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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公路 

安全生产通讯 

本期导读  

 头条新闻——招商公路安委会

组织开展“天然气管道及电线

电缆专项检查”活动 

 安全保障——华北高速公司安

委会到基层站所、服务区检查

冬季除雪铲冰和消防安全保障

工作 

 专题报道——温州甬台温公司

众志成城 抗击“菲特”系列报

道 

 经验交流 ——北仑公司《浅

谈如何做好施工路段安全的监

管确保路面施工期间安全畅

通》 

 教育培训——贵黄公司开展冬

季防冻防滑应急演练 

招商公路安委会组织开展 

“天然气管道及电线电缆专项检查”活动 
 

2013年11月22日上午，山东青岛黄岛经济开发区中石化黄潍输油管线泄漏引发重大

爆燃事故，造成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重大损失。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获悉后立即批示，要求山东省和

有关部门、企业组织力量排除险情，千方百计搜救失踪、受伤人员，并查明事故原因，

总结事故教训，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安全生产措施，坚决杜绝此类事故。这次事故

再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丝毫放松不得，否则就

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

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吸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面对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招商公路于11月下旬组织开展了《关于开展天然气管道

及电线电缆安全排查专项活动》，对各公路公司管理范围内的管线认真排查。合计排查

天然气管线33余处、电线电缆557余处、消防设施设备202余处，共计发现隐患18处，其

中11处隐患已整改，7处隐患列入整改计划。杜绝人为因素造成的安全责任事故发生，确

保招商公路2013年内安全生产工作零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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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公路安委会要求各公司重点落实节假日期间的安全生产和人身安全工作  

 

随着元旦、春节假期的到来，招商公路安委办及时转发了上级有关做好节假日值班工作的有关通知，为贯彻落实有关通

知精神，确保各公司在节日期间的安全生产和人身安全，特要求各公司： 

1、严格落实值班制度，上报各公司值班人员； 

2、严格落实节假日安全简报制度 ，节假日后 上报《重大节假日安全情况简报》 ； 

3、加强施工场地及重点办公场所的安全防护工作，防止节日期间出现安全生产事故和火灾盗窃案件的发生； 

4、加强节假日期间公务车辆安全使用，杜绝公车私用； 

5、切实做好对下属经营单位的监督检查，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进行纠正，重大问题要及时上报招商公路。   

 

招商公路安委办 

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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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甬台温公司举办 

急救与健康知识培训班 
 
为切实增强温州甬台温公司员工

急救、互救的能力，改变日常工作、

生活中重治疗、轻预防的医疗观念，

减少常见病及职业病的发生。温州甬

台温公司于11月26日在南白象三楼会

议室举办急救与健康知识培训班，来

自各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各单位专兼

职安全管理人员以及温州甬台温公司

本部管理人员共计54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活动由温州科普健康咨

询服务中心毛瑞展主任主讲。培训内

容从实际出发，全面细致的讲解了

CPR现场紧急救护知识和处置方法，

职业病的预防与改善，办公室常见疾

病的预防和改善，并就如何进行合理

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里平

衡等四大健康基石来达到健康的目的

作了详细的讲解。培训中，毛老师还

与现场培训人员进行了互动，采用人

体模拟，详细介绍了通过穴位治疗

“肩周炎、颈椎病、腰椎肩膀突出、

键盘手”等常见病的方法。毛老师风

趣、生动的语言和精湛的专业知识赢

得了在场培训人员的阵阵掌声。 

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增强了广

大人员的急救知识，对如何预防疾病

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具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 

温州甬台温清障分公司开展2013年清障岗位技能比武 

 
为进一步规范清障作业流程，全面提升清障队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确保

所辖路段安全畅通，温州甬台温清障分公司组织全体清障队员分别于11月20日、

21日、27日举行了为期三天的清障岗位技能比武。  

 

