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第十九届优质地质报告获奖名单

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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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4勘查院

获奖人员:田志强、张胜利、张瑞胜、李强强、伍斌、桑浩田、

谭龙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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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池海、牛丽、王单华、王盆、张炳文、妹娜、路萍、

姜涛、刘佳、贾宏伟、王树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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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贾宇飞、齐福辉、张志明、胡思远、曹泽金、胡永勤、

边鹏宇、常文强、郭维柱、张容泰、李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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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 朱文伟、卜军、孙贵、王松、随峰堂、邵军战、

夏志刚、赵锐、吴有信、杨洋、陈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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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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孙凡星、王怀洪、王明、张虎、李翠芳、曲泽良、

林丛丛、梁圣建、孔祥贵、李杨、杨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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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单位:陕西省一三九煤田地质水文地质有限公司

获奖人员:王永军、李富宁、曹百胜、杨丹、彭振洲、郭春锋、

张子扬、崔辽辽、陈曲、刘朝晤、王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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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黄小兵、赵正威、李万军、吴斌、邵云、梁鹏、李雁、

张新亚、张仁坪、魏磊、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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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黄婿、屈晓荣、王聪、罩轩、姜伟、苏育飞、刘正、

狄效斌、刘明、周宝艳、张星星

9.江西新余市渝水区石竹山一上高县樟木桥矿区硅灰石矿普查报告

获奖单位:江西省地质勘查基金管理中心、江西省煤田地质局二

二四地质队

获奖人员:祝强、王先广、刘少华、胡正华、成绪光、陈铺、

李艳红、吴晓辉、叶永芳、刘溢宣、陈四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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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张军、赵睬、仲勒、梁剑明、刘蒙蒙、胡永、胡振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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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焕奎、李成、李振国、蔡贺棉

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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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汤从寿、段雅桐、章园、邓明晨、狄慧江、田伏生、

刘静文、李志刚、胡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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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 张继强、刘仙平、闰峰、牛仰杰、李钢、崔鹏燕、

李建芳、秦俊宽、张艳伟、杜文慧、王康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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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阎纯忠、刘理、罗宪、高建国、武成周、李海伟、

周世伟、闰哈、李利娟

2.黑龙江省绥滨县二九〇农场太平山煤炭普查报告

获奖单位‥ 黑龙江省煤田地质一一〇勘探队

获奖人员:刘忠民、国永久、肖作伟、孟显伟、范海洋、王力、

李淑贤、温慧、白畅

3.青海省大柴旦行委结绿素煤炭详查报告

获奖单位‥ 青海煤炭地质一〇五勘探队

获奖人员:费得亮、赵光通、李永红、李志刚、云启成、党孝锋、

孙宇东、史久宁、牛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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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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靳云鹏、马海军、李喜平、鲍利亚、李磊、郝静、

张娟、胡英莲、王恩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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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蔡洪广、齐福辉、王道华、霍红、张志明、刘文艳、

刘佳、黄玉州、谷青秀

6.湖南省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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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刘方渊、李万平、张伏泉、韩文坤、李常辉、冯蠢、

谢继明、李强

7.江西省丰城市姜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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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肖玉如、祝强、谢宗茂、付开欣、石晓燕、朱强、魏巍

8.四川省钧连县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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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李正武、何逢阳、夏忠君、何微、潘胜刚、余杰、

张小洪、李贤凯、廖以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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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梁开华、李翠芳、孙凡星、孙德全、崔凯、邵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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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兴友、梁圣建、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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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雷少毅、杨明、刘晓东、司向荣、马祖飞、申张梅、

曹虎生、左胜华、王世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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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王永军、杜朋涛、曹百胜、汪慧拢、翟亮、田军杰、

李欢欢、王沛、潘恰

12.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韩家户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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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李赣、武永青、马代兵、李跟银、王旭东、马小琴、

马文涛、赵渊、许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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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黄海峰、潘晓飞、李雁、李万军、唐晓敏、张豫疆、

