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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到了五十岁，已是知天命的年纪，一个勘探队，成功地
发展了五十年，则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这期间，有探寻的苦
恼，有失败的泪水，也有成功的喜悦。

——题记

几代人栉风沐雨几代人栉风沐雨 五十载共创辉煌五十载共创辉煌

野外勘探现场。

□马战酣 王鸿璐

“总有一个理想在大地深处闪光⋯⋯一
路踏醒荒原梦，点点灯光映苍茫，哪里有无
尽的宝藏，哪里就有我们的营帐⋯⋯”五十
年来，472 勘探队几代人一直用他们的行
动、他们的心唱着这首《心中装着一轮太阳》
的 472 勘探队之歌。

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为了解决煤炭供
需紧张局面，吉林省把找煤勘探的目光盯在
了当时本省最北部的哲里木盟扎鲁特旗境
内的霍林河（哲里木盟 1969 年划归吉林省
管辖，1979 年复归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
煤炭工业管理局和煤田地质勘探公司决定，
在霍林河组建一支勘探队伍，对霍林河地区
进行煤田勘探，因此，在国家“四五计划”期
间的 1972 年，一支崭新、年轻的煤田地质勘
探队伍在霍林河应运而生，这就是当时的吉
林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 472 勘探队。

当时，吉林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从本公
司各个勘探队中抽调身强力壮、年富力强的
勘探队员和部分干部，负责筹备组建 472 勘
探队，又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招收录用了
一 批 知 青 ，作 为 472 勘 探 队 的 新 生 力 量 。
1972 年 3 月 1 日，472 勘探队在霍林河畔正
式成立。

472 勘探队组建成立后，当年就开动了
生产钻机，对霍林河地区进行全煤田野外勘
探工作。他们当年就完成了沙尔呼热地区
年度勘探生产计划任务。当年施工并验收
钻孔 10 个，完成钻探工程量 4400 多米，所
施工的钻孔，孔孔见可采煤层，控制面积 20
平方公里，获得煤炭储量 11.2 亿吨。一个前
景远、储量大、埋藏浅的大煤田已经初步显
现。

霍林河地区发现特大煤田的消息马上
引起了各方的重视，1973 年初，勘探会战在
霍林河展开。会战勘探指挥部调动 472 勘

探队整建制、102 勘探队、112 勘探队、203
勘探队部分钻机组和普查大队大部分力量，
集中了 21 台千米钻机，配以合地震、电法、
测量、地质、水文、测井、化验等几乎所有的
专业队伍，当时可以说是举吉林全省煤田勘
探之力，仅此还不足以完成这次会战，他们
又从省外的江苏、贵州、青海煤田地质勘探
部门调配了 14 支专业队伍驻扎霍林河，远
在西安的航测大队还派出航测专家前来支
援。各路勘探力量从四面八方迅速赶往霍
林河，组成了一支 1500 多人的会战大军。

一场空前的地质会战就这样在霍林河
这片荒原上展开。

在全体参战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1973
年8月末，野外勘探会战提前3个月完成了工
期。档案馆里保留着这样的总结性记载：“施
工钻孔 455个，全部取芯，共完成钻探工程量
92529 米，当年 12 月 25 日提交的《沙尔呼热
露天精查报告》一次审查批准，获得精查储量
19.5亿吨。”

1975 年 6 月，周恩来总理在病榻上对
开发霍林河煤田作了亲笔批示。在周总理
的关怀下，霍林河煤矿很快筹备上马。

霍林河一露天矿勘探任务完成后，472
勘探队又对霍林河煤田二露天矿进行了不
间断的勘探工作。同时也对霍林河以外的
其它地区进行了煤田勘探。

1972 年—1997 年末，累计完成进尺 72
万米；施工钻孔 2914 个；已经探明霍林河煤
田储量 131 亿余吨；提交各类地质报告 30
多件。真可谓 472 人踏遍了霍林河的山山
水水，他们的勘探足迹遍布霍林河大地。