本次比武内容包括驾驶技术测试、拖车操作、轮胎装卸、体能测试等多个项目,

参赛队员需要完成从道路停车、摆放锥形桶、观察故障车辆、沟通交流、拖车操作

（轮胎操作）、检查车辆、收回锥形桶、拖离车辆等一系列操作。通过紧张激烈的

比拼，来自清障一中队的姜方友获得第一名，二中队的鲁广新获得第二名，一中队

的刘陆获得第三名。   

本次技能比武，展示了公司清障队伍专业的技能风采，进一步提高了清障队员

操作的规范性和应急处置能力，同时，也发现了存在的差距与不足。 

队伍风采 

“小海穴” 治疗键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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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高速公司安委会到基层站所、服务区检查冬季除雪铲冰和消防安全保障工作 

 
2013年11月7日正是“立冬”节气，意味着冬季真正地到来，京津塘高速铲

冰除雪和冬季防火工作大幕正式拉开。由华北高速公司安委会副主任沈国平副总

经理带队，安委会主要成员单位的主管领导先后到大羊坊收费站、马驹桥管理所

和徐官屯服务区检查冬季除雪铲冰和消防安全保障工作。 

在检查过程中，收费分公司、养护分公司和华正公司就今冬明春的除雪铲冰

准备工作和消防安全保障工作做了简要汇报。在督促各单位做好除雪和消防工作

的同时，正值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沈总要求基层员工要提高政治敏感性、

多一点警惕意识；在除雪铲冰工作的安排上，沈总提出在遵循“先保通、后保

洁，先机械、后人工，先难点、后一般”原则的基础上，收费站要与养护所建立点对点的联系要充分利用养护分公

司在除雪方面的专业优势，规划好站区车道的开闭顺序，尽量使用机械除雪的方式，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减少人工清

雪带来的安全隐患。对于服务区砼路面的灌缝工作，养护分公司也要主动承担起来，延长路面的使用寿命，降低公

司运营成本。 

通过检查，各单位对铲冰除雪和冬季防火工作相当重视，物资、人员、设备、预案落实到位，发现的个别问题

参检的相关单位负责人承诺尽快整改。公司安委办也就年终安保内业资料建立台账、归档以及全年安全工作总结和

冬季行车安全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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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岭隧道车流高峰期 

紧急抢修纪实 
 

2013年9月29日上午，温州甬台温

公司瑞安三都岭隧道监控电源线意外垂

落，随时可能被大面积刮断，而当时正处

流量高峰，抢修需实施封道，作业还需登

高设备支持，时间紧迫作业难度大。经过

多方协调，争取各部门的配合，加上所外

勤、电工的努力作业，隐患终于在发现后

的一小时内被排除，避免线缆如被刮断采

取封道大修带来的通行费损失及地方道路

拥堵。 

早上10:00，隧道外勤在进行设备日

常巡查时，发现福州至台州方向超车道接

近出口处有线缆垂挂，仔细察看后发现是

隧道视频电源线，垂挂于距地面约3.5米

高度，垂挂线缆长度约15米左右。 

情况十分危急，当时恰是车流量高峰

期，万一有大货车刮断线缆将导致该方向

隧道视频信号全部中断，隧道中控室将失

去对隧道的监控，时间点又临近十一长

假，后果十分严重。收费所得知情况后，

迅速组织人员、车辆第一时间赶到隧道广

场与外勤和交警汇合，商量解决方案。 

考虑当时的车流量，交警只能同意封

半道抢修。垂挂线缆离地面有3.5米高，

需要登高作业。但由于情况紧急，临时租

借脚手架或从其他所借用登高车时间不允

许。收费所急中生智，求助清障公司调派

大拖车到现场协助施工。大拖车开到垂挂

线缆下方，当班外勤、电工需要将垂挂的

线缆重新放置在距地面6米的桥架上。由

于大拖车车顶与桥架还有相当距离，当班

外勤与电工只能站在大拖车顶上，借助铁

锹将线缆一段一段的挑回桥架上，紧张作

业30分钟后，整段线缆均被重新放置在

桥架上，隐患得到及时排除。 

北仑公司组织落实安全管理人员上岗资格培训 
 

为进一步提高北仑公司领导及负责安全管理工作人员的安全素质和安全监察效

能，防止和减少违章指挥、违规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三违”）行为，促进安全

工作的依法管理，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培训工作的决定》（安

委[2012]10号）和集团公司的要求，北仑公司安委办于10月22日、23日组织安排

相关安全管理人员进行上岗资格培训，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各部门负责人和安

全管理人员等共计30人参加了本次培训。 

本次培训由宁波市安全生产监督局组织，委托宁波工程学院的夏力副院长、负

责安全培训的薛清波老师和陈金山老师进行授课。三位老师分别从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安全生产法、2012、2013年交通事故报告、《国务院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

