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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公路召开2014年度安委会会议 

2014年3月6日下午，招商公路安委会主任罗慧来在公司总部主持召开了2014

年度安委会第一次会议，招商公路安委会成员全体参加了会议。 

会上，陈元钧副总经理首先宣读了公司第一次总经理办公会关于调整招商公

路安委会成员的决议，然后明确了招商公路安委会的职责，最后部署了本年度安

全生产重点工作。 

安委会各成员就如何充分发挥招商公路安委会作用，实现总部价值进行了深

入的交流，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 

罗慧来总经理对会议进行了总结，要求招商公路安委办要脚踏实地的进一步

完善安全生产体系建设，采取各种手段切实加强安委办管理工作。 

招商局公路副总经理陈元钧莅临

甬台温公司一线检查慰问 

 

1月28日，在新春佳节即

将到来之际，招商局华建公

路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

元钧在甬台温公司董事长杨

国林的陪同下, 赴一线检查

工作并看望、慰问了节日期

间仍坚守岗位的基层员工，

向他们传递组织的关怀，致

以新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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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台温公司苍南服务区开展 

“情满旅途 与你同行”春运安全宣传活动 

 

为确保广大司乘人员在春运期间安全便捷出行，营造平安和谐的道路交通安全

环境，2月13日，甬台温公司苍南服务区联合温州交通广播、高速交警温州支队在服

务区大厅举办了“情满旅途，与你同行”春运高速公路安全行车公益宣传活动。 

本次宣传活动主要针对广大司乘人员、旅客在春运期间出行应注意的事项、高

速公路安全行车知识、道路交通安全常识以及法律法规等知识常识，通过现场动

员、发放宣传材料、有奖竞猜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有奖竞猜环节，工作人员配合

温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在服务区大厅、餐厅等场所与旅客们进行了现场互动，将宣

传资料与雨伞、环保袋、高速地图等物品捆绑一起分发给积极参与现场活动的旅

客，将安全知识寓于活动中，活动现场一度排起了长龙，气氛热烈。 

本次活动从上午9点开始到下午13点结束，耗时4个小时，共发放宣传资料、购

物袋等宣传物品200多份，咨询服务300余人次，使广大司乘人员与旅客进一步增强

了道路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的意识，营造了良好的春运交通安全氛围。 

 

落实安全责任 做好服务保障 
---华北高速公司安委会节前检查 

道路安全保畅和烟花爆竹管控工作 

 

为扎实做好节日期间高速公

路安全保畅和运营服务工作，1月

27日上午，公司安委会沈国平副

主任、耿跃兴副主任带领安委会

各成员单位主要领导，分两路对

节日期间道路安全保畅、路容站

貌、烟花爆竹管控工作以及消防

安全进行了检查。 

沈总、耿总在现场听取了各

基层单位冬季消防的一些措施和

烟花爆竹管控责任的落实情况，

同时选取了一些在以往关注相对

较少的地点进行了检查，也发现

了一些安全隐患，检查组在总结

会议上向相关责任单位提出了整

改要求。沈总最后在总结发言中

强调：各单位要落实好各项工作

预案，确保道路安全、有序运

营；做好员工安全教育，注意个

人安全，节日期间各单位在营造

欢乐祥和节日氛围的同时，严禁

燃放烟花爆竹，做好防火防盗工

作。 



贵黄公司开展春节前 

安全生产检查工作 

 

贵黄公司安委办于次日1

月28日开展了一次安全生产

检查工作。安全生产检查工

作由贵黄公司安委办组织，

经营部、工程技术部、行政

部及两站负责人组成安全生

产检查组，分别对各个站点

的配电房、储物间、食堂、

收费站办公楼、车辆、监控

室、缴款室、出纳室、收费

亭、收费天棚等设施设备，

以及收费站区域和经营路段

的路面状况、边坡、桥涵等

关键区域进行检查，并重点

排查了新近启用的贵阳东收

费站的安全隐患，针对贵阳

东收费站制作废票箱切口易

划破手指，天棚过高收费亭

飘雨造成收费岛路面湿滑等

问题，安委办与有关人员现

场协调解决并根据情况提出

整改意见。 

此次春节前的安全生产

检查，不仅有效排查了贵黄

公司在安全生产过程中存在

的漏洞和薄弱环节，还通过

宣传教育的方式强化了各部

门员工的安全意识，对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贵黄公司的安

全生产管理工作具有促进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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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阵以待迎初雪  周密部署保畅通 