2004 年，历史再一次重演了 1973 年的
霍林河勘探会战场景，472 勘探队再次扮演
了主角。

2004 年初，472 勘探队参与了白音华

煤田二、三号露天矿勘探工程的招投标，通
过 472 勘探队的精心组织、精心设计，在众
多竞标对手中，以优质的服务，过硬的技术，
合理的价格，必备的资质，从强劲的对手中
脱颖而出，一举中标，取得了白音华煤田二、
三号露天矿勘探工程。472 勘探队迅速组
织了 116 台钻机，仅用 4 个多月的时间完成
钻探工程量 12.37 万米，完成钻探孔 549 个，
钻 探 特 甲 级 孔 率 100% ，测 井 甲 级 孔 率
100%；获得储量 22.03 亿吨。472 勘探队再
次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2009 年 6 月 26 日，在推进内部企业化
改革浪潮下，472 勘探队在通辽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注册成立了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集
团）四七二有限公司，从此，开始了一套机
构、两块牌子运行，实行内部企业化管理。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司在不断
加强内部管理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内部企业
化改革，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队伍重组步
伐，不断开拓服务领域，加大矿山服务力度，
除承担公益性地勘项目外，还承揽社会性地
勘项目，促进煤田地质事业持续、健康、快速
发展。

2002 年—2012 年是我国煤炭行业快
速发展的“十年黄金期”，472 勘探队作为霍
林河煤田的开发者、建设者之一，紧握发展
机遇，抓住黄金周期，累计探明储量 206 亿
余吨，为地方经济作出了突出贡献。

2022 年 5 月，通辽市能源局委托四七二
公司编制了《内蒙古自治区霍林河矿区煤炭
地质勘查成果总结报告》，为《内蒙古自治区
霍林河矿区总体规划（修编）》提供地质依据，
合理利用矿产资源，合理调配煤炭资源产能。

历经五十载，472 勘探队以其顽强的斗
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不断创造奇迹，为地方
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内蒙古有一个闻名全国的地勘队伍，她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煤田地质局472勘探队。这支在国家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1972年成立因而得名的472勘探队，如今已走过了半个
世纪的历程，伴随着我们共和国的成长，472勘探队谱写了一曲曲时代的凯歌。

让我们翻开那尘封的档案，看一看这支地勘队伍艰苦奋斗50年获得的辉煌成就：自建队以来，472勘探队先后探明了霍林河煤田、宝龙山煤田、塔拉营子煤田、金宝屯煤田、白音
华煤田、贺斯格乌拉煤田、吉林郭勒煤田等国家和地方重点勘探项目，累计完成进尺139.11万米，施工钻孔4949个，提交地质报告84件，已经累计探明地质储量236亿余吨，为地方
煤炭工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就是说，他们勘探出了当时全国五大露天煤矿之一的霍林河露天矿和被国家确定为13个超亿吨大型煤炭基地之一的白音华煤田。

我们拿一个数字来证明一下:累计完成进尺139.11万米!这说明472勘探队自成立以来，所勘探的深度，比通辽市到呼和浩特市的行车距离还要多出200多公里。而这每一寸进深
都是472勘探队的职工用血、用汗、用泪凝结而成。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支英勇顽强的勘探队。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四七二公司承载
着几代煤勘人的赤诚之心，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新担当
新作为，在新时代的激扬乐章中阔步前行，持
续为地方经济作出积极贡献。

四七二公司是一支专业从事煤田地质勘
探、水文地质勘查、工程地质勘查、地灾治理、
煤矿土石方剥离及矿床疏干排水工程的队
伍，曾获得国土资源部授予的“全国地质勘查
行业优秀地质找矿项目一等奖”；中共中国煤
田地质总局委员会、中国煤田地质总局授予
的“全国煤田地质系统两个文明建设先进单
位”称号；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授予的“全国煤
炭工业地质勘查先进单位”称号；中共内蒙古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党组授予的“先进基层党
组织”称号；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党
组授予的“服务型党组织示范点”称号；内蒙
古自治区职工“经济技术创新工程”活动领导
小组授予的“经济技术创新工程”活动奖；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安 全 生 产 监 督 管 理 局 授 予 的

“2006 年全区安康杯竞赛优胜企业”称号；东
煤地质局授予的“金刚石冲击回转钻进工艺
优秀科技成果奖”等 40 余项荣誉。

近年来，面对改革发展的重大任务和高
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探索融入“双碳”目标
及“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路径，四七二公司全
体干部职工在公司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聚焦
主业、奋起突围，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
把握市场机遇，抓住生产经营不放松，聚焦深
化改革不止步，坚持从严治党不松劲；上下同
心、承压奋进，破解发展难题，夯实发展根基，厚
植发展优势；起步良好、亮点纷呈，迈出了高质
量发展的新步伐。勘查主业不断稳固，多种经
营快速发展，重大项目推动有力，合作经济显现
成效，实现了企业的长足发展。企业营收、利润
同比实现“双增长”，职工人均年收入逐年增多；

