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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通讯 

“平安公路”创建活动全面启动 
      招商公路及下属各公司在第二季度全面启动“平安公路”创建活动，各公司

根据自身特点组织安全隐患排查、专项治理、培训演练、宣传竞赛等活动。 

“平安公路”创建活动 

    为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招商局集团关于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部署，根据集团

《关于下发〈招商局集团“平安交通”创建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招厅发企

字〔2013〕17号）文件精神，招商公路安委会根据公司特点，于2013年4月制定

了“平安公路”创建活动实施方案。 

    为组织好本次创建活动，招商公路对下属公路公司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将

活动实施方案下发到各公司，并要求各公司在第二季度开展各公司的自查工作。

招商公路安委会将于第三季度组织安排在各公司进行实地检查。从目前各公司反

馈情况来看，均对“平安公路”创建活动给予高度重视，结合当地实际开展了积

极有效地专项治理等工作，取得了一定效果。 

    为丰富“平安公路”创建活动内容，提高招商公路安全管理工作水平，招商

公路安委办特组织编制了《招商公路安全生产通讯》（季刊），《通讯》内容主

要由各个公司提供的稿件组成，旨在给各公司提供一个安全生产工作中的宣传教

育、经验交流的平台。 

    截至第二季度末，招商公路安全形势平稳，“平安公路”创建活动按照进度

正常推进。 

本期导读 

     2013年6月，是全国第

十二个“安全生产月”，各

公司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安全

生产月活动，详情请见内

文。 

     桥下违建和堆积物是个

重大隐患，各公司领导带队

深入现场，切实抓好隐患排

查治理工作，成果显著，详

情请见内文。 



    为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年”各项部署，推动活动取得实效。公司召开安全生产月

动员会议，积极组织筹备“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要求各单位紧紧围绕“强化安全基

础、推动安全发展”这一主题，重点突出安全文化建设这一亮点，通过集中开展一系列安

全生产宣传教育、自查自纠等专项活动，营造良好氛围。 

    一是开展安全生产事故警示教育周活动。通过观看《职责》、《生产安全事故典型案

例盘点（2013版）》，剖析典型案例和身边事故，进一步吸取和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广大

员工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二是举办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要求各单位利用

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所、作业区域等场所设立专场咨询台，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悬挂横

幅、张贴标语、开展签名活动等方式组织开展咨询工作；三是开展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演练

周活动。要求各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广泛开展针对性强、形式多样的专项应急演练，增强从

业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从业人员防灾、逃灾、避灾和自救、互救能力和预案的可操

作性；四是开展隐患大排查活动。根据招商公路“平安公路”创建活动实施方案要求，要

求各单位、部门开展自查活动，形成隐患排查治理人人有责的良好安全氛围；五是开展安

全生产教育培训活动。提高各单位负责人、管理人员和全体职工安全意识；六是开展“打

非治违”知识竞赛活动；七是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活动；八是开展“安康杯”竞赛和“青

