研究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特种技术勘探中心 

15.内蒙古化德县特布乌拉幅 1:5 万水文地质调查成果报告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特种技术勘探中心 

16.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乌力吉图牧场等七幅 1：5 万区域矿产地

质调查报告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勘查研究总院 

17.我国煤炭煤层气地质勘查技术及发展趋势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勘查研究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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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模式研究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勘查研究总院 

19.内蒙古自治区煤炭资源特征及清洁利用评价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勘查研究总院 

20.开滦（集团）东欢坨矿业分公司—950 水平南二、南三采区三维

地震综合勘探 

获奖单位：河北省煤田地质局物测地质队 

21.山西潞安郭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南翼三采区补充三维地震勘探报

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物探测绘院  

22.霍州煤电集团沁安煤电有限责任公司（中峪煤矿）先期开采地段

三维地震补充勘探项目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山地物探技术有限公司 

23.内蒙古鄂尔多斯永煤矿业投资有限公司马泰壕煤矿二盘区剩余区

域三维地震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河南省煤田地质局物探测量队、河南省地质物探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24.山西阳煤寺家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二盘区三维地震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黑龙江省煤田地质物测队 

25.龙煤双鸭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双阳煤矿西部区深部三维地震勘探 

获奖单位：黑龙江省煤田地质物测队 

26.山东省单县煤田张集井田二采区高精度三维地震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物探测量队 

27.高家堡三、四盘区地面三维地震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陕西省煤田物探测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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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华能灵台邵寨煤业有限有限责任公司一、二盘区三维地震勘探报

告 

获奖单位：甘肃煤田地质局综合普查队 

29.大同煤矿集团马道头煤业公司矿井三维地震勘探报告（南一盘区

部分）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物测队 

30.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常村煤矿 S5 延伸采区全数

字高密度三维地震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水文物测队 

31.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五矿小南庄分区扩区地面综合物

探三维地震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水文物测队 

32.黑龙江龙煤双鸭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东荣二矿南二下采区高密度

三维地震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上海中煤物探测量有限公司、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地球物理

勘探研究院 

33.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临涣煤矿 8采区高密度三维地震勘探工程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地球物理勘探研究院 

34.同煤浙能麻家梁一、二、五采区三维地震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地球物理勘探研究院 

35.山西谭坪矿井首采区三维地震及宽线二维地震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地球物理勘探研究院、中国煤炭地质总

局特种技术勘探中心 

36.太行山（石家庄-保定段）贫水区地下水资源勘查技术研究与示范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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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河北省煤田地质局水文地质队 

37.山西省文水县南峪口一带地热资源预可行性勘查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水文勘查研究院 

38.山西省原平市地质灾害详细调查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水文勘查研究院 

39.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第二中学校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

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物探测绘院 

40.山西省古交市地质灾害专项排查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资源环境调查院 

41.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地下水资源勘查与区划 

获奖单位：内蒙古煤炭建设工程（集团）总公司 

42.山东省宁汶煤田新驿煤矿十采区地质及水文地质补充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三勘探队 

43.山东省地下水水源地调查评价报告（微山湖东） 

获奖单位：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 

44.新疆库拜煤田拜城县开发利用先导性试验建设成果报告 

获奖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一六一煤田地质勘探队 

45.山南市城市环境地质综合调查评价报告 

获奖单位：四川省煤田地质局一四一队 

46.“4.8”龙溪乡阿尔寨滑坡治理工程勘查  

获奖单位：成都兴蜀勘察基础工程公司  

47.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赵石畔井田水文地质补充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陕西省一三一煤田地质有限公司   

48.山东省肥城市城市规划区浅层地温能调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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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山东地质勘查院 

49.山东龙郓煤业有限公司一、三、四采区水文地质补充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江苏煤炭地质勘探二队 

50.青海省达日县 1：5 万地质灾害详细调查报告 

获奖单位：青海中煤地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1.玉树州寺庙道观地质灾害隐患排（调）查报告 

获奖单位：青海中煤地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2.华北型煤田区“承压水体上”煤炭资源调查评价成果报告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勘查院 