工作的意见》国发[2013]30号及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等几方面进行了精心的讲解。

随后启发学员在安全生产工作中要时刻思考两个问题： 

1、做安全工作必须明白自己的职责是什么？ 

2、自己负责的安全工作该做点什么？ 

经过两天紧张而充实的学习，大家顺利完成了各项学习培训任务，并于23日下

午通过了考试。 

本次培训不但开阔了工作视野，丰富了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理论知识，也对大家

的安全生产意识再次敲响了警钟，达到了培训的预期目的。 

培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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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做好施工路段安全的监管  确保路面施工期间安全畅通 

 
甬台温高速宁波段一期通车运营至今已长达近十四年之久，路况整体老化程度相当严重，抵抗雨、雪等不利自然气候条件的能力非常

脆弱，交通设施、安全设施、防护设施、“三大系统”等功能逐步退化。2012年11月，转让股权完成后，招商公路针对项目路段路况差、

社会反响大等现状，为重塑企业形象，铸就招商公路品质，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勇于担当，计划分阶段对本项目路段全幅进行大修，以全

方位、彻底地改善项目路段路容、路貌和路况，铸就平安通途大道。 

高速公路路面大修工程多数要采取全封闭或半封闭的交通管制措施，对道路的安全通行将产生严重影响，可能经常会出现交通拥堵，

甚至引发交通事故，将会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结合以往施工路段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经验，谈谈自己的一些浅见： 

一、细致部署施工前期准备工作，狠抓施工安全落实。 

高速公路的施工作业，稍有不慎就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或堵塞，所以加强对施工单位监督，促使其严格按照高速公路施工规范和交警部

门的要求进行安全施工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要严格施工作业审批程序，细化前期准备工作。由于高速公路施工涉及面广，影响较大，特别

是改道路段对向双向通行施工时（实行半幅封闭施工，另半幅双向通行），交通安全隐患将大大增加，因此施工前必须充分酝酿，细致准

备，将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对策进行全面的分析，需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其次做好对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的培训和指导，提高施工单位

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和业务素质。在施工前，可邀请高速交警、路政领导对所有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进一步明确安

全工作的重要性，了解在施工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措施，以及施工路段交通事故处理方法和步骤，从而增强施

工人员的安全意识，提高应急处理交通事故的能力。第三依靠联勤单位给予大力支持。以往路面大修期间，城市高速交警为更好地做好施

工现场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在每个工程施工前后，他们都会积极跟进，结合实际向施工单位提出建议；特别在道路施工之前，与施工单位

共同研究，对整个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提出具体要求，督促施工方建立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安全责任人，预见可能发生的一切不

安全因素。并协同施工等有关单位一起制订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计划和签订安全协议等，这都让施工单位在编制组织方案的时候更

加有针对性，减少了一定的安全隐患。 

二、加强对施工路段的巡逻力度和密度，快速处理路面突发状况。 

施工路段由于其特殊性，经常会出现一些突发状况，而加强对施工路段的安全监管和交通疏导工作，严厉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预

防和处置施工路段突发事故成为施工路段交通安全管理的首要任务。因此首先需加强日常的路巡工作，对巡查的时间、路线等都进行合理

调整，对易引发事故的施工路段实行巡逻监管，并要求公司巡查车辆无特殊情况都在施工现场周边进行巡查和预警，从而提高对施工路段

的监管力度。其次加强对联勤单位的沟通，及时查处交通违法行为，施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后交通压力将大大增加，事故隐患增多，而此

时的交通违法行为可以说就是交通事故的直接导火线，施工路段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引发交通堵塞和二次事故，如此恶性循环，其后