年安全生产示范岗”活动。 

查隐患 保畅通 华北高速防汛安全检查 

甬台温公司精心部署“安全生产月”活动 

    6月14日，公司安全日这一天，由公司安

委会副主任沈国平副总经理、耿跃兴总经理

助理带队，一行17人对全线9个基层站、所、

服务区进行防汛安全检查。 

    检查组首先来到公司的防汛重点--铁路

顶进桥泵站，在马驹桥管理所张杰所长的引

导下，检查组认真的查看了排水泵机组、应

急物资库，并观看了发电机试车演示，带队

领导对泵站的准备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随

后检查组查看了防止雨水倒灌的集水池设

施，以及公路西侧朝阳物流口岸客水汇流现

场，张杰所长详细汇报了外部水系汇入公路

排水系统造成的隐患情况。 

    随后，检查组沿线检查了大洋房站、廊

坊站、杨村站、杨村所，徐官屯服务区、机

场站、军粮城所、塘沽站，听取了各站、所

长的重点汇报。带队领导详细询问了去年

7.21特大暴雨期间两处涉险的具体情况和防

范措施。计划财务部经理田英明针对收费票

据的存储问题向各收费站提出了切实做好防

潮、防盗、防火的要求。 

    沈总最后提出要求：第一，各单位、部

门要认真组织落实，对以往的经验、教训要

认真总结，确保员工的人身安全。第二，在

防汛工作中，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沟通，

密切联系，职能部门要发挥作用，对发现问

题，要主动承担，及时解决；对存在隐患的

设备、设施要及时维修、保养，未列入计划

的防汛工程项目，要根据需要，追加经费，

确保防汛工作落在实处。 

甬台温公司安全资讯日活动 

        6月7日上午，公司精心组织，多

部门协同行动，在苍南服务区广场设

立宣传点，突出“强化安全基础 推动

安全发展”这一主题，组织开展了安

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参加此次活

动的有公司领导及高速交警、高速路

政、安全管理部、运营管理部、清障

分公司、苍南服务区等单位相关人员

共2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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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高速大洋房站检查集水池 



贵黄公司消防培训和演练 

    受近日高温天气的影响，高速公路时有汽车自燃事故发生，进一步在广大员工中树立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的思想。增强员工的自我保护能力和对消防突发事件

的应急处理能力，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 

    5月24日，贵黄公路公司金关收费站组织收费员进行了一次消防安全应急演练。此次

应急演练采用“理论学习与现场演练”相结合的方式，由收费站电工向参加应急演练的人

员讲解火灾预防、火场自救以及火场逃生等消防安全知识。随后，参加应急演练的人员来

到金华收费站实地进行灭火演练，在实际操作中学习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掌握扑灭起火点

的技巧。 

    6月6日，贵黄公路公司邀请贵州省政安消防知识宣传中心的郑小伟教官为大家举办了

一场主题为“让家庭远离火灾，让消防意识深入人心”的消防知识安全培训。贵黄公路公

司安委会副主任庞启荣和收费站各级人员参加了培训。 

    培训结合近年来发生在高速公路上的火灾案例，就火焰燃烧的原理、火灾的分类、消

防检查工作、疏散逃生、火灾现场救护等方面的知识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整个宣传活

动得到了全体员工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宣传培训取得圆满成功。 

    通过两次培训演练活动，丰富了员工的消防安全知识，增强了他们的消防技能，为公

司安全形势的稳定和收费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仑港公司接受宁波市公路管理

局安全生产和“三防”工作检查 

    6月8日下午，由宁波市公路管理

局安全法规科牵头、养护管理科、路

政管理科、建设管理科、收费公路管

理科等科室组成的检查组对宁波北仑

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开展的安全生产

及“三防”工作落实情况进行了检

查，公司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汇报了公

司安全产生和“三防”工作，并陪同

实地检查了公司路面、桥梁及桥下空

间进行实地察看。 

    检查组就如何做好隐患排查及公

路安全隐患整治等问题对公司提出了

具体要求，指出需加大对沿线桥梁结

构物及桥下空间和路面附属设施的管

理，并希望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措施、经费及“三防”预案等方面能

够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建议我司对公

路桥梁、高边坡、高挡墙、防撞护栏

等公路设施的养护管理要以安全为重

点，以效率为中心，切切实实的落实

安全生产和“三防”工作的各项安全

管理措施，保持安全生产形势的总体

稳定。 

    总体上说，检查组认为自招商局

接管以来，各项工作都在不断推进，

有了较大的起色，希望再接再厉，把

安全生产及“三防”工作做得更好。 

2013年度贵黄公司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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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高速“百日安全竞赛”

活动 

    为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各级行业

主管部门关于安全生产和安全工作的

指示精神，着力提升公司的安全管理

水平和各类事故的防范与处理能力，

公司安委会决定于6月1日至9月8日

组织开展为期100天的“百日安全竞

赛”活动。本次活动采取“六个一”