张海东、张新亚、李建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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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 柴宏有、麻银娟、王智强、薛超、王晓声、樊新艺、

丁武、陈荣武、王健

15.贵州万胜恒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普安县三板桥腆磷煤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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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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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人员‥ 张博、杨维、申爱军、刘秀珍、黄蠢、曾超、展文、

喊晓荣、曹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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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一七三勘探队

获奖人员:史亚来、张腾腾、田保良、李继强、何田田、孙海龙、

符文、熊科、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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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张哮、黄兴龙、葵凤坷、崔凯、马明永、兰志勤、

杨其栋、吕育林、朱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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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董旭、申建平、高远、郭军、蒋飞军、王克营、尹战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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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 钱洪夫、郑厚义、李晓亚、洪光、燕振云、王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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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李代荣、王淑丽、屈云燕、熊先孝、刘秋颖、王莹、

王迎霜、霍延安、王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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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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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人员:翟长青、刘伟、梅婿、段雅椭、胡成涛、庞明伟、

邓明晨、周广宁、程探

22.新疆库车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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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 韦刽、王凡、黄俭合、张皑月、王健、刘星旺、

王占文、袁昌盛、刘军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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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曾琳、杨汉元、叶见玲、何大芳、刘素平、曹哮、

刘梅、杨支援、陈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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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郎海亮、夏威威、刘洋、杨德志、王酪、侯彦龙、

孙兆勇、赵长滨、任毅

25.老挝甘蒙省他曲一农波县农波矿区彭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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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卢玉杰、杨谦、张齐、许军、张春辉、龙飞、尹世才、

赵利红、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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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 张树滇、吴树明、郝瑞娥、崔庆岗、刘乾、朱礼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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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聪、邢香粉、周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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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吴文君、张春辉、杨占军、薛冰、夏书兵、张义函、

王银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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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李武婪、介伟、于水、刘卫、刘绍伟、叶红军、高召奎

3.吉林省挑南市咬流河南部煤炭勘探报告

获奖单位:吉林省煤田地质局二〇三勘探队

获奖人员:温玉娥、吴克平、孟繁涛、王洪力、郭培合、孙骑、

曹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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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郭帅、齐福辉、王道华、蔡洪广、张志明、谷青秀、

刘文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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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徐永波、詹天卫、祝强、胡忠民、陈冬生、陈国华、

黄秋尝

一
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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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吴放德、赵勇、周杰、祝旭双、华学建、代能洪、

吴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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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段德昭、蒋德池、周高非、司立冬、王建兵、文超武、

尚冠

8.山东省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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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华夏、贾庆辉、杜宗萌、王艳华、杨剑、段磊、李磊

9.陕西省陕北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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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 刘军、张永生、周霄、邵新风、李静琴、李小娟、

陈妊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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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刘军、贾志刚、周霄、王峰、王伟、陈姬盆、李小娟

Ⅱ.陕西省渭北石炭二叠纪煤田铜川矿区韩古庄一演池勘查区普查

地质报告

获奖单位:陕西省煤田物探测绘有限公司

获奖人员:许德才、张永强、常宇飞、汝小岗、张萌、刘西锋、

贾文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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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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柴宏有、葛统、麻银娟、王智强、牛永波、郭晓丹、

王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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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煤炭地质一〇五勘探队

获奖人员:文怀军、王伟超、张文龙、李永红、范文科、赵光通、

李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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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潘晓飞、黄海峰、黄涛、常智泰、唐晓敏、赵明、

梁鹏

15.新疆于田县普鲁煤矿西勘查区煤炭详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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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张士全、开增刚、卢希、李铁、于鹏程、来永伟、

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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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张铁民、林海月、吴述春、冀青、庄桂堂、羊玉武、

孙桶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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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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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贵州省煤田地质局一一三队

获奖人员‥ 李义、黎建、彭彪、阳勇、何石、任宗、韩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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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李鸿磊、孙建伟、艾灿伟、张康、徐蓉、孙亚平、

