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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域辽阔、群山挺拔、矿产丰富

的青藏高原上，活跃着一支“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

团结、特别能奉献””“以献身地质事业

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

荣”的地勘队伍——青海省第三地质

勘查院（青海省地球物理勘查院）。

青海省第三地质勘查院（以下简

称三勘院）隶属于青海省地质矿产勘

查开发局的综合性地勘事业单位，拥

有员工 241 人，先进的仪器设备及专

业软件2047台套。其任务主要提供地

球物理勘查、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勘

查、地球化学勘查，地质测绘、遥感地

质、水工环地质、灾害地质勘查，以及

农业地质、生态地质、城市地质调查和

地质科学研究等服务。现已成功进入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治理、土地调查、

压覆矿产资源调查、城市管网测量、城

市地下空间资源探测、工程检测、灾害

监测、数据库建设、信息管理系统平台

开发等领域。

栉风沐雨地勘路
硕果累累建奇功

基础地质丰盈。2009年以来，三勘

院共承中央地勘基金项目、青藏专项

项目、省地勘基金项目、州县财政项

目、社会资金项目和局院自筹项目等

各类商业项目 306 项，投入资金总额

达17.41亿元，其基础地质成果主要体

现在为全省资源勘查和生态环境调查

提供了地球物理技术支撑。截至 2019

年，共完成1∶20万区域重力地质调查

140435 平方公里，完成 1∶5万地磁测

量 27787 平方公里，完成 1∶5 万重力

和大功率激电测量2857平方公里。圈

定各类物探异常1090处，划分金属矿

找矿远景区 75 处，油气勘查远景区 3

处，圈定找矿靶区 200 余处，发现矿

点、矿化点 50 余处，提供地质勘查项

目50多项。为地质勘查服务，开展1∶5

万矿产地质调查 3690 平方公里，1∶5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5672平方公里，完

