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64年间累计发现藏金量2810吨，成为全国找金最多的地质队。这是六大队队员在野外找矿的一组照片。（资料图）

　　□记者 袁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扛
牢“走在前、开新局”光荣使命，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
报告》起草工作组开门写报告，启动“我向省长说句话”2023网民建
言征集活动，网民可登录相关网站、微信公众号、客户端等平台留
言。有较高参考价值的留言将报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作组，并
择优吸纳进省政府工作报告和今后的工作安排。
  “我向省长说句话”2023网民建言征集活动由省十四届人大一次
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作组、山东省人民政府研究室主办，山
东省人民政府机关政务保障中心承办，主要围绕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科教强鲁、人才兴
鲁、“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就业创业、养老托幼等23个主题，公
开征集社会各界对山东未来五年及2023年省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
  参与活动的办法很简单。即日起，可登录山东省人民政府网
（www.shandong.gov.cn）、山东政府网微信公众号、大众日报客户
端、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客户端、齐鲁网·闪电新闻客户端等平台专
题页面，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和相关主题后进行留言。

  □记者 付玉婷 报道
  本报济南11月23日讯 11 月21 日，河南安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
公司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冬季是生产安全事故易发期、多
发期。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省政府安委办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在全省
立即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同时针对冬季安全生产规律和特点全面深
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
  消防安全大检查重点组织对人员密集场所、仓库厂房、易燃易爆
单位、高层地下建筑等火灾高危单位的消防安全检查，特别是对以纺
织生产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要进行全面严格细致的消防检查，
依法实行“五个一律”措施。年底前，所有劳动密集型企业要进行一
次有针对性的应急逃生演练。
  立足冬季安全生产特点，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风险隐患排查
治理，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山东将持续开展异地执法、联合
执法、交叉执法，曝光一批重大安全隐患、惩治一批典型违法行为、
通报一批“黑名单”企业、取缔一批非法违法企业、关闭一批不符合
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
  交通运输领域，将加强雨雪、冰冻、团雾等灾害天气交通安全管
控，对“两客一危”、农村客运、桥梁隧道、客运枢纽场站、城市轨
道交通等加强安全检查，狠抓民航、铁路运营安全，严防群死群伤事
故。危化品领域，强化重大危险源企业督导检查，督促企业严格落实
防冻、防凝、防滑、防火、防爆、防静电、防中毒等冬季防护措施。
矿山领域，严查严防瓦斯、水害、火灾等严重灾害，严厉打击超能
力、超强度、超定员突击组织生产等违法违规行为。海上安全领域，
严格执行渤海湾客滚船“逢七不开”制度，严格落实大风天气商渔船
禁限航规定，督促各类船舶做好防风避风工作。建筑施工领域，严格
施工现场管理，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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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立即开展

消防安全大检查

　　□ 本报记者 孟令洋

　　冬日暖阳下，农家屋舍俨然，村街绿植连
绵，穿村而过的小溪碧水汤汤，三五个老人围
坐在村委会旁的仿古长廊内闲聊着。“村里的
大事小情都公开，放心着哩！”“修路、建
厂、发补助，这些事都是党员群众投票定
的”……见到记者，村民你一言我一语地介绍
起来。
  村集体的事，谁说了算？办得放心吗？ 
　　“大家的事大家议，大家的事大家办，有
啥不放心的！”71岁的老党员秦应勉说，“你
去村里资料室看看就知道了！”
　　刚一走进村委会大厅，就听见讨论声此起
彼伏。循声望去，滕州市南沙河镇北池村党支部
书记秦应炼正和村干部整理堆积如山的档案。
　　从2002 年开始，北池村实行村级档案备
案制，每次会议、每项事务的意见建议都有记
录、签字，确保每项决策有据可查、有据可
依。“这一百多盒档案，不仅是我们村二十年
的发展历史，也是我们基层民主自治的见
证。”秦应炼说。
　　如今，北池村远山近水、果树麦田、阡陌
交通，成为远近闻名的全国文明村。这些年村
里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环村路的修建。说起
这，秦应炼拿出党员会议记录簿，翻找到当时
关于票决环村路硬化的会议记录。
　　“地点：村文化院；内容：票决环村路硬
化；应到40人，实到31人……”秦应炼说，当
时村委会为了配合环卫一体化，计划改善村容
村貌，初步测算后需要硬化一条长1500米、宽
4米的环村路。当天的会议记录显示，与会党
员在长达4个小时的会议中，商讨了工程实施
的可行性、工程量、资金筹措等问题。临近中
午12点，30张同意票、1张弃权票通过了环村
路硬化方案。
　　“大到村集体领办合作社，小到水费、环卫费补助，每一件事都
要开会讨论。”秦应炼说，办好农村的事，关键要让“阳光”照进
来。“大事小情要公开，不能藏着掖着。公开才能公正，公正才能团
结大伙儿。”
　　怎样才能让村集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北池村推行由村
“两委”成员、村小组长、全体党员、村务监督委员
会全体成员参加的议事票决制，并明确议事范围，规
范议事提出、会前告知、会议表决及情况公开等流
程，大事小事摆在桌面上。
　　经过多年实施，北池村总结出了“支部提议、两委
商议、党委政府审核、村党员大会审议、村民议事会决
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的“阳光议事七步法”，
村内大小事务都实行民主决策。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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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为为    国国国国    寻寻寻寻    金金金金
——来来自自““英英雄雄地地质质队队””山山东东省省地地矿矿局局第第六六地地质质大大队队的的一一组组写写照照