李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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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 张孟江、周正恰、吕坚、陶玉丽、聂波、葵延宝、

杨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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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姜秉仁、盘福常、宋正制、孟听卓、余加伍、张传阳、

唐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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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秦文、徐建、方生红、陈敏、王华英、陈明、胡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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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王鲁青、贺鹏飞、姚海峰、代春辉、马文炳、云启成、

杨生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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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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孙鹏杰、孙国忠、石彦强、朱延辉、魏甜、朱宝存、

陈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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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孙挪亚、刘哲东、吕立娜、王行军、刘瑞国、辛顺、

杨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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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4勘查院

获奖人员‥ 翟虎威、马永明、陈黎明、张酪、赵大伟、冯晓林、

张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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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郑启孝、申有义、陈慧林、刘船、文红伟、任斗金、

胡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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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 贾伟、张庆辉、屈晓荣、狄效斌、焦鹏帅、陶波、

李文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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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罗洪浩、王德伟、牛志刚、王海泉、刘炎吴、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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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世才

29.贵州省纳雍县华拢铂多金属矿详查报告

获奖单位:山东泰山资源勘查有限公司

获奖人员:孔祥贵、司乃欣、刘华、王文龙、石里钢、贾昆鹏、

孙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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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扶伟、苏瑞其、俞解星、蔡超群、王成晨、唐杨丰、

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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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贾毅、李卫军、李文林、杨亮、罗根、屈晓明、贾乾明

32.江西省页岩气资源调查评价

获奖单位:江西省煤田地质勘察研究院

获奖人员:黄祖波、胡秋祥、章双龙、祁星、肖富强、夏为平、

肖卫东

33.江西资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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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栗克坤、陈新立、刘增政、韩志坤、于雪良、王飞、

范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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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邱施锋、严蠢、谭杰、石伟波、解晓婿、刘强、王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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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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王永刚、柴家洪、池江、韦杏杰、韩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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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江毅、黄凯、刘传宝、杨光亮、吴建方、令狐勇、

高万龙

二、优质专业地质报告奖1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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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蒋向明、许超、赵碟、杨艳涛、李松、马玉玲、穆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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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锥文飞、沈丽娟、陈敏、类磊、刘斌、胡强、张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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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伍斌、张胜利、张瑞胜、常敏、李强强、张俊涛、

谭龙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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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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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人员:薄鹏毅、任文丽、张晓梅、王鹏宇、师志杰、李学伟、

郭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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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郭宇、牛水龙、翟晋忠、周容、艾蓉、崔援、任秀珠

6.山西煤中微量元素的赋存规律与评价研究报告

获奖单位:山西省地质矿产研究院

获奖人员:解锡超、王理、张鹏、鲁蓉、朱雪莉、肖珍、董敏

7.安徽省滩溪县孙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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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孙林、李跟梯、李洋、温廷中、汪宏志、韩玲、李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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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童柏圣、宋秋平、郑富龙、架经辉、殷建国、张志腾、

吴东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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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郑飞、刘文敢、胡彩春、范育敏、林滨霜、黄宏祥、

李智君

10.四川省古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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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吴放德、邓斌、何国祥、祝旭双、曾祥周、施羽、

廖军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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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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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宁树正、朱世飞、乔军伟、秦云虎、张建强、李聪聪、

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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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张雄邦、夏明强、潘磊、戴家生、郭富强、许飞龙、

朱华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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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李聪聪、锥锋、杜芳鹏、陈冰凌、谭富荣、陈香菱、

崔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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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刘福胜、黄勇、朱宝存、马彦良、崔龙、孙鹏杰、

黄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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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孙浩、左伟、石中勇、陈梦林、刘春宇、闰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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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袁建江、万贵龙、黄明达、裴胜良、郭祥好、任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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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翻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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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陈美英、王秀荣、王飞跃、李世念、赵元援、殷榷蔚、