“三地五矿”战略布局拓宽发展新路径，持续站
稳市场，“智慧矿山”建设擦亮四七二公司现代
化矿山服务业新名片。

同时，四七二公司将智能化矿山建设作
为推动地勘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实现转型高
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聚焦深耕矿山服务领
域和科技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努力打造“安
全、高效、绿色、智能”的现代化矿山服务业，
在提升技术创新力、推动成果转化方面，助力
地 方 现 代 化 建 设 等 方 面 ，迈 出 了 重 要 的 步
伐。公司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前提，强
化原创核心技术，依托扎哈淖尔露天煤矿、南
北露天煤矿、白音华二号矿、三号矿，立足矿

山服务行业，提升矿山智能化水平。利用 5G
技术建立监控预警系统，升级打造了智慧矿
山疏干排水系统平台，建立了调度指挥中心，
实现了监控、预警、管理“三维”一体的 5G 安
防措施，提升了矿山智能化水平，提高了露天
矿剥离运输生产作业技防水平。通过智能化建
设工艺革新，结合多年矿山服务的生产经验，以
较低的投入，减少人工成本 60%，预期效益将
增长 20%到 30%，实现了源头创效。由此而创
作的学术论文《白音华二号、三号矿疏干排水配
电室升级改造》已刊发在科技期刊《工程技术》
2022年 5月刊。专利技术“露天煤矿疏干排水
远程自动化控制工艺”，已成功申报国家级专
利。“智慧矿山”带来了经济效益和品牌力的稳
步提升，建设成果在公司“三地五矿”及周边地
区拓展推广，塑造了公司新的品牌形象，有力提
高了企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公司依托现有资源优势，找准“产业融
合”切入点，不断巩固深化矿企、地企、校企对
接合作，拓展新业务、开辟新战场，与辽宁工
程技术大学矿业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
方以“十四五”开局为新起点，以深化改革为
新契机，建立了长期有效的校企合作关系，公
司挂牌“产学研合作基地”，积极推进校企合
作共建、协同创新，加强在人才培养、项目合
作、科学研究、产学研用等方面的合作交流，
实现互惠互赢，共同发展。

多年来，四七二公司党委聚力做大、做强国
有企业的同时，始终心怀感恩，屡行善举，将社
会责任融入企业发展当中，热心公益事业从未
间断，用实际行动真诚回报社会。近年来，通过
帮扶贫困职工群众、安置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
捐款捐物助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及通辽市罕见
雪灾，联合举办公益活动，参加公益事业等，累
计捐款60余万元，彰显了新时代国企担当。

谈及今后的发展，四七二公司党委书记、
执行董事李国利信心十足。他掷地有声地说：

“挑战同时也是机遇，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要
抓住‘大地质’这个发展机遇，在未来的地质工
作中，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实现以资源为中心
向清洁资源和环境并重的重大转型。我公司将
主动融入国家战略，牢固树立市场化经营观念，
按照市场规律谋划转型发展的总体构想、产业
布局和重点任务，采用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
新方式探索深化改革的方向。”

听着李国利的话，仿佛看到了 472 这个有
着 50 年辉煌历史的勘探队，再次吹起了冲锋
的号角。

（本版图片由高军等提供）

“我为祖国找乌金！”这是 472 勘探队几
代人的追求。

一个人，无论他的理想有多么美好，都
要经历现实的考验。这一点用在煤勘人的
身上，再合适不过了。50 年来，山河作证，
几代 472 人用他们的奉献精神，谱写了一曲
曲开创者之歌。

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个个饱经风霜
的老物件，见证了 472 老地质勘探队员克勤
克俭、艰苦朴素、豪情满怀的奋斗历程，也串
联起几代 472 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建设
国家能源基地而艰苦创业、开拓市场、转型
升级、开创新局的发展史。