比比金金子子更更宝宝贵贵的的是是精精神神

  □ 本报记者 李 振 付玉婷
         卢 昱 彭 辉
         宋 弢

担当

  就如“含金量”本身就意味着质
量、成色一样，黄金，这一化学元素周
期表中的79号，有着超越种族、宗教、
国家和历史界限的非凡能量，是衡量一
个国家发展水平和抗冲击能力的重要
指标。
  在相当长时间里，我们国家面对着
“含金量”不足的窘迫：新中国成立之
初，全国勘探到的黄金储量，基本是一
张白纸，年产量只有6吨左右。此后30
年间，全国金产量不到300吨，平均每
年不足10吨。而到2020年底，局面已发
生巨变：全球探明黄金资源总量10万
吨，我国达14727 . 16吨，约占15%，仅
次于南非居世界第二；当年，全球产金
3478吨，我国达365吨，自2007年以来连
续14年位居世界第一。
  这背后，是共和国寻金人成色足赤
的付出。居首功的，就是山东省地矿局
第六地质大队（以下简称“六大队”）。

  1958年，在新中国建设对黄金需求
日益凸显时，六大队的前身、一支以寻
找金矿为主攻方向的地质队应运而生。
随后的64年间，六大队累计发现藏金量
2810吨，占全国1/5，成为名副其实的
全国找金第一队。
  更重要的是，它担当起为全国黄金
勘探“打样”的使命，以一己之力，接
连拓展我国黄金产业的新版图———
  “大断裂只导矿不储矿，因此金矿
只会形成于石英脉中。”新中国成立后长
时间里，这一前苏联找金的“金科玉律”，
束缚着我国黄金勘探工作者的脚步，也
成为国家金资源生产长期徘徊的根源。
  突破困局的是六大队。自20世纪60
年代起，经过20多年的不断摸索，六大
队首创“大断裂也可以储矿”的“焦家
式”找矿理论，全国金矿勘查的境界从
此大开：在胶东，经长期剥蚀分割而破

碎的低缓丘陵、盆地边缘，以不足全国
0 . 27%的陆域面积，探得全国30%的黄金
储量，一跃跻身世界三大黄金富集区。
同时，在河南、广东、广西、辽宁、内
蒙古等地，凭借新理论指导，相继发现
了众多该类型金矿。1985年以前，六大
队勘查到的黄金总量，占全国的1/3，
“焦家式”理论在全国推广后，这个数
字变成了1/5。此消彼长，彰显的正是
六大队的“打样”作用。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全国浅部矿
基本探完，黄金开发再入低潮期。作为
全国产金第一重镇的山东，2005年前后
黄金保有储量只剩下625吨，这意味
着，如果没有新增量，按当时生产能力
仅能维持开采8年左右，到2010年，将
有85%的矿丧失生产能力。
  国家有难题，再次挺身而出的又是
六大队：新世纪之初，六大队在莱州寺
庄矿区深部探得特大型金矿，在全国率
先实现“攻深找盲”的重大突破，为打
开神州大地深层第二找矿空间提供了关
键理论与技术支撑，再一次开启了全国
金资源勘探开发新局面。