53.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显德汪矿闭坑地质报告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第二水文地质队 

54.内蒙古自治区东胜煤田通格朗井田水文地质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中煤地华盛水文地质勘察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55.邯郸市孙庄采矿有限公司 12661 试采工作面区域治理一期工程综

合成果报告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第三水文地质队 

56.中煤能源新疆天山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106 煤矿呼图壁河东岸水文

地质补充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江苏煤炭地质勘探二队、徐州大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57.山西省页岩气地质调查及评价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勘查研究院 

58.长江中游磷、硫铁矿基地矿山地质环境调查成果报告 

获奖单位：中化地质矿山总局 

59.新疆吐鲁番市小羊沟-苏伦纳一带硼矿调查评价报告 

获奖单位：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河南地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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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诺敏大山等三幅 1:5 万区域矿产地质调

查成果报告 

获奖单位：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内蒙古地质勘查院、中化地质矿山总局

地质研究院 

61.东部地区硼磷萤石等重要非金属矿产调查项目成果报告 

获奖单位：中化地质矿山总局、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地质研究院、中化

地质矿山总局福建地质勘查院 

62.老挝万象普悦Ⅰ区钾盐矿三维地震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江苏煤炭地质物测队 

 

                 （二）二等奖项 130 项 

1．京津冀协同发展环勃海地区海水入侵咸水体空间分布调查及三维

建模 

获奖单位：河北省煤田地质局物测地质队 

2．河北省主要矿区关闭煤矿山多要素综合调查 2019 年度报告 

获奖单位：河北省煤田地质局物测地质队 

3. 河北省含煤地层综合气资源调查与评价 

获奖单位：河北省煤田地质勘查院 

4．山西省沁水煤田沁水县鑫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郑庄煤矿 3 号煤层

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 114 勘查院 

5. 山西省霍西煤田霍州市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白龙煤矿闭坑

地质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 144 勘查院 

6. 山西省河东煤田中阳县吴家峁井田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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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 148 勘查院 

7.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南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五采区勘查区补充勘探

地质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 148 勘查院 

8. 山西平定汇能煤业有限公司矿井生产地质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物探测绘院 

9. 山西潞安温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地质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勘查研究院 

10.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阳城西河煤业有限公司补充勘探地质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地宝能源有限公司 

11. 平朔矿区井工三矿地质补勘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潞安中煤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12. 河南省主要煤田地质图集编制 

获奖单位：河南省煤炭地质勘察研究总院 

13.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常村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获奖单位：河南省煤炭地质勘察研究总院 

14. 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诺敏大山铅锌多金属矿预查 

获奖单位：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集团）一零九有限公司 

15. 黑龙江省绥滨县蒲鸭河分场煤炭预查 

获奖单位：黑龙江省煤田地质一一 0勘探队 

16. 内蒙古自治区陈旗煤田谢尔塔拉露天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2019） 

获奖单位：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集团）一零九有限公司 

17. 内蒙古自治区陈旗煤田宝日希勒矿区呼盛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

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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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煤田地质局 231 勘探队 

18. 内蒙古自治区东胜煤田新街矿区红庆河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

报告 

获奖单位：内蒙古煤炭建设工程（集团）总公司 

19. 内蒙古自治区东胜煤田呼吉尔特矿区母杜柴登井田煤炭资源储

量核实报告 

获奖单位：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集团)117勘探队 

20. 安徽省宿州市芦岭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获奖单位：安徽省煤田地质局第三勘探队 

21. 安徽省宿州市祁南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获奖单位：安徽省煤田地质局第三勘探队 

22.莆田市平海湾生态环境地质调查及修复方案建议报告 

获奖单位：福建省 197 地质大队 

23.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大江边勘查区煤炭普查成果报告 

获奖单位：江西省煤田地质勘察研究院 

24. 江西省吉安县天河煤矿接替资源勘查报告 

获奖单位：江西省煤田地质勘察研究院 

25.山东省金乡煤田霄云煤矿生产地质报告 

获奖单位：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二勘探队 

26.陕西省陕北侏罗纪煤田榆神矿区郭家滩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获奖单位：陕西省一八五煤田地质有限公司 