 

2月9日上午，宁波迎来了今冬的首场降雪。根据省公路局《关于贯彻李强省长指

示做好公路行业保畅通保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北仑公司积极部署,迅速启动除雪保

畅应急预案。 

9日当天,公司严阵以待大雪降临，安全管理办公室及时安排巡查人员加大了道路

巡查频次，高度关注重点路段降雪及通行情况，并将路面情况及时反馈给监控中心；

监控中心准确做好信息报送、指令传达、数据采集等工作，同时利用可变情报板随时

发布路段积雪及车辆分流提示信息，以便车辆提前选择出口绕行；工程管理部及时安

排养护公司落实除冰雪物资和设备到位。 

在10日凌晨4：00接到路巡人员的报告，部

分桥面结冰对车辆通行造成影响，公司领导高

度重视，马上赶赴结冰雪较严重的渔郎岸特大

桥对保畅保通保安全工作进行了现场指导和部

署，迅速启动除雪保畅应急预案，同时联络高

速交警、路政、养护、施救等相关联勤单位马

上协同作战。首先关闭收费站进口，对主线进

行分流，随后安排养护公司在冰雪严重路段采

用除雪车进行清扫，排除安全隐患，针对上坡

路段、弯道及潘火匝道桥采用铺设麻袋、稻草

片铺设临时通道，使车辆能够安全通行。经过

有条不紊的各项措施，至上午10：00时路段恢复全线通行。 

截止10日上午，北仑公司投入养护施工人员和巡查人员60人次；撒布工业盐15

吨；草包、麻袋200只；出动巡查车10次；养护车辆7台套，公路巡查示警车3辆。无一

起安全责任事故发生，保证了管辖路段内安全、畅通，为人民群众春运期间出行提供

了一条安全放心的通道。 

 



超宽车辆预警系统安装试验成功 

——甬台温公司浙闽主线收费所利用红外线报警器防止岗亭被刮擦 

 

甬台温公司浙闽主线收费所为国家主干线省际收费所，过往货车较多，超载超宽车也特别多，收费岗亭

及其它收费设施刮擦事故时有发生，今年以来就发生2起收费岗亭被刮倒的事故。 

为切实保护在岗收费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加强收费设施的安全管理，针对浙闽主线收费所收费岗亭防撞加

固工程，公司多次指示要求浙闽主线收费所与施工单位拿出可行性的加固方案。浙闽主线收费所与工程技术

部讨论制订了多种加固方案，因浙闽主线收费所岗亭下面为地下通道、岗亭后面为地下通道上下楼梯口，岗

亭防撞加固方案在技术、施工方面难度大，防撞加固效果有限，导致加固改造工程一直未予以实施。 

今年以来，针对岗亭刮擦事件，浙闽主线收费所出台制订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如要求收费员发现超宽

车辆及时予以劝退，加强班长、保安的巡查力度，在安全岛后方摆放水码延长安全岛的长度、避免车辆驶离

车道时急速拐弯刮擦收费设施等。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车辆驶离车道刮擦收费设施的

情况有所好转，但在岗收费员只能发现车辆驾驶员一侧的情况，针对副驾驶员侧的超宽、货物倾斜情况仍无

法目测到，车辆刮擦岗亭无法完全避免。 

近期个别所领导通过在外学习交流时发现，部分省份的收费岗亭前面没有安装防撞立柱，但在安全岛岛

头前安装有类似限宽报警装置。岗亭防撞加固对岗亭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而面对超宽车辆的刮擦作用有