  摊开六大队金矿勘探重大成果展示
图，六大队技术总监鲍中义专门给记者
提示了两个收获累累的高产期：20世纪
90年代之前，莱州焦家两处超大型金
矿、招远大尹格庄特大型金矿、莱州仓
上的全国最大露天金矿……接连报捷；
2005年，再一次遽然发力，莱州寺庄、

莱州纱岭、乳山西涝口、招远水旺……
又一批超大、特大矿喷薄而出。
  这与中国黄金勘查史中的两个“黄
金时代”高度重合：1985年—1994年，
全国黄金探明储量快速增长，年均增长
率11%左右；进入新世纪，再一次稳定增
长，于2007年成为世界第一产金大国。
  这就是六大队在提高国家“含金
量”中的担当。

突破

  “铁矿、铜矿、铅矿等普通矿种，
岩石中目标元素达到百分含量，即10的
负2次方，就算成矿。而对金，这个数
字是10的负6次方，即一吨岩石里至少
要找到1克金。两者相差万倍。成矿带
提取的岩芯，到实验室经细碎至粒径
200目（0 . 074mm）的粉末，用火法试
金或湿法滴定等检测方法，才能测出矿
石中的金含量。”六大队地质勘查处的
范家盟，这样向记者介绍金矿勘探的
“技术含量”。
  “所以，找金的难度堪比大海捞针。
在全球，找金矿都被视为一项风险投资。
成功率多少？千分之零点七。”范家盟说。

  1985年与“两弹一星”同获首届国
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焦家式”理
论——— 《焦家式新类型金矿的发现及其
突出的找矿效果》，是我国黄金勘查领
域最重要的理论发现。其突破在于：从

石英脉型单一成矿，拓展到大断裂带蚀
变岩型也可成矿。原来的石英脉只有一
两米宽，蚀变岩大断裂带宽度则达到了
几百米，范围大大扩展了，但相应的，
单位含金量由石英脉通常一吨含金十几
克，变成了大断裂带的只有几克。因此潜
台词很清楚：找金的难度大大提高了。
  找到或是找不到，金矿都在那里。
只有对探矿规律钻之弥深弥坚，才能从
“无”到“有”找到金矿。
  像“焦家式”理论一样，六大队找
到的矿，往往都伴生着独创的成矿模式
和找矿理论，其找矿史，其实是千淘万
漉、吹尽狂沙的科技攻关史———
  热隆-伸展成矿理论：在地质碰撞
过程中，压力温度改变，深部热液上
来，金矿很容易在这条带上跑，所以必
须紧盯。
  阶梯式成矿理论：金矿比重大，斜
坡缓处更易沉积成矿，陡的地方则不易
存留，所以打钻必须选缓处打。
  ……
  弥深弥坚。地质人员文子中家离单
位只有半公里，但因怕回家干扰思考，
索性住在单位，连饭都是爱人送来，自
愿做“找矿囚徒”。地质专家李士先，
满脑子都是构造、应力、变形，去食堂
买饭，递上饭票，饭没拿转身走了；上
街买白菜，回来一看菜是空心的，只好
全部剁碎了喂鸡；吃饭时，突然沉浸在
地质构造思索中，把矿石当作馒头放进
了口中。“焦家式”理论重要参与者张
裕之，在三山岛会战中担任技术负责
人，多病并发，膝盖肿得吓人，生活不
能自理。他让人在炕前放个凳子，把雨
衣铺在地上，在炕上苦苦钻研，大小便
从炕上挪到凳子上，再从凳子上挪到雨
衣上去解。闻讯从百里外赶来的妻子，
看到他这个样子，禁不住放声大哭。
  后来，人不行了。妻子问他：“你
现在想什么？”
  他吃力地睁开眼：“就想把那篇论
文提纲写完。”

  2002年，探矿工程处工程师董泽训
带队进入青海戈壁滩。遍地鹅卵石，钻
锥跳动、钻杆摇摆， （下转第二版）

  ■编者按 不久前，在被国务院授予“功勋卓著无私奉献的英雄地质队”荣誉

称号30周年之际，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全体地质工作者给习近平总书记写

信，汇报矿产勘查工作取得的成绩，表达献身地质事业、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贡献力量的决心。10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六大队地质工作者回信，对他们弘扬

