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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加强防洪防汛
本报南昌讯（通讯员 屈俊）为切实抓好
汛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防范各类灾害诱发
生产安全事故，7 月 28 日，中铁二局南昌地铁
3 号线项目部组织领导班子及部门负责人对
施工现场基坑周边排水、结构渗漏、高大建筑
设备防风、车站周边排水、施工用电及应急物
资等进行了全面排查。
为进一步做好防洪防汛隐患排查工作，
项目部成立防洪防汛安全专项检查行动领导
小组，将动态排查责任分工落实到具体部门
和个人，针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采取看守、监
测、整治等措施，防止隐患演变为事故。此
外，为强化雨情监测预警，项目部与地方相关
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动态掌握雨情、水情和台
风影响，观云追雨，提前预判灾情，做好应对
防范，确保安全生产万无一失。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 张承林）近日，为确
保各工程项目安全度汛，为施工生产创造有
利条件，电务公司各基层项目部抓早动快，扎
实做好汛前专项隐患排查工作。
各基层项目部强化落实工作责任，成立
以项目经理为组长的汛前专项隐患排查小
组，对人员分工、排查时间、重要排查部位及
排查质量落实到人，确保隐患排查结果真实、
有效、详细。强化汛前排查，在做好日常施工
隐患排查的同时，结合实际施工生产情况，制
定排查计划，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分专
业、基层施工队等全面排查。重点对防汛特

殊路段高边坡排水系统、边坡防护稳定性及
施工路基等重点部位进行排查，确保不放过
每处安全隐患。强化隐患治理方案，根据专
项排查结果进行病害归类、汇总，科学决
策，制定科学合理的隐患治理方案，组织基
层施工队伍实时实施修复，防止小病害蔓延
扩大。强化汛期巡查力度，确保工程顺利实
施。
本报北京讯（通讯员 陈睿）目前，暴雨天
气增多，北京地区已进入主汛期，为切实抓好
汛期安全，防范各类灾害诱发安全事故，五公
司北京一亩园项目部多措并举，强化责任意
识，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深入开展隐患排查，
严防汛期带来的各类灾害和安全隐患。
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安全责任。项目部
高度重视，充分认识自然灾害引发安全事故
的严峻形势，健全汛期责任体系、强化组织领
导、层层落实责任，立即进行汛期隐患排查，
落实汛期施工安全措施，完善应急预案，加强
巡视和应急值守。
开展汛期检查，隐患专项治理。项目部
安排部署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明确重
点区域、部位，加大频次；加强对现场、驻地、
临建设施的排查，消除监管盲区，堵塞管理漏
洞，
消灭事故隐患，确保汛期安全。
完善应急管理，做到未雨绸缪。加强与
气象部门联系，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及时采取
预防措施；做好应急人员、机具、物资准备，开

多措并举力保安全

五公司一亩园项目部进行雨前安全隐患重点部位排查
展针对性应急演练；实行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
带班制，一旦发生灾害，立即启动预案，尽可
能的减少损失。
本报深圳讯（通讯员 秦坤琳）8 月 1 日，
台风“韦帕”过后，中铁二局五公司深圳地铁
10 号线项目部积极组织复工前安全大检查，
及时排除安全隐患，组织人员清除积水，修复

损坏设施，
确保第一时间恢复正常施工。
据悉，7 月 31 日，受台风"韦帕"影响，深
圳市白天至夜间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及 811 级阵风。经历狂风暴雨之后，中铁二局五
公司深圳地铁 10 号线项目部第一时间组织
队伍赶赴驻地及施工现场查看具体受灾情
况，
并及时开展灾后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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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镜”控安全
●梁明清

著名桥隧专家方明山博士
到宁奉项目做桥梁工程施工专题讲座
本报宁波讯（通讯员 刘万胜）8
月 4 日，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工程师兼沿海板块总工程师，
宁波舟山港主通道工程指挥部总工
程师兼副总指挥、原港珠澳大桥管理
局副总工程师方明山博士到一公司
宁奉项目部，进行题为《港珠澳大桥
主体桥梁工程超凡挑战》的专题讲
座，项目领导班子及全体技术人员参
加了培训讲座。
方明山博士以珠澳大桥主体桥
梁工程中一个个超凡挑战的建设历
程，将大家带入了一个桥梁建设者的
世界。鉴于桥梁工程专业性较强，为
满足大家的视听要求，他以故事的形
式从桥梁的设计理念、技术标准、施
工理念、管理理念等方面述说施工中
的一个个困难，又如何化解这些难
题。并将施工过程中最具专业性和