活动方式，即开展一次隐患互查、一

次安全措施大讨论、一次安全口号征

集、一次安全主题征文、举办一次安

全讲座、举行一次安全应急演练。 

    “百安”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面

向公司各岗位员工开展了安全口号的

征集活动，得到了广大员工的积极响

应、收到了大量稿件。在6月9日的

评选过程中，经过由公司安委办、党

群工作部、综合办公室和三个分子公

司代表组成的7人评审小组的多轮评

选最终，养护分公司马驹桥管理所冯

燕萍提交的“人人规范来施工，安全

二字记心中！”摘得头名，华正公司

姜高伟的“走文明路，行安全车，做

谦让人，享和谐生活！”和养护分公

司马驹桥管理所谢宇的“重安全，促

进步，华北人共圆企业腾飞梦！”并

列第二名，养护分公司谢立新和曹正

的3条口号获得第三名。评审委员会

另外选取了十条较为优秀的口号，以

资鼓励。获得前三名的口号均已制成

条幅，于6月14日公司安全日之际在

各站、所、服务区和高速公路沿线可

变情报板上进行展示。 

甬台温公司的四边三化行动进行时 

    高速公路桥下堆积物和违章建筑的存在时刻威胁着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安全，为此

甬台温公司下大力气组织人力物力对桥下安全隐患开展了持续数月的整治清理工作。 

    2013年春运开始前，为确保公司管辖高速公路有一个安全、绿色、畅通的行车环境， 

1月25日，公司联合高速路政对前期安全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飞云江大桥南北岸桥下

堆积物进行了集中清理和整饬绿化。飞云江大桥南北岸桥下空间存在大量堆积物，主要是

废旧木材、塑料、稻壳等易燃物品，以及违法搭建的养鸡棚，这些堆积物既妨碍了周边群

众的正常通行，也有损当地卫生和形象，更重要的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公司安全管理

部、工程技术部联合温州高速路政部门等相关人员共计20余人，对该点进行了整顿清理；

为巩固整顿效果，在清理完桥下堆积物后，用推土机等工具对该点的泥土进行了凿送，公

司委托有关单位在此地种上绿化，美化桥下环境，从而彻底消除安全隐患，确保高速公路

桥梁运行安全。此次联合整治共清理木材、塑料10余方，稻壳50余袋。 

 

    春运开始后，为了进一步确保春节、春运

期间各项工作安全平稳有序，结合温州市“四

边三化”工作要求和公司杨国林董事长的工作

指示。2013年2月1-4日，公司各直属单位、部

门分成五个检查组，明确检查重点，多管齐

下，对管辖路段进行全方位的安全隐患大排

查。各收费（隧道）所、服务区开展自查

活动。检查组一行对部分堆积物进行了整

顿清理，现场清理建筑木材10余方。 

    2月22日，公司携手高速路政部门对

白鹭屿桥下环境乱象展开整治。共清理堆

积物50余方，拖移货车7辆，切割并移除

铁皮房4间，约30平方，修补被破坏的防

护网10块，约40余平米。 

    2013年2月26日，温州甬台温公司再

次携手高速路政三中队在飞云—平阳段开

展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桥下堆积物清理行

动，为高速公路桥梁排除定时炸弹、消除

安全隐患、保护路产路权。此次行动共出

动警车2辆，铲车2辆，轻卡车2辆，工作

人员20多人。现场清理的物品种类繁多数

量巨大：凤池特大桥桥下砖胚3000多

m2，空啤酒瓶20多m³，废旧垃圾及木材

60多m³，据估算总价值20多万元。（接

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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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3月1日，温州甬台温公司连续奋战，继白鹭屿大桥、张家湾大桥、凤池特大

桥、飞云江北岸大桥桥下堆积物清理之后，再次掀起了高速公路“三化”整治的高潮。 

    这次行动旨在清除飞云江南岸桥下堆放的

木材、违法搭建的鸡棚和高速公路控制区内的

违法搭建的棚屋，进一步深化和巩固“三化”