优良传统、做好矿产勘查工作提出殷切期望：“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发挥

更大作用，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贡

献，奋力书写‘英雄地质队’新篇章。”这支威名远扬的英雄团队，再次受到举国

瞩目。

  总书记回信的六大队，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在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拼

搏中有怎样的担当、突破与付出？近日，本报记者深入采访，撷取了六大队为国寻

金最具说服力的一组写照，相信会给读者一个直观生动的答案。

  □ 本报评论员

  金的分量，映衬金子般的奋斗；金
的增量，彰显金子般的担当。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给山东省地
矿局第六地质大队全体地质工作者回
信，对他们弘扬优良传统、做好矿产勘
查工作提出殷切期望。几十年来，六大
队肩负为国寻金的千钧重担，钻之弥
深，收之弥丰，足迹所至，把梦想与追
求写在神州大地，将情怀与担当融入祖
国山河，所展现出来的英雄光辉无比闪
耀。领会总书记回信精神，学习六大队
先进事迹，一种敬意油然而生，一种使
命催人奋进。
  以黄金为代表的矿产资源，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事关国计民
生，事关发展安全。其供给保障能力强
不强，直接决定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成
色、韧性和抗冲击能力。平时不显山不
露水，但一到关键时刻，其重要性可压
倒一切。六大队的一代代寻金者们，长
期扎根一线，以攀登高峰的志向，以追

求卓越的恒心，不懈坚守，攻坚克难，
累计发现藏金量2810 吨，为国家建设
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源保障和基础支
撑。回顾六大队的发展历程，想国家之所
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它的
身上熔铸着一系列关于中国资源勘查开
发的创新实践；把握六大队的精神特质，
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它的身
上浓缩着中国地矿人比金子更宝贵的自
立自强的精神内核，揭示着一个大国强
化资源保障能力的内在规律。这样的精
神、能力与担当，这样的闯劲、钻劲与干
劲，正是今天我们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坚
实底气、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寻金是拓荒，拓的是矿产资源之
荒，拓的也是理论之荒、技术之荒。遍
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史，不难发现，每
当理论研究取得突破、技术创新取得进
展，带来的往往是新一轮资源开发的突
围。回顾六大队找金史，一种对创新突
破专注、执着的坚毅态度和忘我精神，
直抵人心。首创“焦家式”找矿理论，
率先实现“攻深找盲”突破，屡次攻克

深孔钻探“卡脖子”技术难题，六大队
在实践中求真知，在探索中找规律，把
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可能”，接连
拓展出全国黄金产业的新版图。对照中
国黄金勘查史上的两个“黄金时代”，都
与六大队的探矿成果与理论突破高度重
合，这绝不是一种偶然。实践充分证明，
开拓创新是守好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底线
的不二法门，善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
域、探寻新路径，在独创独有上施展作
为，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敢于攻关，才能
不辱使命、不负重托，端牢资源能源饭
碗，筑牢发展根基，掌握发展主动。
  人找金，金也找人。地质行业有句
话，“上天容易入地难”，讲的就是勘
探之难。六大队为什么总能找到金矿？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能够吃大苦、耐大
劳。无论是高山峡谷、戈壁沙漠，还是
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六大队的寻金者
们，经千难而前赴后继，历万险而锲而
不舍，终成全国找金第一队。可以说，
六大队的寻金史，就是一部战天斗地的
奉献史、一段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它的

时间年轮上，深深刻印着勇敢、坚毅与
无畏。事实告诉我们，犯其至难方能图
其至远，环境和条件越是艰苦，越需要
砥砺奋斗精神、激荡奋斗情怀。正是在
生生不息的艰苦奋斗里，在昂扬奋发的
拼搏进取中，前行者才得以磨砺意志、
坚定信念、励志笃行，进而定义事业的
精彩、定格历史的脉动。面向未来，艰
苦奋斗更应该成为一种价值自觉、一种
行为习惯，始终保持奋斗之姿、奋进之
态，我们就没有什么山峦不能攀登，没
有什么河流不能跨越。
  奉献是金，创新是金，奋斗是金。
时代走到今天，当绿色理念熔铸发展基
底，当发展安全重要性日渐凸显，把资
源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把新
发展格局的安全底线牢牢守住，尤其需
要“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
斗”，尤其需要涌现更多披荆斩棘的开
拓者、奋进者、探索者。开启充满光荣
与梦想的远征，历史期待“英雄地质
队”书写新的篇章，也期待更多精彩
“中国故事”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