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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在建
最长高瓦斯隧道———
巴通万高速公路王家岩高瓦斯特长隧
道顺利贯通

■ 曾海波 伍振

8月 13日，笔者从中铁十八局集团建安公

司获悉，四川在建最长高瓦斯隧道———巴通万

高速公路王家岩高瓦斯特长隧道顺利贯通。

王家岩隧道全长 4958 米，是巴通万高速

公路全线 9 座特长隧道之一，也是全线控制

性工程。隧道穿越含煤地层，并且穿越红欣煤

矿采空区，原设计为低瓦斯隧道，后经第三方

机构鉴定为高瓦斯隧道，变更后左洞瓦斯设

防段全长 3700 米，右洞瓦斯设防段全长

3841.5 米，隧道共穿越煤层 26 道，最大煤层

厚度 1.18 米。

自 2017 年 11 月份该隧道进行左右洞进

洞施工以来，项目部始终坚持安全、质量、进

度齐抓共管，确保在安全生产的前提下保证

施工进度，平均掘进速度达 2.5 米每天，单口

月掘进进度最高达 103 米。

为加强高瓦斯施工管控，项目部多措并

举，先后在洞内安装了 KJ90 瓦斯自动监控系

统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监控，并采用人工瓦

检，每 2 小时人工检测一次，与自动监控系统

进行互相印证。同时，对洞内所有作业车辆、

电动设备、电缆、灯具等进行了瓦斯改造和更

换，全部采用矿用防爆型，严格实施动火审批

制度，保证洞内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洞内通

风聘请专业机构进行专项设计，严格执行 24
小时不间断通风措施，有效降低洞内瓦斯浓

度。

王家岩高瓦斯的顺利贯通为巴通万高速

公路全线顺利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据悉，巴

通万高速公路全长 120 公里，是四川省首个

“BOT+政府股权合作”模式建设的高速公路

项目，计划于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届时将与成

都—南充—巴中—汉中、广元—巴中—达州

等高速公路连接，共同构成川东北地区高速

公路网络，并大大缩短万源市与外界联络通

道，打通川东北经济发展新通道，加速带动

“革命老区”万源市及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

打通产品运输通道
“突击战”

■ 朱敏娟 杨军

7 月 10-11 日，连续两天暴雨大风，导致新

仓库一棵大树倒塌在产品运输的主干道上，造

成车辆无法通行。当前负责产品装配的分厂正

在“高速运转”，如不能及时处理倒塌的大树，各

车间已完成的产品将无法运输入库，制约分厂

装配进度。同时，给库区的安全管理也带来了隐

患。

7 月 12 日 8 点半，保卫服务中心接到应急

处理任务后，立即通知中心所属消防队对紧急

情况进行处置。消防队执勤队长杨军带领 8 名

值班消防人员携带砍刀、油锯、绳索等专用砍伐

工具，与中心领导一同赶赴现场。经过勘察发

现，现场情况处置有些复杂。倒塌的大树直径为

一米，是被大风拦腰折断的。树干隔地大约 3
米，而且折断部位的树干还连着树根。杨军将 8
名队员分成两组，准备分工合作，尽快恢复道路

畅通。

“工作时大家一定要佩戴好头盔，注意自身

安全，防止物体打击和跌落情况的发生。爬梯时

一定要有队员在下面扶梯，确保人员安全……”