27. 陕煤黄陵矿业有限公司一号煤矿地质报告（修编） 

获奖单位：陕西省一九四煤田地质有限公司 

28. 甘肃省灵台县邵寨勘查区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获奖单位：甘肃煤田地质局一四九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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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天然焦地质勘查规范研究报告 

获奖单位：江苏地质矿产设计研究院（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检测中心）、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30. 宁波市城市展览馆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获奖单位：中煤浙江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31.新疆拜城县拜城煤矿区八号井田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综合地质勘查队 

32.库车县永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永新煤矿生产地质报告 

获奖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综合地质勘查队 

33. 山东省巨野煤田彭庄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获奖单位：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三勘探队 

34. 山东省新汶煤田华丰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获奖单位：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物探测量队 

35.山东济宁煤田运河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获奖单位：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 

36．湖南省怀化-邵阳-衡阳铁路重大工程地质编录成果报告 

获奖单位：湖南省煤炭地质勘查院 

37.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大淑村矿矿井生产地质报告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第一勘探局地质勘查院 

38.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大淑村矿矿井地质类型划分报告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第一勘探局地质勘查院 

39. 新疆阿拉尔—图木舒克—昆玉综合地质调查、图木舒克市农垦四

十四团幅（J44E002005）综合地质调查报告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航测遥感局、新疆兵团勘测设计院（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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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凤冈、桑植区块页岩气资源潜力与目标优选报告 

获奖单位：北京大地高科地质勘查有限公司 

41. 贵州六盘水煤田煤层气基础地质调查 

获奖单位：中煤地质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地质调查分公司 

42. 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任家庄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一七三勘探队 

43. 晋北页岩气选区评价研究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勘查研究总院 

44. 河北省巨鹿区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勘查二维地震勘查报告 

获奖单位：河北省煤田地质局物测地质队 

45. 同煤集团永定庄矿石炭系 3-5#层 8104、8105、8106工作面瞬变

电磁法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 148 勘查院 

46. 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地热资源预可行性勘查音频大地电磁（AMT）

测深工作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 148 勘查院 

47. 山西高平科兴龙顶山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四采区地面电法勘探报

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物探测绘院 

48. 山西潞安集团余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三采区Ⅰ区三维地震勘

探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物探测绘院 

49. 山西省榆社东勘查区煤层气勘查项目二维地震勘探工程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物探测绘院 

50. 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润宏矿区煤层采空区瞬变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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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探测报告 

获奖单位：河南省煤炭地质勘察研究总院 

51. 新疆哈密市大南湖东部矿区东六 A 勘查区二维地震普查 

获奖单位：河南省煤炭地质勘察研究总院 

52. 油气田勘查区砂岩型铀矿调查与勘查示范三维地震测量报告 

获奖单位：河南省煤田地质局物探测量队、河南省地质物探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53. 吉林省珲春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八连城煤矿南部区三维地

震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黑龙江省煤田地质物测队 

54. 山西阳煤寺家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地面电法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黑龙江省煤田地质物测队 

55. 内蒙古黄陶勒盖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巴彦高勒煤矿 17 盘区综合物

探报告 

获奖单位：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究院 

56. 山西高河能源有限公司东三盘区Ⅰ期三维地震勘探 

获奖单位：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物探测量队 

57. 山东省曹县煤田张湾勘查区先期开采地段三维地震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物探测量队 

58. 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察哈素矿 31311、31207 工作面地

球物理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物探测量队 

59. 雪峰古陆周缘页岩气地质调查--二维地震数据采集及处理解释

工程成果报告 

获奖单位：湖南省煤田地质局物探测量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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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陕西省镇巴地区页岩气选区评价与试验区勘查Ⅰ标段（二维地震

和地面电磁法）报告 

获奖单位：陕西省煤田物探测绘有限公司 

61.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长春兴煤业有限公司井田南盘区西南

部及 22307 工作面东部区域地面三维地震及瞬变电磁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陕西省煤田物探测绘有限公司 