限。并且一旦发生刮擦事故，仍对人身安全存在一定的威胁，且设施修复难度大。而超宽车辆预警系统，能

更好的提前预警，在车辆未到达收费岗亭前就报警，可以有效的防止超宽车辆刮擦岗亭事故的发生。 

通过借鉴外省的经验做法，结合浙闽主线收费所实际，浙闽主线收费所通过多次试验，最后决定利用报

废下来的光幕基座和铁管，购买弹簧和红外报警主机一套，由系统维护员组织电工焊接制作了一套收费岗亭

防撞预警系统，安装在收费岛前方（如图所示）。限宽报警系统的立杆与安全岛沿平行，一旦有超宽车辆或

货物倾斜的车辆经过时刮擦立杆，红外线探头立即触发报警器，现场工作人员立即知道该车有超宽，可能会

刮擦到岗亭，当班班长和收费人员立即引起警觉。并制止车辆继续前进。同时立杆在弹簧的作用可立即弹

回，车辆刮擦报警系统不会对设施不产生损坏，该系统安装一个星期以来，已成功预警到3辆超宽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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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高速公司顺利通过北京市交通行业 

2013年度运营管理与安全生产检查 

    

由北京市交通委路政局李亚宁副局长带队的北京市交通行业检查组一行人，在22

日来到华北高速公司就高速公路养护、运营监管、安全生产与安全维稳等工作进行考

核。公司沈国平副总经理、耿跃兴总经理助理率相关人员迎接了本次检查。 

结合1月20日北京高速公路行

业视频会议上的华北高速公司所做

的汇报，外业检查组成员首先在大

羊坊收费站检查了文明服务和信息

公示等情况、并沿线查看了大羊坊

至马驹桥路段的养护情况，最后到

马驹桥管理所检查铲冰除雪的应急

保障工作。内业检查组则就安全制

度建设、隐患治理排查、信息报

送、路网管理、应急管理和综治维稳等工作的基础资料展开了全面检查。 

本次检查，公司各单位提供的资料详实齐全，道路养护状况良好，受到检查组好

评。在总结环节中，检查组对公司“率先完成高速公路广播覆盖”、“路况检测和桥

梁检测项目公开招标”、“桥下空间定期清理”、“自行开发票据管理系统”、“开

展了‘百日安全竞赛’等丰富多样的安全文化建设活动”等亮点提出了表扬。同时也

就“提高路面管理水平”、“启用‘路面养护信息管理系统’”、“建立‘一岗双

责’的制度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建议。最后李亚宁副局长强调，2014年是落实“十二

五”交通规划的关键年，全年有IPAC会议、国庆65周年活动的保障任务，2015年又

要迎接国家干线公路养护管理检查等，因此，华北高速公司要发挥“精细管理、无痕

服务”的精神，进一步提高道路养护和应急保障水平；另外还要认清当前严峻的消防

形势，重点提升“四个能力”建设，度过一个愉快、祥和的新春佳节！ 

温州甬台温公司浙闽站 

发卡点顺利开通试运行 

 

近日，温州晚报、温州商报等

一些地方新闻媒体同时发布甬台温

公司浙闽站发卡点（以下简称“新

发卡点”）正式开通试运行的信

息，引起了市民的广泛关注。新发

卡点的建成通车，为方便市民出行

带来了福音。 

温州甬台温公司原浙闽主线发

卡点位于浙闽交界处9公里长下坡

路段，于2003年12月31日通车，因

地势险要，易发生交通事故，被称

为“华东第一坡”。为解决长期存

在的安全隐患，公司高度重视，曾

两次选址建设新发卡点。 

2013年10月初经省政府批复同

意，新发卡点设在台州方向观美互

通处（主线桩号：K1819+800），

距最早2003年所建发卡点

（1821+600）北移1.8公里，按5条

车道（含1条ETC车道）的标准建

设。为确保新发卡点在春运之前投

入使用，公司领导多次到现场指导

工作，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施工

单位克服时间紧、任务重、标准

高、要求严等挑战，确保了工程的

顺利完工。12月16日零时许，浙闽

站发卡点正式开通试运行。 

新建成通车的发卡点，将有效

解除安全隐患，并为市民提供良好

的出行环境，也为分水关长下坡路

段安全畅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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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覆盖  零容忍  严检查  重时效 

     ——贵黄公司开展安全生产重点工作专项检查 

 

2月25日，在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召开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安全工作会

