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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广告

三项新技术为西北油田插上腾飞的翅膀
P2

■ 伍振 王鹏

日前，中铁十八局集团承建的国家铁路

网重要组成部分的福（州）平（潭）铁路该集团

管段线下主体工程全部完工，进入架梁铺轨

冲刺阶段。在积极推进工程进度的同时，中

铁十八局集团福平铁路指挥部和市政公司、

二公司、三公司项目部结合现场实际工法方

案优化情况，与大学院校等科研机构合作，积

极推进项目施工科研立项及研究工作，“邻近

既有营运隧道先行导洞微振爆破施工”工法

获中国铁建科技进步二等奖、中铁十八局集

团公司优秀工法。其中，“短天窗点间隔邻近

既有隧道先行导洞微振爆破网络”技术获得

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技术，

“邻近既有营运隧道的爆破结构”技术也获得

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技术。

福平铁路全长 88.5 公里，是国家“八纵

八横”铁路网中合肥至福州铁路的重要延伸

和扩展，对完善我国区域综合交通网络具有

重要意义，全线建成通车后，不仅将助力海峡

西岸经济区建设以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加快

发展，还将大大缩短福州至平潭的时空距离，

形成半小时“生活经济圈”，充分发挥福州中

心枢纽的作用。

中铁十八局集团福平铁路指挥长杜卫军

介绍，该指挥部担负福平铁路 FPZQ-1 标正

线全长 25.475 公里和福州站至樟林站沿海

铁路上下行联络线各 4.30 公里的施工任务，

包括桥梁、隧道、涵洞、路基、三电迁改等工

程。全标段的重难点工程为闽江特大桥、乌龙

江特大桥、新苔井山隧道、新鼓山隧道“两桥

两隧”。

该项目位于福州市境内，横跨福州市晋

安区、马尾区、仓山区、闽侯县、长乐市三区一

县一市，管段内工厂、居民区、风景区、军事

区、寺庙、电力干线、国防电缆等错综交织，施

工环境复杂、干扰因素多、征拆难度大。另外

邻近既有线施工，安全风险高，工效低。沿线

新苔井山、新鼓山等 9 座隧道均并行或上跨

既有福州联络线、杭深线等沿海铁路，隧道开

挖水平与既有线净距最小为 8.4 米、最大为

160 米，垂直净距最小为 5.22 米、最大为

28.87 米。施工过程采用控制爆破，爆破振速

要求控制在 3 厘米/秒之内，且必须在天窗内

爆破，除去双休日、节假日、春运以及专特运、

防洪需要或地方重大活动影响无法批复天窗

计划，有效施工时间不足 200 天，工效极低。

另外管区 8 处路基、7 处桥梁施工邻近既有

线，安全风险极高。

为提质增效，他们积极开展劳动竞赛活

动。大战期间，在福平铁路指挥长杜卫军、党

工委书记成贵宾等指挥部“一班人”带领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

锋模范带头作用，带领全体参战员工上下同

心，群策群力，科学组织，周密安排，克服了隧

道天窗点控爆制约施工进度、多次极端天气

及台风几度侵袭及部分物资材料供应紧张等

不利因素的影响，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从而为

福平铁路按期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铁十八局集团市政公司所在工区地处

福州市区，周边干扰因素大、施工环境复杂、

红线内拆迁物密集，施工现场紧邻福州市火

车站，线路左侧靠近三环辅路，线路右侧邻近

铁路既有线，其中新苔井山隧道、山重特大

桥、管段路基均为既有线施工，部分在福州站

咽喉区内，涉及既有线控爆、设备管理单位施

工配合、天窗点审批、安全防护等影响因素；

新鼓山隧道进口下穿福州市三环辅道和机场

二期高速公路，涉及下穿段既有路交通疏导、

产权单位施工配合等影响因素。市政公司福

平铁路项目经理黄祥林、党支部书记焦剑鹏

和技术人员通过科学组织，福平铁路新苔井

山左右线联络线隧道及进出口段联络线路基

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 4：00 时提前半小时顺

利转线拨接封锁施工，联络线正式开通运营，

得到业主表扬贺信；新鼓山隧道无砟轨道施

工提前 3 个月完成施工任务。山重特大桥

0#~7# 墩台原设计 7 墩 1 台，与 2019 年 10 月

18 日福州联络线转线拨接完成后开始施工，

为了减少既有线的影响和施工难度，优化设

计后变更为 10 墩 1 台，为保证 2020 年福平

铁路顺利通车，业主下达于 2020 年春运前必

须完成山重特大桥 0 号~7 号墩墩台施工的

命令，工期紧，任务重，周边施工环境复杂。中

铁十八局集团市政公司福平铁路项目部通过

前期紧密细微的规划，合理的组织安排人员

机械，克服困难，集中力量，2019 年 12 月 31
日完成了山重特大桥所有墩台施工，比业主

节点工期提前 10 天。

中铁十八局集团二公司福平铁路项目经

理李晓波介绍，该公司承建的福平铁路闽江

特大桥全长 2563.51 延米，是福平铁路重点

控制性工程之一，该桥地理环境恶劣，地质复

杂，跨越机场高速、104 国道、福马铁路、北江

滨大道、南江滨大道、福泉高速等交通要道，

共有 8 处连续（刚构）梁。 针对桩基钻孔、灌

注混凝土受涨落潮的影响，特别是跨度 198
米连续刚构 23 号主墩承台处闽江南岸侧河

床上全是片石，钢管柱围堰无法直接插打等

施工难题，项目部展开技术攻关，优化施工方

案，合理安排施工工序，最终实现了主桥

（110+198+110）米连续刚构等 8 处连续（刚

构）梁的顺利合龙。

中铁十八局集团三公司承建的福平铁路

重难点控制性工程———乌龙江特大桥是目前

世界上跨度最大的连续刚构矮塔斜拉式铁路

桥，全长 875.3 米，位于福州市仓山区，设计

为连续刚构矮塔斜拉式桥型，主桥由三孔总

长 576 米、重达 6500 吨的钢筋混凝土桥梁组

成，为最大限度满足通航要求，跨越乌龙江主

航道的主跨跨度达 288 米，是目前世界上同

类型铁路桥梁的最大跨度。中铁十八局集团

三公司乌龙江特大桥项目经理汪百辉介绍：

“大桥距离 11 万伏高压线的最小距离只有

25 米，与既有杭（州至）深（圳）铁路的最近距

离不到 2 米，每天通过列车超过 100 对，在不

影响通航和列车运行安全的条件下，按期优

质的建成大桥，它的施工技术难度和工程风

险是极其罕见的。”开通以来，建设、设计、监

理和施工单位密切协作，战胜台风、潮水涨落

等不利因素的干扰，先后攻克复杂水文地质

条件下桥墩基础施工和桥梁超大体积混凝土

浇筑等世界级工程技术难题，使大桥的合龙

精度误差不到 8 毫米，为我国同类型铁路桥

梁的设计、施工和科研积累了成功经验。

本报讯 渊记者 李代广 实习记者 李葳冤