左卿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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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潘海洋、程爱国、宁树正、耿建军、李振兴、甄玉辉、

郭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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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张建强、宁树正、黄少青、霍超、张恒利、贺军、

赵文扬

20.开滦(集团)东欢蛇矿业分公司一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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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台立勋、徐忠华、张昭、高占辉、孙耀峰、尹振伟、

赵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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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魏巍、王建青、申有义、程慧慧、杨晓东、张淑婿、

任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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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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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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郝治国、成跃、赵一民、余攀、赵兴、郭鹏亮、幸晓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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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刘卫、朱亮宝、冯义德、介伟、陈双华、咸海龙、

肖如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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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岳亚东、王念民、于卫东、孙浩、李文容、张海龙、

罗振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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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马洪武、王念民、罗振盆、孟尧、王译理、王仁鹤、

张兆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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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耿春明、朱金华、李金辉、宋琳、姜鞋膜、董金金、

黄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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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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人员:乔会、许德才、韩志雄、没小岗、吴大林、郭强、

姚鹏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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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丁浩、王永奎、陈昌礼、阮少华、张剑霞、胡蛾月、

曹小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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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王磊、杨文忠、赵传伟、王林燕、杨乐、张超、徐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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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关民全、石君华、成润根、焦小石、王雷、吴辉、

史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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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石君华、关民全、成润根、王雷、狄应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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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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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人员:孟祥国、姜龙龙、王建军、陈鸣棋、林建东、秦辆、

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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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程彦、左卫华、王结清、李忠、解洁清、王策、董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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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程彦、汪洋、左卫华、张月增、张晨林、廖萌、史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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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 田雪丰、宋利虎、马彦良、聂树龙、陈浩、赵云、

朱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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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单位:河北省煤田地质局水文地质队

获奖人员‥齐俊启、牛小军、王卫民、牛志强、董广智、马振磊、

邢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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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芦笛、杨展、许晶晶、张弛、侯永义、邵改群、孟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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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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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人员:锥文飞、冯杰、吕小军、孙立刚、赵建伟、李霞、

赵晋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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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张晓东、石少峰、架伟峰、薛世杰、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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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梁森林、段鹏飞、高星刚、崔丽鹏、牛亦航、任霞、

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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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郝文才、王恩超、丁亮、王豪、郭杰、李桂英、李喜平

42.山东省宁汝煤田新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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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李富强、迟鹏、聂林强、刘永刚、刘东、刘洋、孟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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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冯堂武、孔凡杜、马亚弟、郑兆伟、邹双英、张许、

柳晓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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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吴斌、单彬、黄涛、安庆、王学坚、廖方兴、李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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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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周洪兵、孟旭、王维、冯东、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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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廖勇、杨庆、钟义敏、乐建、王磊、陈传颖、唐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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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柴宏有、薛超、牛永波、张玉贵、薛宇飞、王名贺、

陈荣武

48.山东省肥城市城市规划区浅层地温能调查评价

获奖单位: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山东地质勘查院

获奖人员:常海明、何成虎、张锋、赵赫、刘建勋、李庆广、

徐培明

49.山东龙郡煤业有限公司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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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汤双成、解保磊、吴述春、肖红、管超智、羊玉武、

唐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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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陶送林、杨涛涛、咎亮鹏、王红岩、张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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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祁生学、韩晓志、魏有义、孙永填、咎亮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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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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吴涛、宁树正、李鹏、吴振岭、程英好、宫萍萍、陈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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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李东雪、周莹、韩暖、卢玲敏、张文涛、吝瑞华、

郭亚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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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李冲、段俭君、杨斌、王宗明、王旭、秦晓昌、雷亚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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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王宗明、李冲、段俭君、杨斌、傅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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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张铁民、吴述春、肖红、解保磊、庄桂堂、梁海洋、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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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苏育飞、张庆辉、屈晓荣、魏子聪、罩轩、周宝艳、