62.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马莲台煤矿三、五采区三维地震

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甘肃煤田地质局综合普查队 

63. 庆阳新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新庄矿井首采盘区三维地震勘探报

告 

获奖单位：甘肃煤田地质局综合普查队 

64. 新疆巴里坤县三塘湖煤炭矿区库木苏一号井田三维地震勘探报

告 

获奖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综合地质勘查队 

65. 神新能源公司宽沟煤矿延伸采区三维地震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综合地质勘查队 

66. 宁德海岸带陆海统筹综合地质调查宁德地区地球物理测量（2019

年度）工作报告 

获奖单位：江苏煤炭地质物测队 

67. 五轮山煤业有限公司一采区北翼 RVSP 三维地震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江苏煤炭地质物测队 

68. 山西高河能源有限公司东三盘区Ⅱ期三维地震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物测队 

69. 凯里市大风洞镇青杠林村龙洞泉污染治理工程地面物探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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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水文物测队 

70. 山西鲁能河曲电煤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上榆泉煤矿四盘区三维地

震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水文物测队 

71. 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李雅庄煤矿地面地震勘探项目报告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水文物测队 

72. 河南省焦作峪河区块勘探项目峪河区二维地震勘探采集、处理、

解释作业与服务》处理解释成果报告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地球物理勘探研究院 

73.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石尖山等四幅 1∶5 万区域矿产地质调

查报告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地球物理勘探研究院 

74. 淮浙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顾北煤矿南一 1 煤采区三维地震二次处

理及精细解释工程报告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地球物理勘探研究院 

75. 山西锦兴能源有限公司肖家洼煤矿二采区开拓区域三维地震勘

探报告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地球物理勘探研究院 

76. 铁法煤业集团大强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九采区西部全数字高精度

三维地震勘探成果报告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地球物理勘探研究院 

77. 山西高平源野煤业有限公司沟底煤矿水文地质补充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 114 勘查院 

78. 霍州煤电集团沁安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霍东矿区中峪井田水文地

质补充勘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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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 114 勘查院 

79.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屯兰煤矿防治水中长期规划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 148 勘查院 

80. 山西小回沟煤业有限公司小回沟煤矿水文地质类型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 148 勘查院 

81. 太原狮头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45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 148 勘查院 

82. 山西省盂县地质灾害详细调查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资源环境调查院 

83. 汝州市工矿废弃地土地复垦项目设计报告 

获奖单位：河南省煤炭地质勘察研究总院 

84. 河南关山国家地质公园轿顶景区地质遗迹调查报告 

获奖单位：河南省煤田地质局一队 

85. 内蒙古自治区西乌珠穆沁旗彦吉嘎河流域中段水文地质普查报

告 

获奖单位：内蒙古煤炭建设工程（集团）总公司 

86. 东营市垦利区浅层地温能调查评价报告 

获奖单位：山东泰山资源勘查有限公司 

87. 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实际节能和环保性研究 

获奖单位：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 

88. 日照市土地质量调查（1:5 万地球化学调查与评价试点）报告 

获奖单位：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 

89. 涡阳县备用水源地勘察施工项目成果报告 

获奖单位：安徽省煤田地质局水文勘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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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华蓥山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西天-甘坝片区矿山环

境恢复治理项目勘查、可研、施工图设计报告 

获奖单位：四川省煤田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 

91. 汉源县梨园乡栗园村 1、2组河沟头滑坡抢险救灾工程勘查报告 

获奖单位：四川蜀东地质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92. 贵州省麻江县高位隐蔽性地质灾害隐患专业排查成果报告 

获奖单位：贵州省煤田地质局一一三队 

93. 韩城黄河观光休闲生态园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获奖单位：陕西省一三一煤田地质有限公司 

94.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查干温都日格地区水文地质普查报告 

获奖单位：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内蒙古地质勘查院 

95. 东兰县国清中学（食堂）后山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报告 

获奖单位：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广西地质勘查院 

96. 苏州市相城区 X352 县道改扩建工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获奖单位：江苏长江机械化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97. 柴达木盆地巴音河-塔塔棱河流域 1：5 万水文地质调查钻探及测