世界首创的部分图文、视频与大家一
同分享。
他通过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学
习、工作经历，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
给大家以启发和鼓励。列举很多桥
梁施工事故实例，指出导致问题事故
发生的成因，提醒现场人员重视施工
安全生产各环节。语言朴实而专业，
字里行间展现了对现场年轻技术干
部们未来工作的嘱托，同时传递了
“我建设、我光荣”的使命意识。
整个讲座历时 2 个半小时。讲
座结束后，广大技术人员纷纷表示，
方博士的讲座使他们受益匪浅，深受
鼓舞和启发，不仅拓宽了他们了解世
界级桥梁的眼界，而且对提升个人的
专业技术、促进个人发展，都有很大
的帮助，坚定了他们在今后工作中突
破技术难关的信心和决心。

浙江省泰顺县，是浙江最边远的县城之一，山峦起
伏，路远谷深，被称为“九山半水半分田”，至今不通高速
公路，泰顺地区人民的生活出行十分不便。但是不通高
速公路的历史，即将在“开路先锋”
的努力下，
成为过往。
文泰高速公路，连接文成、泰顺、瑞安等浙南山区，是
温州市区“1 小时交通圈”的重要一环，更是浙江省解决陆
地县
“县县通高速”
的关键。建设之始，
使命重大。
今年 7 月初，作为龙丽温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路段，
在文泰高速公路南浦溪特大桥的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
节钢管拱吊装完毕并安装到位，南浦溪特大桥实现顺利
合龙，为主体工程完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山高谷深，交通往来便离不开桥，泰顺至今保存
完好的木拱古廊桥达 30 余座，是名副其实的“桥梁之
乡”。文泰高速路段几乎都在海拔 500 米以上的大山上，
傍山临崖，桥隧比达 70%，在这里修路，过了桥梁就是隧
道，
过了隧道就是桥梁，
施工难度很大。
跨越深谷枢纽的南浦溪特大桥，全长 445 米，是文泰
项目承建的 9 座桥梁中跨度最大的一座桥，设计为上承式
钢管混凝土桁架拱桥，建设中将耗用钢材 6400 余吨，钢筋
3600 余吨。2019 年起，南浦溪特大桥的桥墩、拱座等基础
相继完成，大桥架设进入钢拱吊装的关键阶段，文泰高速
公路也进入施工的关键期。
从开始吊装到大桥合龙，南浦溪特大桥施工从来没
有轻松过。今年 3 月，首节钢拱肋开始吊装，拉开主拱施
工序幕。首节钢拱肋长约 23 米，重约 95 吨，先不说吊装
之难，连运输都是一个大问题。由于项目地处浙南山区，
仅有的县道几乎都环绕半山腰，弯道众多，交通不便。为
了确保首节钢拱肋的顺利运输至施工现场，文泰项目与
钢拱生产商先后多次对运输道路进行踏勘，制定多个运
输方案与应急举措，最终采用多模式转向运梁车将钢拱运至施工现场，并
在运输过程中安排专人、专车进行引导，使这一庞然大物安全运输到施工
现场。
“我们采用 106 吨的临时货运架空索道对 95 吨的钢拱肋进行吊装，这
个吊装重量可以算得上二局近年来桥梁吊装施工之最”，项目部经理徐天
良在吊装现场指挥着。在桥梁施工领域中，经验丰富的徐天良算得上是修
桥的“高手”，张花高速公路高墩高达 130 余米的三角岩大桥、杭黄铁路跨
千岛湖水域的进贤溪特大桥等高质量的桥梁，均是由他的团队组织修建。
对于南浦溪大桥的钢拱吊装，关系到后续节点能否顺利衔接，徐天良格外
重视，精准协调各项工序，
把控现场施工。
2 组 106 吨临时货运架空索道，通过设置于交界墩墩顶的斜拉扣挂系
统，对首节钢拱进行固定。随着徐天良一声吊装令下达后，95 吨重的钢拱
肋缓慢而稳定的完成拱肋翻身，逐渐吊运至安装指定位置后，又不停地进
行安装姿态调整，达到安装精度要求。随即，临时码接、扣锚索安装、张拉
调索等后续步骤有序推进，首节钢拱肋才算安装完毕。短短 7 个步骤，需
要经过 3 个多小时的精密吊装，而这 3 个小时，为南浦溪大桥钢拱合龙积累
了经验，
打下了基础。
随着一座座桥连接着山谷两岸，与此同时，一座座隧道陆续贯通，也在
不断缩小着山与山之间的距离，让泰顺人的“高速梦”离实现进了一步。由
于地形起伏较大，文泰高速隧道多采用分离式设计，与地形相互融合。在
面临临水临崖路段多、隧道洞口作业场地小、地质情况复杂等困难局面下，
项目部采取多重措施，一一解决隧道施工难题。进出口两端同时掘进，以
确保隧道施工进度；举办隧道南拳文明施工现场观摩，加强隧道施工安全
管理；科学安排施工方案，有效把控施工质量，在一系列的有效措施落地
后，坡头 2 号隧道还成为全路段首座贯通的超 2000 米的隧道，高速公路的
雏形不断在山谷间显现、成型。
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对通达交通的渴望溢于言表。高速公路虽然还
在建设中，当地居民对高速公路畅通后的生活满怀着憧憬。
“以后老百姓可
以更加频繁的往来，不论是进城赶集还是走亲访友，生活会便利许多”，
“高
速公路通了，我们交通更便利，也缩短了到温州这些地方的距离”，
“交通方
便后，会有更多的人走进泰顺、了解泰顺”。不仅如此，在文泰高速公路施
工的过程中，充满着建设者一脉相承的赤诚。
开工 1 年多来，建设者已经融入当地，项目职工
去镇上采购，总会收到南浦溪居民们硬塞上车
的水果和农产品，镇上的居民在闲暇时，也学会
了哼唱两句中国中铁司歌。
随着公路的建设推进，文泰高速将承载起
这一个个朴实的梦想，打通浙江高速的“最后一
公里”
。