刘明

58.长江中游磷、硫铁矿基地矿山地质环境调查成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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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中化地质矿山总局

获奖人员:刘军省、王春光、范杰、焦森、王迎霜、王磊、贾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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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张青松、焦紫辉、闰晓博、蒋济勇、王飞、靳乾峰、

胡电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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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王志刚、孙月君、任永健、胡中国、马方彬、王博、

张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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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商朋强、代晓光、谢晓亮、向文渊、栗克坤、林子华、

焦森

62.老挝万象普悦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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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邱建、胡小鹏、潘锁良、谷思勇、田中纺、安太伟、

孙葵

(二)二等奖项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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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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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建模

获奖单位:河北省煤田地质局物测地质队

获奖人员:孟红星、张丽阁、张大明、明正、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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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耿丽娟、孙义娟、明正、陈中山、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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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李绪慧、陈尚斌、马迅、朱炎铭、李鹏

4.山西省沁水煤田沁水县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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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4勘查院

获奖人员:张胜利、张瑞胜、桑浩田、李强强、张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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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张陈、张京良、刘仙平、赵新丽、崔鹏燕

6.山西省河东煤田中阳县吴家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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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崔晓松、程丽援、郝天清、张凯、陈晓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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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翟晋忠、牛水龙、李吉云、梁亚林、史迪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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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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郑启孝、申有义、陈慧林、刘船、文红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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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张勇、谢秀娟、白鹏、令狐博、高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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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陈晓奇、乔希、冯强、贾交成、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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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石彦强、姚文涛、陈浩、聂蠢、郝燕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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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牛然、许军、赵明坤、尹世才、薛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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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牛然、尹世才、张义函、赵玉琳、王银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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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贾宏伟、付建茁、李吉龙、姜涛、刘少华

15.黑龙江省绥滨县蒲鸭河分场煤炭预查

获奖单位:黑龙江省煤田地质一一〇勘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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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人员:肖作伟、国永久、范海洋、王力、李淑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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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姜涛、付建茁、张炳文、牛丽、贾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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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煤田地质局231勘探队

获奖人员‥ 张艳秋、刘国、肖燕、姚忠岭、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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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 李磊、李桂英、池海、靳云鹏、李凤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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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勘探队

获奖人员:谷青秀、王道华、蔡洪广、齐福辉、刘文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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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葛灵生、孙林、郭鸿、李满堆、胡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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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葛灵生、孙林、温廷中、李云峰、郑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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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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季兴财、王文彬、蔡海兵、张书光、刘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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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邹勇军、李昌龙、李长志、米振华、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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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邹勇军、李长志、张胜了、黄立衡、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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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 曾祥凯、华夏、孙明勤、王艳华、贾庆辉

26.陕西省陕北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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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刘晓东、申张梅、王世坤、杨明、左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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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闰和平、许建涛、连乐、张红红、胡圣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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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赵渊、王梦龙、马代兵、武永青、李跟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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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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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获奖人员:苗骑、秦云虎、王双美、权巨涛、朱文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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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陈必权、陶东新、刘洪涛、蔡旭梅、盛彩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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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刘国春、翟广庆、熊春雷、杨海峰、豆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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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豆龙辉、杨海峰、孙景龙、赖章劲、苟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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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李娜、赵梦、李友、王庆、鲍蒙蒙

34.山东省新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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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张凡斌、李新凤、郭祥利、张立军、姜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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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王金香、邹双英、陈华飞、孔凡杜、吴文良

36.湖南省怀化一邵阳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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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莫佳峰、郭经纬、赵训林、肖金成、何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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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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邓小利、齐文越、李志慧、王国蓉、王胜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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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齐文越、邓小利、李志慧、王国蓉、王胜娟