果不堪设想，因此预防违规行为的发生和及时查处，是确保安全畅通的关键；第三加强对施工现场和施工单位（包括施工区域、施工人 

员、 施工车辆等）安全监督和管理，对施工车辆（任何情况下）在中央紧急通道口开口处违规调头，除了交警对驾驶员处罚外，公司也可

对施工单位进行重罚，对施工路段的交通违法行为一定要发现一起、严厉查处一起，通过及时消除各类事故隐患，确保施工期间路面的安

全、畅通。 

三、建立施工路段交通拥堵协调联动机制，共同疏导道路交通。 

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施工路段发生交通拥堵问题往往是在所难免的，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建立起一套交警、路政、施工单

位、施救单位和公司相互协作的联勤联动应急机制。以往在北仑公司路面大修工程即将实施前，都会专门组织召开一次有交警、路政、施

救及路面大修工程施工等单位参加的联席会议，大家一起进行沟通交流，如对施工现场提出必须预留应急通道，一旦当施工路段发生交通

拥堵问题，施工单位发现情况后（在高速交警的统一指挥下），需积极进行施救和预警，以便能快速解决施工路段交通拥堵问题，在没有

发生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允许施工单位安全员先对现场进行取证，并将事故车辆移到较宽位置，恢复交通，以减少道路拥堵和封道的时

间，提高路面通行能力。 

四、加强宣传力度，取得驾驶员的理解和支持。 

为了确保高速公路施工的顺利进行，确保施工期间的道路安全畅通，减少道路拥堵时间，除了通过媒体宣传向社会发布施工通告外，

还需在每个收费所进口处安装路况信息告示牌，以方便司乘人员及时了解前方路段的有关情况，提醒驾驶员朋友谨慎、减速行经施工区

域，从而可相对减少事故的发生，得到驾驶员的理解和支持，也可减少投诉事件的发生，从而保证路面工程的顺利开展。 

 

                     宁波北仑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倪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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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无情  预防先行 

 ----华北高速公司安委会组织开展消防知识培训与逃生自救体验活动 

 

又是一年寒冬至，天干物燥与供暖用电等多重因素使得消防安全成为华北高速公司冬季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北京接连

发生的几起大火吞噬了许多无辜生命，也给我们敲响了安全的警钟。11月21日下午，华北高速公司安委会组织了各分子公司

安全管理人员和各职能部门的骨干共50余人进行了一次消防知识培训与逃生自救体验活动。耿跃兴总经理助理出席并积极参

与了此次活动。 

在活动中，华北高速公司安委会特别邀请到北京市武警消防局开发区支队的官兵携带了“新型多功能消防宣传车”和

“充气式模拟火灾逃生房”，支队作战班长崔警官首先就各办公区常备的消防逃生工具如逃生绳、灭火器、消防斧、简易面

具等的正确使用进行了详细的讲解，随后利用宣传车携带的各种设备传授了火灾发生初期的灭火与逃生要点，指导员工开始

了各项体验。 

在“逃生房”环节，体验人员需钻进黑暗曲折的房间内，保持半蹲姿势掩住口鼻小心前进，体会这种在断电、烟雾弥漫

的火场中需尽量贴近地面以减少中毒风险的同时，还需避免意外伤害的忐忑求生境遇，这样的练习切实触动体验人员的自我

保护神经，在掌握疏散本领的同时，深刻认识到火灾的无情和学习防火自救知识的必要性。在模拟窗口逃生的环节，体验人

员可以利用逃生绳从4米高度落到地面，检验了自身臂力和手脚协调能力

的同时，通过消防战士的指导了学会了减轻二次伤害的技巧。宣传车上

还配备了模拟真实火灾初期灭火的系统，并分成了“电器起火”、“厨

房起火”、“家具起火”和“油品起火”，可以进行很好的实战演练，

虽然体验者有的可以成功灭火、有的失败，但是通过消防战士的指导，

了解了不同火情的不同特点，掌握了灭火要点，受到了员工们广泛好

评。 

火，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是大自然有益的馈赠，但是利用好资源的同

时保护好生命财产安全是每个人首先要做到的。根据“北京市交通路政

行业火灾隐患攻坚整治‘铁拳’行动”的计划安排，华北高速公司安委

会也将制定配套措施，在2014年全国“两会”闭幕前，开展一系列的消

防检查、培训演练、考核验收等活动，实行网格化的消防管理模式、建

立最小消防单元、将消防安全的主体责任贯彻落实到位。 

体验“逃生房” 