井 

获奖单位：青海煤炭地质一 0 五勘探队 

98. 都兰县金属选矿产业园规划水资源论证报告 

获奖单位：青海中煤地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9. 山西忻州神达南岔煤业有限公司水文地质报告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一一九勘探队 

100. 山西高平科兴游仙山煤业有限公司 90万 t/a矿井兼并重组整合

项目对三姑泉域水环境影响评价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勘查院 

 23 



 

101. 黑龙江龙煤鹤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鸟山煤矿水文地质补充勘探 

获奖单位：中煤地华盛水文地质勘察有限公司 

102. 沁和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永红煤矿奥灰顶部隔水性研究 

获奖单位：中煤地华盛水文地质勘察有限公司 

103.黑龙江龙煤双鸭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双阳煤矿西五采区水文地

质补充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中煤地华盛水文地质勘察有限公司 

104. 鄂尔多斯市华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唐家会煤矿地质及水文地质

补充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中煤地华盛水文地质勘察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105. 中煤华晋集团有限公司王家岭矿 123 盘区及其西部水文地质补

充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中煤地华盛水文地质勘察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106.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贺西煤矿矿井水文地质报

告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第四水文地质队 

107. 保定易水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地热资源前期可行性论证报告 

获奖单位：中煤地华盛水文地质勘察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 

108. 新疆吉木萨尔县水西沟一带煤层气资源调查评价报告 

获奖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一五六煤田地质勘探队 

109. 煤层气注入/压降试井地面控制监测系统研发 

获奖单位：山西省地质矿产研究院 

110. 构造煤煤层气资源评价方法研究 

获奖单位：河南省煤炭地质勘察研究总院 

111.《煤炭地质勘查规范》修订研究成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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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勘查研究总院、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

量评估中心 

112. 山东省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无人机倾斜航摄融合地质三维模型

的应用 

获奖单位：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究院 

113. 山东省沂水县罗家庄地区金及多金属矿普查报告 

获奖单位：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三勘探队 

114. 湖南省煤系气资源评价及综合开发利用研究 

获奖单位：湖南省煤炭地质勘查院 

115. 江西省赣县沙地、崇义县上堡与信丰县油山地区 1:5 万土地质

量地球化学调查成果报告 

获奖单位：江西省煤田地质勘察研究院 

116. 宜宾地区煤层气资源评价与选区 

获奖单位：四川省煤田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 

117. 贵州省西秀区耕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报告 

获奖单位：贵州省煤田地质局一一三队 

118. 新疆乌鲁木齐市塔拉德萨依煤层气资源预探报告 

获奖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综合地质勘查队、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 

119. 内蒙古 1:5 万兴安敖包（L51E016004)、查干保好（L51E016005)、

塔拉布拉克（L51E017005)、杜尔基（L51E017005)、乌兰花（L51E018004)

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获奖单位：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地质研究院 

120. 新疆阿克陶县托库孜阿特东煤炭资源预查报告 

获奖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综合地质勘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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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新疆温泉县牙马特一带 1∶5 万 L44E017013、L44E018013、

L44E019013、44E019014四幅区域地质调查 

获奖单位：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山东地质勘查院 

122.横县矿山地质环境调查报告 

获奖单位：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广西地质勘查院 

123.青海省北部重点盆地煤系气综合开采基地研究 

获奖单位：青海煤炭地质一 0 五勘探队、青海煤炭地质局  

124.新疆库拜煤田东部煤层气资源预探报告 

获奖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一六一煤田地质勘探队 

125.山东省诸城市吴家楼地区铜矿普查报告 

获奖单位：山东泰山资源勘查有限公司 

126. 新疆准南煤田乌鲁木齐河东矿区北部煤层气资源预探 

获奖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一五六煤田地质勘探队 

127.新疆巴里坤县三塘湖煤矿区条湖六号井田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一六一煤田地质勘探队 