39.新疆阿拉尔一图木舒克一昆玉综合地质调查、图木舒克市农垦四

十四团幅(J44EOO2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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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 罗东海、架志刚、赵凯、郭超、刘恩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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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朱宝存、张彪、崔龙、孙宁、雇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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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王福国、刘瑞国、刘亚然、马杨洋、马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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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熊科、何田田、田保良、杜俊红、刘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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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陈美英、赵岳、徐强、周宝艳、张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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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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台立勋、徐忠华、张龙飞、赵石峰、王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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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沙磊、陈瑞龙、郭辉、杨洁、郭莹

46.山西省运城市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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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 沙磊、陈瑞龙、郭辉、杨洁、郭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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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赵兴辉、张富明、王润福、温建亮、马玉龙

48.山西潞安集团余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三采区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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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程慧慧、魏巍、申有义、王建青、杜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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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申有义、程慧慧、田忠斌、康苗、杨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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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磁探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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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河南省煤炭地质勘察研究总院

获奖人员:郭跃、张哈、刘酪、海四洋、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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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夏书兵、马志春、王宏宇、刘酪、黄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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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 陈双华、邹起阳、介伟、邓国成、陈冕

53.吉林省辉春矿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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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张久胜、王念民、赵敏、李剑南、石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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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成学光、王念民、王颖国、李署光、石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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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田思清、王明、邵玉宝、汝亮、林羽

56.山西高河能源有限公司东三盘区1期三维地震勘探

获奖单位: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物探测量队

获奖人员:林宁、姜飞、彭东东、李海波、吕维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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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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李京涛、王晶、李海波、宋琳、董金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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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 李成帅、张腾、郭晓东、冒我冬、张战立

59.雪峰古陆周缘页岩气地质调查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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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 胡斌、胡建新、贺检桥、刘海彬、曾娟

60.陕西省镇巴地区页岩气选区评价与试验区勘查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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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许德才、孙文华、候丁根、漠小岗、薛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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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煤由物探测绘有限公司

获奖人员:郭志斌、张奋轩、泣小岗、刘江宾、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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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秦燕、王永奎、陈昌礼、曹小永、刘学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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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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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获奖单位:甘肃煤田地质局综合普查队

获奖人员:张剑霞、王永奎、陈昌礼、曹小永、阮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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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付小虎、翟广庆、蒲青、孙灿、叶尔肯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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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蒲青、李小磊、李方中、孙灿、翟广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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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蔡姆婿、李雪梅、邱建、徐少强、王蓉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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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蔡姆婿、李雪梅、潘锁良、韩晓娟、田中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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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赵传伟、李晓鹏、王磊、王林燕、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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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水文物测队

获奖人员:王艳刚、李维、张虎、关民全、成润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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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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史正德、关民全、成润根、张云峰、石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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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 王雷、关民全、成润根、石君华、王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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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李忠、田雪丰、齐朝华、吴浩阁、解洁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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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柳晓光、葵国兴、林建东、罗振丽、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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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赵喜彬、杨臣明、林建东、龙御、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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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赵喜彬、杨广宪、薄夫天、马宁、何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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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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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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 薄夫天、杨臣明、左卫华、程增庆、胡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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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4勘查院

获奖人员‥ 张胜利、张瑞胜、常敏、桑浩田、伍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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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Ⅱ4勘查院

获奖人员:张胜利、张瑞胜、常敏、张俊涛、李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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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 靳月灿、周韩董、蔡搽、张健康、吴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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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 靳月灿、吴鹏年、蔡搽、张健康、汪佳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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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刘丽丽、汪佳桐、靳月灿、吴鹏年、周靖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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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牛空军、段鹏飞、李鹏强、梁森林、任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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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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郝堵、陈利、陈洁、刘炎吴、赵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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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 江勇、田鹏州、路晴晴、燕建设、万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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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单位:内蒙古煤炭建设工程(集团)总公司

获奖人员:张娟、郝文才、王恩超、王豪、丁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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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杨位刚、赵臻、谢兴友、沈礼锋、邵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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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郑壮壮、李翠、柳晓松、邵帅、开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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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段友春、许丙彩、藏浩、冯英明、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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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李磊、王海波、贵世连、张永、王灿