整治成果。此次行动共出动人员20余人，出动

作业车辆4辆，清理桥下堆积物200余立方，焚

烧大量垃圾及杂物15余立方，捣毁鸡鸭棚屋2

个，特别在G15（沈海高速）1774K+600米处

（即飞云江大桥）桥下，有个别人拆了护栏，

把家安在桥下，而且发现用煤气烧菜做饭，令

所有在场人员倒吸口冷气，工作人员当场制止

并搬离。同时，对破损的防护网也进行了修

补，杜绝违法行为死灰复燃。 

    为了继续贯彻落实温州市委、市政府“四

边三化”总体部署，加快改善高速公路“四

边”区域的环境面貌，2013年3月25日下午，

杨国林董事长带领公司党委副书记温振亚、经

营分公司经理陈建武、工程技术部副经理翁士晓等相关人员，实地督查高速公路沿线、互

通区、服务区等洁化、绿化和美化工作。 

    今年开春以来，公司不断加大管辖路段植

树绿化力度，观美、苍南、平阳、飞云和塘下

互通区的绿化提升工作推进有力，已完成植穴

开挖，3月26日共种植香樟树、夹竹桃、栾树等

15123余株；同时，飞云江南岸大桥、白鹭屿大

桥桥下堆积物整治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近期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部署，按照《交通运输部关于

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结合招商亚太安委办和省公路局通知，要求及时了解

和掌握管辖路段内安全生产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强化各项工作安全措施的落实到

位，切实防范和消除重特大事故

的发生，公司安全生产领导小组

于2013年4月16日组织公司各部门

相关领导，分别分成三个检查组

对管辖路段的路面、桥涵、桥下

租赁场所、服务区和收费所进行

了一次全面的安全生产大检查。

（接下页） 

北仑港公司“深入细致查隐患 逐条落实抓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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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度安全形势 

    公安部交管局4月２８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

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交通事

故总体平稳，事故起数、死亡

人数、受伤人数、直接财产损

失同比分别下降３１．２％、

２８．６％、２９．７％和２

４．０％。但高速公路较大以

上交通事故仍在高位徘徊。 

    公安部交管局有关负责人

分析指出，一是华东、中南、

西南片区大事故多发，分别占

总数的２２．８％、３３．

３％、２４．６％。二是超速

行驶、疲劳驾驶仍是事故主要

原因，事故起数分别占总数的

１３．５％、７．７％。三是

追尾碰撞事故仍是高速公路典

型事故形态，占事故总数的７

１．１％。四是货运车辆、私

用车辆肇事比例高，分别占总

数的４４．２％和３０．

８％。 

广而告之 

    第二届高速公路安全保畅与应急

管理工作交流会将于7月11-13日在辽

宁省大连市召开，详情可查询下列网

址：http://www.china-

highway.com/htmls/anquan.htm 



主编单位： 

招商公路安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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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后） 

华北高速安委会 

北仑港公司安委会 

甬台温公司安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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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稿 

    为加强各公司之间安全生产工作的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

平，招商公路组织编制了本《招商公路安全生产通讯》。旨在将各公司在开展安全生产宣

传、培训、演练、隐患排查、安全处置等有关安全等内容汇总编辑，面向招商公路和各公

司进行宣传，为各公司相互学习交流创造一个平台。 

    请各公司指派固定信息员于每季度末前提供本公司安全生产相关的稿件2-3篇，每篇信

息字数200-500字内，如有配文字图片最佳，不限稿件形式。 

    各公司来稿请Email至huangyan@cmhk.com，标题请注明“安全生产投稿”。 

                                     招商公路安委办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118号 

招商局大厦31层 

 
 

电话: 010-5652 9000 

传真: 010-5652 9111 

电子邮件: huangyan@cmhk.com 

    北仑所外广场的进口船岛前防撞水马安全设施设置不足；姜山所灭火器材使用年限过

期等；路面、桥涵检查组对全线路面进行查看检查，虽未发现存在对行车有重大的安全隐

患，但是有部分桥面连接缝、

伸缩缝等破损严重，如宁波往

北仑方向K30+200等，同时也发

现有的桥面纵向裂缝较严重，

特别是K31+200、K30+950桥

面，需立即进行维修,并请专业

人员进一步加强检测。 

    检查组对本次检查的安全

隐患，检查组已予以书面一一

列出并发隐患整改通知书，责

令相关责任部门限期整改。截至通讯员发稿时，根据公司安委办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落实整

改情况的逐一跟踪,至目前除了路面坑洞、桥面接缝、桥面伸缩缝、桥面纵向裂缝有待进一

步处理外，其余项目都已整改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