部安装完毕，宣告新运公司“7.30”支线中隔
板安装这一重要节点目标提前完成。
广州市中心城区地下综合管廊 （沿轨道
交通十一号线） 为全国首个在中心城区试点
建设的盾构隧道预制装配式中隔板管廊工
程，穿越越秀区、荔湾区、白云区、天河区
以及海珠区，建成后将成为广州 5 区集电
力、通信以及供水等综合功能为一体的地下
“生命线”。由新运公司承建的内隔板工程为
新运公司首个综合管廊内隔板安装工程，全
长约 45.7 公里，全部采用地下盾构敷设方
式，全线共设 44 座工作井。自开工以来，
受土建移交滞后、设计方案多次调整、多专
业交叉作业影响，工期紧、任务重，且面临
管廊隧道空间狭小、操作空间有限、物料运
输困难等不利因素。为满足施工需要，按期
兑现节点工期目标，项目部设置 2 个铺板基
地 （支一井基地、支二井基地） 开展内隔板
工程施工。在中隔板安装施工策划和实施过
程中，根据现场情况适时优化和调整施工方
案，加强工序衔接，多措并举确保铺板有序
高效推进。
深圳地铁 10 号线益田停车场至福田口
岸站首条接触线成功架设
本报深圳讯（通讯员 罗志勤）7 月 28 日，
伴随着轨道车一声长鸣，深圳地铁 10 号线益
田停车场至福田口岸站首条接触线成功架
设，
圆满完成项目部接触网专业的首秀。
为贯彻样板引路，统一深圳地铁 10 号线
施工标准，项目部经过多次现场调查及讨论，
最终将益田停车场至福田口岸站左线两个锚
段确定为 10 号线的样板段。针对安全要点、
技术标准和施工工艺，项目部各部门反复讨
论，对每个环节都仔细推敲，最终确定施工
方案。随着施工负责人的一声命令，轨道车
司机密切配合，放线车匀速前行，线盘缓缓
转动，作业人员有条不紊，严格按照作业流
程进行挂线，顺利完成了样板段接触线的架
设。
四公司广汕铁路项目部首座隧道进洞
本报广东惠州讯（通讯员 李辉兵）7 月
31 日，四公司广汕铁路项目部新星一号隧道
顺利进洞，
成为本标段首座进洞隧道。
新星一号隧道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
境内，线路近北走向，全长 427.8 米。隧道
穿越剥蚀丘陵区，地形陡峭，谷沟不发育。
隧道进口路肩设计高程 67.801 米。针对隧道
进口地质条件情况复杂，为确保隧道顺利进
洞，项目部多次组织设计单位进行现场踏勘
和专题会讨论，进一步优化隧道进洞专项施
工设计方案，项目部在后续施工中将进一步
加强隧道施工安全、质量管理，确保洞内施
工安全。