90.华蓉山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西天一甘坝片区矿山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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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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杨磊、贾强、赵超、贾晓琳、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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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刘德兵、熊奎、张杰、杨主君、王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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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邓云飞、胡刘金、阳勇、李杰、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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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卫晓阳、王姨、王晶、吴波、薛启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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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孙月君、李明、胡俊、巴福臣、刘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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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黄文、罗冲、池江、韦日峰、苏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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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朱春海、顾晓军、王立俊、张家文、袁修锦

97.柴达木盆地巴音河一塔塔棱河流域1:5万水文地质调查钻探及

测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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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青海煤炭地质一〇五勘探队

获奖人员:苏延鹤、王伟超、张文龙、鲍海山、费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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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张永旺、张家好、李海青、李树亮、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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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冯翔、胡莹、杨加强、孙伟涛、韩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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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宋凯、陈峰、郝卫华、李鹏、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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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程振雨、吴振岭、程英好、彭创、石玉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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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吴涛、赵延超、郝卫华、李鹏、段江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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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张冀、郝卫华、陈峰、石玉婿、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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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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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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许超、杨艳涛、赵碟、李博、齐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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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许超、杨艳涛、李岩、张蕊蕊、孟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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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吴铁卫、王康、顾沈阳、罗成、赵建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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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顾沈阳、汪棉、武新艳、刘军强、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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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梁剑明、刘蒙蒙、李振国、马婿、王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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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程维平、李军、李健、温剑、渠丽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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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刘炎吴、吴会永、王德伟、李静、卢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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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1. 《煤炭地质勘查规范》修订研究成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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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 万会、潘树仁、程爱国、高利民、陈美英

Ⅱ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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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赵阳、张兆民、贺敬、韩瑶、邵明

Ⅱ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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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李富强、聂林强、刘洋、赵军、霄文军

Ⅱ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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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王克营、杜江、李岩、巩书华、蔡宁波

¨5.江西省赣县沙地、崇义县上堡与信丰县油山地区1:5万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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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邹勇军、黄祖波、汪成钵、李昌龙、王运

Ⅱ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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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陈杨、朱韩友、喻廷旭、罗勇

Ⅱ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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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沈云飞、蓝龙斌、任宗、李杰、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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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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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张伟、翟广庆、熊春雷、孙景龙、崔英

¨9.内蒙古1:5 万兴安敖包(L51EO16004)、查干保好

(L51EO16005)、塔拉布拉克(L51EO17005)、杜尔基(L5肥017005)、

乌兰花(L5肥018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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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王博、金松、伍光锋、杨海波、朱彦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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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豆龙辉、孟福印、孙景龙、张伟、阿布都力江●居马洪

121.新疆温泉县牙马特一带1:5万L44EO17013、 L44EO18013、

L44EO19013、 44EO19014四幅区域地质调查

获奖单位: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山东地质勘查院

获奖人员:张树滇、孟令华、吴树明、张磊、杜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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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池江、罗冲、黄文、李世敏、潘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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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煤炭地质一〇五勘探队、青海煤炭地质局

获奖人员:文怀军、张文龙、梁振新、俞永刚、李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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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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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人员:单彬、李万军、唐晓敏、王学坚、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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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高超、杜文龙、姚秋卉、王士党、纪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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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 仲勒、张军、王丙乾、王壁鸿、刘蒙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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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邵云、秦大鹏、赵正威、吴斌、黄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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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李小磊、翟广庆、庞晓明、孙灿、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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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齐俊启、牛小军、王晓军、郝丛杰、赵福生

130.新疆阜康市甘河子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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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梁剑明、马婿、赵探、谢力争、王壁鸿

131.吉林省辉春煤田八连城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9年)

获奖单位:吉林省煤炭地质调查总院

获奖人员‥ 王举、屈学贤、荆保沉、王文瑞、刘颖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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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发现矿产资源报告奖2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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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闰峰、张继强、王会林、赵新丽、黄容、陆晋扬、