逃生绳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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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黄公司开展管理路段 

天然气管道及电线电缆 

安全排查专项活动 
 

根据招商公路安委会下发的《关于

开展天然气管道及电线电缆安全排查专

项活动的通知》，11月26日下午，贵黄

公司分管安全工作的副总经理和公司安

委办、经营部、行政部及工程技术部等

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召开了“贵黄公司管

理路段天然气管道及电线电缆安全排查

专项活动”的专题会议。会上，贵黄公

司领导传达了招商公路安委会“关于开

展天然气管道及电线电缆安全排查专项

活动”的通知和精神，通报了“青岛石

油管道爆炸”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情

况，并对开展天然气管道及电线电缆安

全排查专项活动进行了相关布置和职能

分工。 

11月27日，由贵黄公司安委会牵

头，公司分管安全工作的副总经理、公

司经营部、行政部、工程技术部相关负

责人及下属收费站分管安全工作的站长

组成的专项安全检查组一道对公司管理

路段、加油站、收费站站区、食堂、站

房及公司本部的天然气、煤气管道、电

线电缆安全管理状况进行了认真、仔细

的排查。 

温州甬台温公司领导浙闽发卡点迁移工程现场检查督导 

 

11月15日下午，温州甬台温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温振亚、副总经理李

平携工程技术部、营运监控管理中心

等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到浙闽发卡点

迁移工程(以下简称“发卡点”迁移工程)工地现场检查督导工作。 

“发卡点”迁移工程事关周边地方经济发展的民生大计，是温州甬台

温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确保高速公路安全快速通行的一项重要举措。

自项目工程动工后，温州甬台温公司领导多次深入现场，检查工程质量，

察看施工进度，并多次与项目施工单位进行沟通，要求施工单位抢工期、

赶进度、保质量，充分抓住黄金施工季节，确保早日完工。 

检查现场，温振亚常务副总经理、李平副总经理一行察看了施工进

度，随后听取了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对目前工程进展情况的汇报后指出，

“发卡点”迁移工程是公司年度重点建设工程，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施工

单位工作人员要加班加点，加快施工进度，继续发扬连续作战，敢打硬仗

的优良传统，确保工期，确保质量，务必按期完工，并要求工程技术部现

场管理人员要加强管理，每天将发卡点的工程进度上报温州甬台温公司有

关领导。 

施工现场 

天然气及电缆管线排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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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抗击“菲特” 
——温州甬台温公司抗击台风“菲特”特别报道 

 

2013年10月7日凌晨，正值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 23号强台风“菲特”突如其

来，正面袭击温州，短时间内，温州市及所属的瑞安、平阳等各地区普降大雨，局部

大暴雨，成为“泽国”。受其影响，温州甬台温公司沿线部分收费所（区）收费顶

棚、房屋、收费监控设备设施、路面标志标牌、防眩板、绿化等均遭受不同程度损

坏。特别是三都岭隧道，国庆节期间日均流量已达饱和状态，“菲特”带来的强降

雨，引发洞顶山体泥石流灾害，造成三都岭隧道瘫痪，全线道路交通一度中断。在灾

难面前，作为温州地区交通主动脉的温州甬台温高速面临着巨大压力……  

 

       截止7日上午12点，经初步统计，温州甬台温公司各级单位房屋、收费设备、监控

设备及交安设施、办公设备累计直接经济损失近640万元。 

        面对强台风“菲特”，温州甬台温公司切实把确保员工生命安全和道路安全畅通

工作放在首位，始终绷紧防台风保平安的一根弦，在国庆长假期间，第一时间进行全面

动员和部署，沉着应战，科学调度，精心组织，全面部署，把台风造成的损失和影响降

到了最低程度；公司全体员工上下一心，临危不惧，团结一心，携手并肩，全力打好抗

击“菲特”保卫战。 

 ——全面部署 拉响抗台“集结号”  