议。，贵黄公司领导会后高度重视，要求安委办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基础

上，根据会议传达的有关精神和下达的工作任务，立即组织开展公司所辖路段及

收费站区的安全生产重点工作专项检查。 

2月26日，在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贵黄公司副总经理、安委会副主任董志率

经营部、行政部、工程技术部及下属收费站对公司所辖路段，收费站区开展了一

次安全生产重点工作专项检查。本次检查采取突击检查、不听汇报的方式，按照

“全覆盖、零容忍、严检查、重实效”的要求，直奔收费一线、直插基层单位开

展检查工作。 

在检查现场，检查组人员按照检查方案中的具体检查项目，结合安全生产重

点工作专项督查的通知要求，对贵黄公司本部、各收费站以及公司所辖路段进行

逐一检查，重点对办公楼的电源、插座、用电设施及站区煤气管道进行检查。除

此之外，检查组还对贵黄公路（贵阳至清镇段）、贵阳东出口机场高速公路两路

段共计40公里的沿线边坡、波形护栏、标志标牌及路面情况进行了仔细检查。 

根据上级机关在安全生产重点工作专项督查中提到的六项工作要求，针对督

查工作要重点检查“回头看”工作部署、落实和进展情况。此次检查工作重点对

2013年11月27日检查的设在贵黄公司所辖路段上的煤气、天然气管线进行复查，

从检查结果上看，施工方已按照上次检查中提出的整改意见，将临时管道拆除后

改道铺设。 

本次开展的安全生产重点工作专项检查，不仅对前期安全检查工作中发现的

问题进行了复查，还对一些新发现的有安全隐患的重点项目进行逐一检查，确保

贵黄公司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省交通运输厅胡继详副巡视员莅临

温州南督查指导春运准备工作 

 

2014年春运为1月16日至2月24

日，共计40天，为确保春运安全畅

通，1月7日，省交通运输厅胡继详副

巡视员在市公路局副局长杨长中、高

速路政大队大队长王航宇等的陪同下

莅临温州南收费所督查指导春运准备

工作，公司副总经理李平陪同查看。 

李副总就温州南目前的车道运行

情况及春运准备工作情况作具体介

绍。温州南作为温州的形象大门，为

确保畅通，车道从原来4进8出扩建为

6进12出，收费棚也进行了重新设

计，目前，出口新增车道已投入使

用，入口新增车道将于1月10日正式

投入使用，车道的扩建大大减少了车

道拥堵现象，也为即将到来的春运提

供了安全、畅通的保障。同时，公司

对于温州南收费现场的文明创建工程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加强文明服务

提升，确保周边环境的绿化卫生等，

多方面齐抓共管以提升窗口形象。 

胡继详视察了现场情况后，表示

温州交通系统春运工作准备早、谋划

早，思想重视到位，特别是温州南收

费所在车道扩建工程的压力下安全、

保畅工作十分到位，下一步要对收费

现场的周边的环境进行改善，增加绿

化，提升收费站的整体形象。他强调

要按照保通保畅防拥堵，优质服务送

温暖，安全顺利保平安的总体要求切

实开展春运工作，加快各类路面施工

进程，提早准备雨雪天气的物资机

具。要及时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发现隐患立即整改，更进一步加大路

面洁化、美化力度，要确保人民群众

走得安全、舒畅，确保春运大局全

胜。 



货车侧翻司机被困 

女收费员砸窗救人 

       ——甬台温公司塘下收费

所紧急处理现场危情 

 

1月6日上午，甬台温公

司塘下收费所（以下简称

“塘下收费所”）发生了惊

险的一幕：一辆红色的半挂

车在收费站内广场侧翻，车

上货物洒了一地，两名受伤

司机被困，油箱漏油……危

急时刻，女收费员金丹挺身

而出，抡起灭火器砸碎了货

车的挡风玻璃，在几位过路

司机的帮助下，将两名被困

司机安全解救出来。 

 

——***事情经过***—— 

 