成1∶2.5万水系沉积物测量1610平方

公里。共圈定108处化探异常，划分20

余处找矿远景区，圈定 36 处找矿靶

区，发现矿点、矿化点30余处。

找矿成果丰硕。三勘院承担了国

家级“祁漫塔格整装勘查”，为祁漫塔

格地区列入国家“十大工业资源接替

新基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先后发现评

价了野马泉大型铁多金属矿、卡而却

卡大型铜钼矿、哈日扎大型银多金属

矿、那西郭勒大型石墨-铁矿、迎庆沟

大型多金属矿、洪水河-清水河中型

锰矿等一批大中型矿床。估算铁矿石

资源量 1.9 亿吨，铜铅锌金属资源量

314万吨，银金属资源量1180吨，金金

属资源量13吨，钼金属资源量3万吨，

石墨资源量 120 万吨，锰矿石资源量

211万吨，锡金属资源量3000吨。在重

点项目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新发现

金及金多金属矿点18处、多金属矿点

40 处、铁多金属矿点 11 处，铁矿点 9

处、石墨矿点 1处；多金属矿化线索 6

处，金矿化线索 5 处，提交 333 或 334

多金属资源量 40.75 万吨；铁矿石量

3553.71 万吨；银资源量 5 吨；金资源

量 2.72 吨。该院还获得了三个方面的

找矿亮点，一是引领青海省东昆仑地

区沉积变质型铁-锰-石墨矿勘查取

得找矿突破；二是对东昆仑地区斑岩

系列矿产勘查具有独到的见解和认

识，勘查成果显著；三是对地球物理异

常的分析到位，应用广泛，隐盲矿和深

部找矿效果明显。

科研成果丰厚。三勘院系统建立

了全省地球物理重力测量、地磁测量

和航磁测量数据信息库，为全省矿产

资源潜力评价提供了重要的地球物理

基础资料。全面总结了祁漫塔格成矿

带主要矿产成矿规律，建立了主要矿

产成矿系列，提高了东昆仑成矿带地

质成矿规律研究程度。

走出国门。2011年，三勘院率先跨

出国门，在厄立特里亚完成 1∶5 万矿

调工作；2014年，三勘院响应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在塔吉克斯坦对危及矿

山“派-布拉克矿”开展了深边部找矿

工作，取得良好效果。

两个文明一起抓
和谐家园展新姿

三勘院始终坚持一手抓物质文明

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

手都要硬，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精神文明建设始终坚持

大力弘扬“三光荣”精神，并转化为做

好各项工作的动力，推动了三勘院各

项事业又好又快协调发展。

全院一贯重视精神文明创建工

作，成立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并下设办公室，定期对精神文明创

建工作进行安排和部署，强化了组织

领导效应。为实现创建目标，将文明测

评体系进行分解，落实到院属各单位，

促使全院各单位都参与到文明创建工

作中来，营造“创建不分你我他，文明

三院靠大家”的良好氛围。三年来，开

展了学习型单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系列活动，以及学雷锋志愿服

务、帮扶济困、扶贫共建、文体活动等

多项丰富多彩的文明创建活动，均取

得了优良成效。同时将文明创建工作

与地勘生产同安排、同部署、同考核，

制定《党建及精神文明建设考核表》，

年底依据考核表对各单位党建及文明

创建情况进行考核。

全院始终注重制度建设，夯实创

建基础。从地勘生产、经济管理、安全

生产和质量管理等方面制定了各项

规章制度，每年结合院实际对制度进

行及时的修改完善，先后两次将规章

制度汇编成册，为各单位印发《青海

省第三地质勘查院制度汇编》，使院

各项工作做到有章可循，有理可依，

用制度管人、制度管事。建立了完善

的民主管理工作机制，实行职工代表

大会制度，由职工代表参与重大问题

决策和重要制度出台的审议，广泛听

取职工的意见建议，充分发挥职工的

主人翁作用。坚持院务公开制度，重

大事项进行公示，增加管理工作的透

明度，保障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和

监督权，完善了民主管理。

全院坚持实施“人才兴业，科技

强院”战略，创建学习型单位。他们立

足长远，科学谋划，在人才“引进、培

养、用好”三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建

立起符合三勘院工作性质和特点的

人才创新机制，引进人才、培养人才、

用好人才相结合，学历深造与业务技

能培训相结合，培养人才与建立学习

型组织相结合，制定人才培养计划，

建立“传帮带”制度，创新人才机制和

培养模式。通过努力，培养出教授级

高工 4 人、博士后 1 名、博士 1 名。总

工程师张爱奎荣获杰出青年科技人

才培养计划“杰出青年”、青海省优秀

专业技术人才、青海省高端创新人才

千人计划、青海省自然科学与工程技

术学科带头人、青海省国土资源系统

优秀地质专家、青海省地质找矿先进

个人等称号。2013 年 3 月，与吉林大

学建立“产学研用”基地，与高校联合

举办工程硕士班，打造知识密集型、

技术专家型人才团队。2017 年 4 月，

成立青海省地勘行业首个院士工作

站并申报引用人才项目，引进广域电

磁法，成功应用于八宝山页岩气勘

查，划分的含气层位清晰可辨，指导

钻探验证发现了页岩气层，为页岩气

找矿突破作出了贡献。

全院通过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断提高