唐大力 李汶骏

公司多个项目传来捷报
行各项操作规程和技术规范，严格控制盾构
机推力、掘进速度、土仓压力和同步注浆量等
各项掘进参数，加强监控量测、信息化监测指
导施工，确保盾构施工安全质量受控，保证施
工中各个环节、各个岗位、各道工序，做到了
精细、周密、无遗漏。
一公司贵阳地铁 3 号线 9 标浣纱路站、松
浣区间活塞风井围护桩首件工程通过验收
本报贵阳讯（通讯员 刘娅）8 月 1 日，一
公司贵阳轨道交通 3 号线土建九标段浣纱路
站、松浣区间活塞风井围护桩首件工程顺利
通过验收。本次验收组由贵阳市政工程质量
安全监督站、业主、设计、监理、第三方检测等
多家单位联合组成。
浣纱路站沿枣山路南北向布设，与贵阳
轨道交通 2 号线形成“T“字换乘；松浣区间活
塞风井位于城市主干道浣纱路站下方，呈“L”
型，均采用半盖挖顺作法施工。本次验收的
内容为浣纱路站围护桩 B89 和松浣区间活塞
风井围护桩 Z2。本次验收采取听取汇报、检
查现场、查看资料等形式进行。验收前召开
会议听取了项目部的首件工作施工质量自评
报告和监理单位对首件工程验收的质量评
估，随后验收小组实地查看了现场，对钢筋笼
成品质量、桩基成孔情况、工地标准化管理等
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并根据首件工
程验收管理办法仔细核查了开工报告、施工
方案、原材料取样及报验资料、测量报验等内
业资料。经讨论，
验收组一致认为
浣纱路站和松浣
区间活塞风井围
护桩首件工程资
料齐全、施工准备
充分、各项检测指
标符合设计要求，
符合验收标准，同
意通过验收。
广州市中心
城区地下综合管
廊内隔板工程
“7.30”支 线 中 隔
板安装节点目标
提前兑现
本报广州讯
（通 讯 员 彭 伟）7
月 29 日，随着支线
2# 井 至 3# 井 区 间
最后一块中隔板
成功铺设，广州市
中心城区地下综
合管廊内隔板工
程支线中隔板全
图为焦柳铁路站改施工的场景 王洋
王洋//摄

用“放大镜”控安全，就是要把
存在的小问题坏现象举一反三，自
己给自己放大，自己吓自己一跳，
从而让我们树立敬畏心态和一种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坐针毡的
心境，促使我们更快更好处理问题
隐患。
用“望远镜”控安全，就是要求
我们有超前的风险意识，提前设防
将来存在的风险源，这种超前考虑
往往能以最小的成本，把潜在风险
消灭在萌芽状态。