1月6日上午6点50许，塘

下收费所女收费员金丹正在

ETC双向岗亭（班长岗亭）记

录当班特情信息，清洁工老

周在清扫完内外广场后让她

签字确认。此时，广场上突

然传来一阵巨响。出于本能

反应，金丹立即起身查看，

原来是一辆红色的半挂货车

侧翻在台向与温向来车交汇

处的内广场…… 

见此情景，金丹立马打

电话将现场情况向营运监控

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

心”）汇报，随后拎起岗亭

内的灭火器，与清洁工老周

一起向事故现场跑去。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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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北仑公司开展桥涵通道排查工作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宁波北仑港高速公路路段管辖范围内共有桥涵、通道约130座、匝道11个，且很多

临近村庄，附近居民喜欢在桥下堆放柴草、树枝等易燃物品，极易引发火灾，成为桥

梁安全的一大隐患。 

春节前夕，为保障桥梁安全运营，同时结合省公路局下发的《关于立即组织开展

全省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北仑公司安委办于1月16日，组织开展

了的一场专项安全大检查，为确保排查工作不走过场、不搞形式，由公司领导带队分

两组对所属桥涵、通道情况进行检查；一组往奉化方向、一组往北仑方向。 

检查人员高度重视，都将此次大排查大整治活动，作为当前行业安全管理工作的

重中之重，认真做到逐个桥涵、逐个通道、逐个匝道的地毯式检查，要求做到不留一

处死角、不放过一个漏洞、不留下一处盲点，逐一登记排查情况，同时对桥下有堆放

柴草、树枝、生活垃圾、毛竹等易燃物品的桥梁认真登记，并详细注明桥梁名称、通

道桩号、堆放物品名称及其他影响桥梁安全的隐患，以便做到桥下整治有的放矢。经

过大家细致的排摸，本次检查共发现存在三处隐患：S1高速K27+428新安庙大桥下河道

边停放的水泥船上有柴草； K20+430生姜漕大桥下两孔范围内堆放柴草；K16+023中桥

下有违章搭建。 

检查结束后，北仑公司马上联合高速路政、道

路养护人员对排查出安全隐患的桥涵、通道进行了

集中清理，确保桥梁的安全。 

针对北仑公司管辖路

段桥梁空间管理乱堆乱

放，发现问题滞后、治理

难度大等难点，公司安

全管理办公室试行将所

有的桥涵、通道等桥下

空间分段实行承包责任

制，落实责任人，由日常道路巡查人员负责检查管

理，每天分段负责进行排查、记录、上报，通过建

立循环排查隐患长效管理机制，把潜在的风险点控

制在萌芽状态中，促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等各项工作得到有效落实。同时办公室做好

抽查监督工作，对巡查人员加强日常教育和培训，深刻认识桥下堆积易燃物引发火灾

后的严重危害，并将把每个人的检查情况列入绩效考核，提升大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努力将桥下管理工作由被动治理行为转为主动防范行为。 



主编单位： 

招商公路安委会 

 

编辑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华北高速安委会 

北仑公司安委会 

甬台温公司安委会 

贵黄公司安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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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页） 

到现场后，发现事故车整车侧翻，车上物品洒落一地，车内有两名司机受伤被困，

无法动弹，而且油箱遭撞击后正在往外冒油……危急情况下，金丹并没有慌乱，迅即拨

打中心电话，进一步汇报现场情况，并要求救护车支援。在救护车赶来的间隙，金丹一

边让清洁工老周帮忙到收费现场通报情况，一边询问被困司机的伤势情况。当看到副驾

驶室的司机由于车辆侧翻被卡住身子无法挪动，油箱又不断往外漏油的情景，为了安全

起见，在征得驾驶员同意后，金丹决定先破窗救人。由于一时半会找不到称手的工具，

再加上时间紧迫，于是，金丹抡起手中的灭火器，对着挡风玻璃的四边角落一阵猛砸。

几轮猛砸后，原本破损的挡风玻璃，彻底松动。金丹冒险救人的一幕，感动了过往的多

名过路司机。在大家的合力帮助下，顺利将挡风玻璃拉扯了下来，两名被困司机也得以

安全解救。而此时，救护车也已经到达了现场，并将受伤司机送往附近医院。 

见事态已经得到控制，金丹拎着完好的灭火器，返回收费岗亭，继续收费亭的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