迎战“菲特”强台风是一场大考。作为秋台风的“菲特”，有着扑朔迷离的登陆

路径，难以揣摩的强度，登陆期间，又恰逢天文大潮，其破坏力可想而知，这是一场

和狂风暴雨的“较量”，也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10月5日，温州甬台温公司根据

“菲特”的发展迹象发出要求各单位紧密关注台风动向、做好防范关注的通知；10

月6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和台风动向监测预警，公司在6号一早，发布紧急通

知，要求办公室、工程技术部、安全管理部等部门、各直属单位负责人、各基层单位

负责人等立即中止国庆休假，在当天14：00前必须返回单位，进入24小时应急值守状态；在紧急通知下发1小时内，启动了

防台风Ⅰ级应急预警响应，要求工程技术部、安全管理部、营运监控管理中心、清障分公司及各基层单位等迅速行动起来，

按照预案要求，切实提高警惕，迅速强化部署，加强防台风领导工作，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配合做好隐患点的安全排查，第

一时间开放避灾安置场所，供周边村民避难，确保公司员工及沿线周边群众生命安全和道路畅通。 

       按照公司领导的指示和上级相关部门的要求，10月6日下午，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温

振亚、总经理助理金学高率公司工程技术部、安全管理部相关人员，分赴南线、北线各

基层单位和在建工程施工单位抗台一线，逐个单位检查指导抗台工作的部署情况。检查

中，温振亚常务副总经理强调：务必要确保公司员工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力争将损

失降到最低，同时要紧密监测，提前做好防洪工作和自配电设备的检查准备工作，加强

道路巡查，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尽一切可能确保系统正常运行和道路安全畅通；

另外，要无条件地为沿线村民提供安全的避难场所，并为他们提供生活后勤服务，帮助

他们安心安全渡过困难时期。 

 ——多方联动，携手共战泥石流 

6日晚上11点多，强台风“菲特”来势凶猛，逐渐逼近浙闽沿岸，温州各地区开始掀起狂风暴雨，7日凌晨01时15分，

强台风“菲特”以48米/秒（中心风力15级）的速度在福鼎市沙埕镇登陆，带来特大狂风暴雨施虐着温州大地。受其影响，

公司相关设施设备受损严重。特别是由于此次台风带来的强降雨，造成管辖路段上的瑞安三都岭隧道福建方向入口洞顶山体

发生泥石流灾害，大量的碎石和泥土沿着隧道边沟涌向高速公路主干线，覆盖了路面长达几十米，堆积约有2米高，导致高

观美收费所顶棚被掀落 

 瑞安三都岭隧道泥石流灾害 

 苍南服务区绿化带遭大面积破坏 

公司领导检查指导苍南服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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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路交通完全瘫痪。上午5点多，接到险情通知后，公司迅即组织河南万里路桥和浙

江交工养护温州项目部两家养护单位80多名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抢通。6点

05分，两家养护单位到达现场，随即配合高速交警、路政对现场道路进行封道，同时

调来1台大型挖掘机、5台铲车、7辆大型运输车等设备，立即对塌方进行清理。上午7

点多，温州甬台温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温振亚率工程技术部相关人员赶赴现场，参与指

挥抢险。截止上午9点多，三都岭隧道单车道恢复通行。然而，刚刚抢通不久，又一场

暴雨来袭，造成二度塌方，阻断交通。现场多部门工作人员顶着狂风暴雨，相互配

合，历经三个小时，再一次抢通了一个车道，将被困在高速上的车辆有序放行。截止

下午18点，三都岭隧道全线贯通。期间，温州甬台温公司工程技术部经理周强、副经

理翁士晓等相关人员从险情发生到最后的抢通，一直坚守在抗台第一线；平阳收费所陈咨鑫自告奋勇，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四处