128.吉木萨尔水西沟煤田火区详细勘查报告 

获奖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综合地质勘查队 

129.河北省唐山沿海一带干热岩资源研究与潜力评估报告 

获奖单位：河北省煤田地质局水文地质队 

130.新疆阜康市甘河子-大黄山一带煤层气资源勘探总结报告 

获奖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一五六煤田地质勘探队 

 

三、新发现矿产资源报告奖 27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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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西省沁水煤田古县永乐勘查区煤炭普查地质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 144 勘查院 

2.河南省登封煤田煤下铝（粘）土矿普查报告 

获奖单位：河南省煤田地质局一队 

3.吉林省洮南市蛟流河矿区外围煤炭资源普查报告 

获奖单位：吉林省煤田地质局二 0三勘探队 

4.贵州中耀矿业有限公司普定县补郞乡江城煤矿（预留）资源储量核

实及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贵州省煤田地质局一一三队 

5.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韩家户沟～马家台勘查区煤炭普查报告 

获奖单位：甘肃煤田地质局一四九队 

6.甘肃省山丹县花草滩煤矿扩大区煤炭普查 

获奖单位：甘肃煤田地质局一四五队 

7.新疆准南煤田乌鲁木齐矿区煤层气资源勘探 

获奖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一五六煤田地质勘探队 

8.新疆巴里坤-伊吾县三塘湖盆地煤层气资源普查报告 

获奖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一六一煤田地质勘探队 

9.新疆莎车县喀拉图孜煤矿外围煤炭资源普查报告 

获奖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综合地质勘查队 

10.青海省茫崖行委小梁山-大风山地深层卤水钾盐矿 20 线以西详查

及 20线以东普查报告 

获奖单位：江苏长江地质勘查院 

11.安徽省砀山县范集矿区石盐矿普查地质报告 

获奖单位：江苏长江地质勘查院 

12.青海省大柴旦行委绿草山煤矿宽沟斜井深部及外围煤炭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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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青海煤炭地质勘查院 

13.青海省大柴旦行委绿草沟煤矿深部及外围煤炭普查 

获奖单位：青海煤炭地质勘查院 

14.安徽省淮南煤田潘集煤矿外围煤炭详查报告 

获奖单位：安徽省煤田地质局勘查研究院 

15.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石竹山—上高县樟木桥矿区硅灰石矿普查报

告 

获奖单位：江西省煤田地质局二二四地质队 

16.江西省莲花县小江矿区煤矿勘查地质报告 

获奖单位：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九 0 一地质大队 

17.江西省丰城市姜坪—崇仁县三山矿区煤矿普查报告 

获奖单位：江西省煤田地质局一九五地质队 

18.陕西省富县牛武北区煤炭资源普查报告 

获奖单位：陕西煤田地质勘查研究院有限公司 

19.陕西省黄陇侏罗纪煤田永陇矿区陇县李家河东普查地质报告 

获奖单位：陕西省一八六煤田地质有限公司 

20.陕西省渭北石炭二叠纪煤田防虏寨勘查区普查地质报告 

获奖单位：陕西省一三一煤田地质有限公司 

21.新疆巴里坤县三塘湖煤矿区库木苏区一号井田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一六一煤田地质勘探队 

22.新疆巴里坤县三塘湖煤矿区库木苏区二号井田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一六一煤田地质勘探队 

23.新疆巴里坤县三塘湖煤矿区石头梅二号井田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一六一煤田地质勘探队 

24.新疆巴里坤县三塘湖煤矿区条湖六号井田勘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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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一六一煤田地质勘探队 

25.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任家庄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一七三勘探队 

26.新疆哈密市大南湖矿区西区三号井田煤炭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究院 

27.甘肃省崇信县周寨南勘查区煤炭普查报告 

获奖单位：甘肃煤炭地质勘查院 

 

任何单位和个人如对公示名单有异议，可在公示之日起

15 日内向煤炭地质分会提出。 

联 系 人：邓瑜 

联系电话：010-63903915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东路 21 号中国煤地大厦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煤炭地质分会 

2020 年 9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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