1 月 7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召开 2019 年持

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情况新闻发布会，河南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焦飞，省工业信息化厅

总工程师姚延岭、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总规划

师邢兆昆等参加发布会，并分别介绍了相关

情况。

据焦飞副厅长介绍，2019 年，河南省各

级各部门全面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生态

环境部关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要求，精

心部署，强力攻坚，圆满完成了年度目标任

务，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河南省按照“应装尽装、应联尽联”的原

则，持续推进自动监控设施建设,全省新增废气

监控企业 1053家、1159个排放口，新建 108家

VOCs和 199套氨逃逸自动监控设备，全省废

气监控企业达到 3488家、5203个排放口，对全

省重点涉气企业监管监控更加精细。

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工商联等 8 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在全省开展“千名专家进百县帮

万企业”绿色发展服务活动的通知》，开展“千

名专家进百县帮万企”绿色发展服务活动，出

动专家 5000 余人次，服务企业 3500 余家，帮

助企业发现各类问题 1 万余个；指导全省成

立了 26 个重点排污行业绿色发展协会，纳入

会员单位 3600 余家，树立典型企业标杆，对

行业内企业进行绿色发展综合评价和量化打

分，2 次发布重点行业排行榜，激发企业环境

治理的内生动力。

出台《河南省绿色发展基金实施方案》，

设立河南省绿色发展基金，形成不低于 800
亿元的投资规模，壮大绿色产业。面向不同领

域、不同地域、不同行业和相关单位，聘任 86
位生态环保观察员，每月 5 日全省生态环境

系统开展“企业服务日”活动，收集听取诉求

和建议，积极解答和协调解决企业绿色发展

中遇到的各类困难问题。

忠实履职
凝心聚力
四川企联第八届五次常务理
事(扩大)会议暨四川企业家
年会在成都召开

■ 本报记者 赵敏

1 月 8 日，以“忠实履职、凝心聚力，推动

企业转型升级”为主题，四川省企业联合会、

四川省企业家协会第八届五次常务理事（扩

大）会议暨四川企业家年会在成都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理事会延迟换届

的议案》，并为 10 名同志荣获“四川企联系统

突出贡献人物”颁奖。分别是凉山州企业联合

会会长洪长伟、攀枝花市企业联合会原会长

梁治玉、绵阳市企业联合会原副会长兼秘书

长李志禄、南充市企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宋先钧、攀枝花市企业联合会会长张才高、

泸州市企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何文君、

遂宁市企业联合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余玉

成、四川省石油企业管理协会原理事长张书

铭、四川省电力行业协会秘书长涂辉、金牛区

企业联合会会长陈庭章等。

2020 年，四川企联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省委省府的决策

方略，围绕自主创新驱动企业转型升级、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中心，抢抓政府“放管服”

及行业协会商会改革新机遇，提升为企业和

企业家服务质量，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努力营造发挥企业家才干的环境，忠实履职，

凝心聚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秉承“博采众

长,勤学修为”的学习理念，发扬“咬住青山不

放松”的定力，秉承“平台化发展、品牌化运

营、价值链共赢”的服务理念，真心、真诚、真

切的为企业办实事、为企业家服好务。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李堂兵

同志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回顾了四川工业发

展历程，并赞扬四川企业对经济社会所做出

的贡献。并对省企联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他指

出省企联秉承“融智创新，敬业奉献，维权服

务，自强自律”的价值观开展了众多富有成效

的服务企业和企业家的活动。他期望省企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实履职，真抓实干，

为真正成为“企业和企业家之家”而“撸起袖

子加油干”！

四川省企联副会长兼秘书长梁勤同志代

表秘书处在会上作了题为《忠实履职，凝心聚

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四川企联 2019 年

工作总结和 2020 年主要工作要点报告。2019
年省企联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

高质量发展作为企联工作的根本要求，加强

党的领导，推进融智创新，发挥系统优势，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品牌效益。咱下转 P2暂
河南开展“千名专家进百县帮万企”服务活动

荫图为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焦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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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中铁十八局集团三公司承建的目前世界上跨度最大的连续刚构矮塔斜拉桥———福平铁路乌龙
江特大桥。 伍振 摄

架梁铺轨冲刺不忘项目施工科研
中铁十八局集团承建的福平铁路工程多项工法受嘉奖并获专利

荫中铁十八局集团二公司承建的福平铁路闽江特大桥。 伍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