寻找快餐店，为现场抢修作业人员买来午餐、矿泉水；塘下收费所食堂临时准备了80多份面条解决了晚餐问题。另外，由于正

值国庆长假，公司南线养护单位浙江交工养护温州项目部部分工人放假回家，本次台风来的太突然，无法组织足够的人力参与

现场抢险，公司北线养护单位河南万里路桥温州项目部知晓情况后，立马抽调精干队员，第一时间从北线各个驻点赶赴现

场……，正是由于各部门通力协作，才确保了道路的安全畅通。 

        ——开辟专区，搭建临时避难所 

        温州甬台温公司所辖路段沿线居住着许多村民，房屋破旧简陋，部分居民还居住

在木板房里。考虑到本次强台风带来了几十年难得一遇的强降雨，而且持续时间长，具

有极大的破坏力和杀伤力，同时，温州甬台温公司沿线部分村民的房屋建在山体下，受

“菲特”影响，这些地方极有可能发生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属于A类地质灾害点。为

确保沿线村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浙闽主线收费所、平阳隧道所在所区内部开辟专门的

区域为周边村民提供临时避难所，10月6日傍晚，风雨开始在嘶吼，主线收费所周边

200多名村民，平阳隧道所周边100多名村民分别赶到所里躲避台风，所里为村民提供

矿泉水、面食等抗台物资，确保周边村民平稳安全的度过本次台风灾害。 

——争分夺秒，抢修设备保畅通 

7日凌晨开始，根据温州甬台温公司统一部署，中心按照“先抢通，再恢复”的抢修原则，开始争锋夺秒的对全线因遭狂风

暴雨袭击而出现故障、损坏的各类机电设施设备进行抢修维护，中心维管科组织机电维修、计重设备及收费设施维护单位第一

时间先行赶赴受灾较重的苍南收费所和苍南服务区排除发电机故障，为两个单位的抗台工作和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保障，并在7

日中午12点全线收费设备全部应急抢修完毕，满足通行条件。从那时起一直到8号，经抢修，全线计重设备、ETC车道等在台风

中受损的收费设施全面恢复正常，确保了营运工作的正常开展。 

台风过境后，各基层单位快速将工作重点从防御台风转入生产救灾阶段，动员广大职工全力以赴开展灾后自救工作。一场

较为罕见的超强台风，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灾害，同样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温州甬台温公司的广大干部职工，在灾害面前

表现出来的韧劲、拼劲、干劲和不等不靠的精神将成为公司快速发展的动力之源…… 

泥石流现场 

临时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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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黄公司开展冬季防冻防滑应急演练 
 

2013年12月16日，根据贵黄公司《2013年冬季防冻防滑应急工作任务布置会》相关工作安排，为做好公司管理路段凝冻

期间的保通工作，提高公司防冻、防滑应急救援能力，促进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与配合，熟悉抗凝冻的基本工作流程，贵黄公

司开展了2013年冬季防冻、防滑应急演练。本次演练场景设定在金华收费站，演练情景假设为凝冻自然灾害天气下，金华收

费站及周边高速公路路面、桥面冰冻湿滑，车辆无法正常通行。 

下午14点30分，贵黄公司安委会接到工程技术部报告，“金华收费站桥面发生凝冻，路面、桥面冰冻湿滑，影响行车安

全”。接到报告之后，贵黄公司安委会做出开展除冰抢险的指示。 

应急救援小组按照贵黄公司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程序迅速奔赴现场，应急救援人员在凝冻路面摆放好警示标志牌、

安全锥，养护单位工作人员向凝冻路面撒融雪盐，清运路面、桥面的“积冰”，抢险工作在应急救援小组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

进行，凝冻路面很快恢复通行。 

        演练结束后，安委办对演练过程进行了总结，

此次应急演练组织严密，贵黄公司各级信息沟通畅

通，应急装备齐全，抢险工作有条不紊。有效锻炼

了抢险人员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同时也提高了

各部门的协调能力，为贵黄公司“抗凝保通”工作

的有序开展提供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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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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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演练人员合影 向凝冻路面撒融雪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