李钢、李建芳、张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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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王征征、杨崇科、范旭光、杨延伟、刘文斌、田鹏州、

王丽伟、韩琳琳、李红伟

3.吉林省挑南市蚊流河矿区外围煤炭资源普查报告

获奖单位:吉林省煤田地质局二〇三勘探队

获奖人员:王洪力、吴克平、孟繁涛、李彦辉、郭培合、吕文凝、

王帅

4.贵州中耀矿业有限公司普定县补郎乡江城煤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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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黎建、何石、李义、彭彪、任宗、胡刘金、唐娟

5.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韩家户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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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李熬、李跟银、马代兵、芦兴武、王仲学、武永青、

王旭东、马小琴、王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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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于春林、冯海伟、杨熙、杨大伟、王慧玲、张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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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生、鲜红兵、陈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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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仲勒、胡永、王丙乾、梁剑明、胡振鹏、唐助云、

蔡贺棉、刘子强、杜印

8.新疆巴里坤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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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李祥、安庆、吴斌、唐晓敏、王小雨、黄宇、杨晓晨、

赵正威、李建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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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阿布都力江●居马洪、豆龙辉、孙景龙、张婿蔚、胡博、

孟福印、张伟、赵宏峰、杨海峰

10.青海省茫崖行委小梁山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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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袁振丽、甘会春、赵春永、李海庆、周瑞、李杨、

章颖、刘震蓑、钟蜜

Ⅱ.安徽省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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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丁宏、巫修平、梅玲、于腾腾、王碉蝶、张远、闰敏、

陆一峰、冯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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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单位‥ 青海煤炭地质勘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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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人员‥刘国荣、岳宏、安生华、邢政、赵金成、李永红、

祁永前、关士钦、谢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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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鲍文广、张世佳、刘国荣、李生峰、安生华、何万东、

何磊、刁俊魏、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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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张文永、朱文伟、孙贵、卜军、随峰堂、赵锐、

邵军战、夏志刚、王松

15.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石竹山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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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地质勘查基

金管理中心

获奖人员:祝强、王先广、刘少华、胡正华、成绪光、陈铺、

李艳红、钟文龙、刘溢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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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一地质大队

获奖人员:王先广、黎荣福、王和平、李健、王搽林、刘臣博、

林黎、陈国华、胡正华

17.江西省丰城市姜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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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肖玉如、祝强、谢宗茂、付开欣、石晓燕、朱强、魏巍

18.陕西省富县牛武北区煤炭资源普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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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陕西煤田地质勘查研究院有限公司

获奖人员‥ 刘军、张永生、岳佳明、邵新风、李静琴、陈姬盆、

赵雪娇

19.陕西省黄陇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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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 郭云、郭翔、杨磊、张哗、李援援、曹理、沈楷骑、

于忠璃、汪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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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柴宏有、麻银娟、王智强、薛超、王晓声、樊新艺、

丁武、陈荣武、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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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常智泰、潘晓飞、安庆、黄海峰、刘海鹏、张豫疆、

张海东、张新亚、黄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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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 黄海峰、潘晓飞、李雁、李万军、唐晓敏、张豫疆、

张海东、张新亚、李建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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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黄小兵、赵正威、李万军、吴斌、邵云、梁鹏、李雁、

张新亚、张仁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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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邵云、秦大鹏、赵正威、吴斌、黄小兵、廖方兴、

赵明、梁鹏、张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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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熊科、何田田、田保良、杜俊红、刘伟民、胡伟、

魏新永、张剑、马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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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李小彦、王怀洪、康延雷、潘伟辉、刘晓钟、孙凡星、

梁开华、王志刚、张根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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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人员:田步令、王德祖、塘惠妓、杨承文、王晋、仲乃亮、

魏彦芳、蒲丽君、李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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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综合部 2020年10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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