广大干部职工的政治理论水平。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开展学雷锋

演讲活动；以党的十九大为主题举办

知识竞赛和道德讲堂，推动道德理念、

敬业爱国入脑入心；结合实际开展了

“信仰与忠诚”演讲比赛征文、主题党

日活动、“唱革命歌曲”红歌演唱比赛

等活动，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积极投身

文明道德实践，努力营造浓厚的崇尚

道德、举止文明的氛围。各党支部积极

开展了支部承诺践诺活动，与社区共

同看望了居住在小区的5位80岁以上

退役老兵，认领了 10 个微心愿，帮助

10 个社区居民完成了他们的小小

心愿。

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等举

措进行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以增强广大职工的法律意识。

全院加强对“三勘院学雷锋志愿服

务队”的培训管理，全员完成中国青年

志愿者注册工作，注册人数达92人。

设立帮扶济困基金，制定了《青海

省第三地质勘查院帮扶济困基金章

程》，院职工积极主动向基金捐款，解

决困难职工燃眉之急。开展“金秋助学

活动”，每年为考取大学的职工子女补

助1000元。对患大病重病的职工进行

医疗费用补助，减免遗属、特困家庭取

暖费等。2016 年，慰问困难职工家庭

72户，慰问金额99866元；2017年，慰

问 困 难 职 工 家 庭 68 户 ，慰 问 金 额

54800 元，给予困难遗属 62 人次每人

480 元的补助，共计 59200 元；2018

年，慰问困难职工家庭 68 户，慰问金

额87714元。

开展结对共建帮村、党员干部结

对认亲帮户的“双帮”工作。全院科级

以上干部共结对帮扶35户，每个党员

干部都到帮扶户家中认亲。为帮扶村

小学捐赠了学生桌椅 20 套，电脑 1

台，提升了小学的教学水平。职工志

愿募集 2000 余件冬衣，院购买 2000

余元的冬靴，为列村村民送去点滴

温暖。

每年召开一次全体职工运动会，

同时开展爬山、观影、诗文朗诵、爱国

歌曲大家唱等多种活动。积极参加上

级单位组织的各项文体活动，其中参

加青海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2016

年职工运动会，取得歌咏比赛、女子软

式排球两项冠军，男子篮球、男女拔河

三项亚军的好成绩。参加局2017年职

工运动会取得健身操第一名，女子软

式排球第三名，男子篮球第三，女子拔

河第二，男子拔河第三的好成绩。2018

年代表地矿局参加省国土资源厅健身

操比赛获得第一名。2019 年代表省地

矿局参加自然资源厅安全知识竞赛获

得一等奖，信仰与忠诚演讲比赛获得

第二名。

全院按照省自然资源厅、省地矿

局相关要求开展精准扶贫工作。选派

职工到驻列村工作队，对政策文件精

神宣讲、易地搬迁、扶持产业发展和转

移就业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工作：深入

开展入户宣讲，入户次数达到 200 多

次，通过大力宣讲化隆县“六个禁止”

和“十二个凡是”控辍保学措施，动员

35名辍学儿童全部入学；开展“两金”

缴纳政策宣讲，配和村两委完成 2018

年医疗保险补收及 2018 年养老金收

缴工作；异地搬迁工作按照“尊重搬迁

群众自愿”的原则有序开展；扶持产业

方面根据建档立卡户每人 5400 元产

业发展资金，转移就业方面通过在农

户中广泛宣讲脱贫攻坚领域行动计

划，积极引导农户实施转移就业脱贫

攻坚计划。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在新的历史征程中，三勘院将一如

既往地加强地勘经济建设和文明单位

创建工作，力争实现更大的地质勘查

成果，展示高原地勘更加绚丽的文明

丰姿，为青海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更大

的贡献。

高原地矿勘查的文明丰姿
——青海省第三地质勘查院省级文明单位创建记

王生明 方浙英

单位简介：

青海省第三地质勘查院下设综

合部（挂党群工作部、纪检工作部牌

子）、人力资源部、财务部、安全保障

部 4 个职能科室，技术部（总工办公

室）、勘查部 2 个生产单位。现有职

工 241 人，其中教授级高工 4 人、高

工 38 人、工程师 102 人，助理工程师

39 人，管理人员 9 人，工勤 49 人，其

中博士 2 人、硕士 51 人、本科 154 人，

大专 30 人，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才占

98%。拥有先进的仪器设备及专业软

件 2047 台套，设备资产总值 9460 万

元。能够承担完成区调、矿产、物探、

化探、遥感、测绘与地理信息技术、

地质灾害评估与治理等专业地质调

查工作。

2011 年—2018 年获青海省科学

技术进步二、三等奖 5 项。2009 年—

2017 年获得青海省国土资源厅地质

勘查或找矿成果二、三等奖 5 项，获

得青海省地矿局地质勘查、找矿成

果或科学研究成果二、三等奖 6 项。

2011 年获青海省地矿局第四届职工

文艺汇演一等奖。2016 年获青海省

地矿局职工歌咏比赛一等奖。2017

年获青海省地矿局职工运动会健身

操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