本报通讯员

新闻
新闻

平。

攻坚﹃最后一公里﹄

图片

经过一系列检验和测试，五公司贵南高铁项
目德里双线特大桥移动模架顺利通过验收，
成为贵南高铁广西段首个完成移动模架安装
并通过验收的施工单位，标志着德里大桥施
工进入了新的阶段。
贵南项目德里双线特大桥设计长度
829.2 米 。 最 小 墩 高 为 7.5 米 ，最 大 墩 高 为
17.5 米。采用的 DSZ32/900 型上承自行式移
动模架，具有良好的稳定性。模架采用双主
梁、两跨式结构，抗台风能力强、过孔快捷；此
外还具有可操作性好、更能适应桥下净空、动
作平稳、安全可靠等特点。模架各支腿能够
能实现自行过孔就位安装，减少了辅助设备
的投入、降低了劳动强度；模架整体可通过连
续梁实现桥间转场，主梁系统不需拆除即可
直接通过隧道空间，在提高施工效率的同时
极大降低了施工成本。
五公司苏州地铁 5 号线 16 标葑亭大道
站—阳澄湖站盾构区间顺利贯通
本报江苏苏州讯（通讯员 吴勇）7 月 28
日，历时 9 个月，五公司苏州地铁 5 号线 16 标
葑亭大道站—阳澄湖站盾构区间右线贯通。
苏州地铁 5 号线 16 标盾构区间葑亭大道
站——阳澄湖站区间隧道采用盾构法进行施
工。自 2018 年 10 月 28 日盾构始发以来，项
目部精心布置、科学安排，利用三重管高压旋
喷桩对接收洞门范围进行补充加固等办法，
最终确保了盾构机的顺利接收；同时认真执

江

笔者认为，建筑施工企业要抓
好安全生产，关键在于怎样引导项
目用“显微镜、透视镜、放大镜、望
远镜”去管控安全，使企业的安全
生产始终处于可控状态。
用“显微镜”控安全，就是要认
真细致把现场施工安全隐患排查
出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将不
易察觉的事故苗头处置在萌芽期，
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
用“透视镜”控安全，就是要透
过问题抓培训，通过对员工自我能
力、素质评价和需求培训等调查分
析，得出每名员工需要进行哪些培
训的资料，实现安全培训的“量体
裁衣”，持续提升员工安全技能水

8 月 7 日下午,中铁二局鲁南高铁 QHTJ-3 标项
目首片箱梁在梁宝寺特大桥成功架设，标志着该标
段由线下施工正式转为线上箱梁架设施工。济南
铁路局鲁南高铁工程建设指挥部、地方政府、监理
公司相关领导参加了首架仪式，并对箱梁架设工作
给予了肯定。
中铁二局承建的鲁南高铁 QHTJ-3 标工程线
路全长 42.873 公里，地跨“两市三县”，主要工程有
双线特大桥 3 座，框架桥 2 座，框架涵 14 座，路基 2
段，其中混凝土简支箱梁预制架设 1146 孔，设置嘉
祥和郓城两个梁场。新运公司项目部自 2018 年底
进场以来，精心组织、精心施工，先后克服冬季气温
低、征地拆迁难等外部影响，短时间内完成了梁场
建设，今年 4 月 22 日完成第一片箱梁的预制，截止
目前已预制箱梁 154 片并成功完成了第一片箱梁的
架设。
图为鲁南项目部首孔箱梁成功架设的情景
王洪吉 李先明 魏少华 摄影报道

焦柳铁路电气化改造六孟站站改完成
本报广西柳州讯（通讯员 王洋）7 月 29
日，焦柳铁路电气化改造六孟站站改顺利完
成，站改从下午 6 时 10 分开始，现场投入了
300 多人，奋战 3 个多小时 。
六孟站改涉及到新运公司轨道专业和电
务公司信号专业。先由轨道专业人员切割拆
除道岔，并搬离线路后，道床捡底铺设轨道，
道砟回填。同时信号专业人员进行拆除正线
出站信号机等拆除工作，随后换上了新的轨
道和设备。
五公司西藏 109 项目部桥梁下部结构全
部完成
本报西藏林芝讯（通讯员 杨强）7 月 30
日，随着霍如瓦如朗小桥最后一节墩身混凝
土浇筑完毕，五公司西藏国道 109 项目桥梁
下部结构全部顺利完成。
西藏国道 109 项目一工区共有大桥 7 座，
墩台 216 个，施工管线长、难度大。项目部提
前统筹规划，做好方案编制、技术交底，严格
盯控质量安全；全体参建员工迎难而上，主动
出击，克服了工程难点及大风、暴雨等不利天
气影响，优质高效的完成了桥梁下部施工任
务，顺利进入桥面系施工阶段，为接下来的路
面施工奠定了良好基础。
五公司贵南高铁项目德里双线特大桥移
动模架通过验收
本报广西河池讯（通讯员 查忠明）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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