1972年，472勘探队成立之初，霍林河条
件十分艰苦，气候十分恶劣，冬天“白毛风”，
夏天蚊虫叮。年平均气温低，无霜期短，冻土
天数多，一年四季，刮风不断，春、秋、冬三个
季节，常常是无理由地刮起大风。就是在夏
季，也时常是有刮风伴随，早晚温差大，真可
谓“早穿棉，午穿纱，守着火炉吃西瓜”。这里
的气候，给野外勘探施工带来极差的条件，增
加了勘探施工难度。当时的生活条件也是十
分艰苦的，粮食全部靠供应购买，因为缺少细
粮，当时的城镇居民每月只能有一、二斤的细
粮供应。因为是从事煤田地质野外勘探，属
于特繁工种作业，经过向当地政府部门积极
申请，特批给 472 勘探队野外勘探的职工们
每月 5 公斤细粮，也叫饭盒粮，要凭内部印制
的细粮票限量购买，其余要全部吃玉米碴子

和玉米面，副食基本上是以白菜汤和大咸菜
为主。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472 勘探
队全体职工没有退缩，没有被困难吓倒，反而
更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

提起 1973 年的霍林河勘探会战，那一
代的老职工们怎能忘记。

霍林河地处荒漠的牧区和几百公里不见
人烟的边陲地区，会战开始时最大问题就是解
决一千多人的居住。驻地在茫茫草原深处，除
了有当时建设兵团驻扎的“五七”镇外，只有青
天一顶，枯黄草原一片。初春三月乍暖还寒，
白毛风雪稍不留神就会铺天盖地袭来，气温也
会骤然下降，紧裹着毛皮大衣也无济于事。会
战队伍千里迢迢日夜兼程赶到这里，钻探工人
没有住处，就把废地窨子、破房子等凡是人能
住的地方都清理干净，搭上板铺就能住人，比
睡在旷野强多了。当时霍林河仅有的、而且是
无人居住的“三栋房”、“五栋房”也都被地质勘
探队员们收拾一下，住上了人。

霍 林河的七八月份，天无晴日，阴雨连
绵。钻机搬迁，时常赶上下雨，钻场内泥水一
片，职工们顶雨大干，个个浇得成了泥人儿。为
了防雨水、防潮湿，工人们把自己身上的雨衣盖
在机器上，一线工人们淋着雨继续搬迁，经过不
停顿地奋战，终于保证了新钻孔按时开钻。

再说白音华煤田的勘探，其艰苦程度也不
亚于当年。白音华煤田二、三号露天矿勘探属
于立项快、上马急、时间紧、工作量大、质量要
求高的超常规勘探工程，在国内尚属罕见。按

照甲方的要求，必须在 5月—9月中旬有限的
施工时间内，全部完成两个露天矿设计 12 万
多米的钻探工程量，全孔取芯，钻探特甲级孔
率和测井甲级孔率必须达到100%。

面对这样的艰巨任务，472 勘探队上上
下下切实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和沉重的责任。
同时，也涌起了一种大战来临的刺激和兴
奋。为了抓紧工期，啃下这块硬骨头，从 3 月
份就抓紧备战，他们派出先遣队开往白音华，
载着装备的车队经过两天的跋涉，进入了只
有零星几户牧民的白音华作业现场，4月初的
西乌珠穆沁草原冰封雪冻。在这空旷的原
野，前往一线的职工吃住成了棘手的难题，没
有房屋，职工就住在牧民的牛棚里；没有床，就
把钻杆一排当成床铺；没有新鲜的蔬菜，就以
带来的干菜、土豆下饭。生活的艰苦没有吓
倒英勇的 472 人，作业的艰难每天都在考验
着。为了尽快开钻，大家冒着零下 20度的严
寒挖掘泥浆池。一镐下去一个白印，几镐也
挖不出一个碗大的坑。虎口震裂了，双脚冻
僵了，哈气在帽子上结成一层霜。尽管这样，
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反正越战越勇。

472 勘探队几代人靠的就是这种敢于啃
硬骨头的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这成功的背后，是 472人献身祖国地质事业，
继承和发扬地质勘查行业“三光荣”、“四特
别”（以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
矿立功为荣，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
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精神的真实写照。

几代人栉风沐雨呕心沥血 “我为祖国找乌金”

迈向新时代 创造新辉煌辉煌五十载 他们“心中装着一轮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