开工前，杨军对清理施工进行了明确分工，并着

重强调了安全操作要求。

清理大树的工作正式打响。第一组负责清

理倒在路面上的树枝，减轻树干拖运的困难。梁

杰和黄再平用砍刀对倒在路面的树枝进行砍

伐，李龙标和彭势杰则把砍下的树枝拖离道路。

第二组负责锯断大树折断的连接部位，使倒塌

的树干脱离树根，方便树干拖运出路面。消防队

班长刘勇超带领贺含萧等人，在架设好拉梯后，

爬到树干折断处用油锯进行切割。

暴雨后的天晴，使得库区格外的闷热。树枝

上的毛毛虫正在慢慢爬行着；有毒的蚊子正在

空中成片飞舞着，队员们的脸上几乎都被蚊子

叮了好几个“大包”。爬在拉梯上的刘勇超，一手

扶着拉梯，一手用油锯进行切割。汗水顺着他的

脸庞不停流下，忍着蚊子的“骚扰”，他依然专心

致志地工作着。

树干被油锯锯断后，队员们一同将粗壮的

树干扛在肩上，放在旁边的树林里固定好。再将

砍下的树枝拖到清运车旁，把树枝用绳索固定

好后，车箱上几名队员拉动绳索将树枝拖入车

箱。队员梁杰在搬运树枝的过程中颈部掉入一

只毛毛虫，等到他发现过来并抓出后，颈部已是

红通通的一片。

临近结束，消防队员们都像从水里刚捞出

来一样全身湿透，但是没有一人抱怨。

“树枝终于全部装好车啦。”队员们高喊着

庆祝任务的完成。经过两个小时的连续奋战，库

区道路又恢复了以往的畅通。

8 月 17 日，根据“安全生产法”的“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方针，无锡

市锡山区江苏大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将“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落到实处，生产一线各

部门共 30 余位基层管理代表观摩现场，进一

步提升工厂员工面对突发安全事故的应急处

置能力。

本次演练由安保部组织，以生产一部扁

钢车间作“事故”现场，模拟了一次员工被分

条卷砸伤右腿，形成出血骨折。然后，由应急

救援小组对受伤者进行一系列现场施救（包

括止血消毒、包扎、固定、搬运、安排车辆等）。

此次应急救护演练中，代表们认真观摩

细节，积极互动，对急救要领和知识的想法与

观点。演练不仅加深了对事故应急处置流程

的印象，更能从中学习到急救操作的宝贵经

验。 杨木军 摄影报道

8 月 19 日，由中铁电气化局集团铁路工

程公司承建施工的太原市轨道交通 2 号线轨

道工程通过现场外业和内业的检查，以合格

的质量标准通过太原中铁轨道交通建设运营

有限公司组织的验收，这是太原市轨道交通 2
号线首个通过验收的单位工程。

太原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正线全

长约 23.6 公里，贯穿太原市区南北，是太原市

和山西省开工建设的第一条地铁，也是中铁

电气化局投资的 PPP 项目。中铁电气化局集

团铁路工程公司太原轨道项目部承建太原市

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铺轨任务。这项工

程包括全线正线、辅助线、联络线和车辆段、

停车场及其出入场线的轨道施工，轨道线路

全长 47.2 公里，共 73 组单开道岔，5 组交叉渡

线道岔。自 2019 年 8 月 8 日铺轨以来，面对

工期紧、任务重、交叉施工多、工序转换多变

等困难，项目部迎难而上，不断优化和调整施

工组织，在短短的 4 个多月，相继建成了龙城

大街、出入段线、南内环、北大街等 4 个铺轨

基地。进入 2020 年，为全面推进铺轨进度，项

目部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

以“保安全、保质量、保进度”为目标，开展“抗

疫情、保增长”劳动竞赛，投入轮胎式铺轨机、

轮胎式混凝土布料车、轮式混凝土罐车等机

械设备 59 台，在出入段线、龙城大街、南内

环、北大街等 4 个铺轨基地，增开了 14 个机

械化铺轨工作面、9 个人工铺轨作业面，采用

机铺、散铺相结合的施工方法，实行“工人轮

班换岗、机械不停歇”等举措，争分夺秒，昼夜

施工，创出了日浇筑道床混凝土 596 米的新

速度，受到了太原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的通报嘉奖。在建设者的忘我奋战下，2020 年

5月 15 日实现轨道线路短轨通，6 月 7 日实现

轨道线路长轨通，完成全线铺轨 47.2 公里，为

联调联试创造了条件。

太原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南起人

民南路站，经人民路、长治路、解放路，北至西

涧河站，全部为地下线，共设车站 23 座。按计

划，2020 年年底可望开通试运行，届时，山西

省将告别无地铁的历史。

(倪树斌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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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捷

近年来，企业级心理学应用产品越来越

多，这是传统的专家式心理咨询服务之外一

个新的变化。北京零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零宝科技”）创始人、CEO 吕小民接受笔者

专访时表示：“未来的心理学应用市场将会是

百花齐放的，但关键还是要看标杆产品。”

自 2008 年以来，吕小民一直专注于心理

学应用领域产品的研发和市场布局，从最初

的市场空白，到如今打造标杆产品，吕小民已

经成为心理学应用领域的最资深的专家型企

业家之一。

专注心理学应用标准化产品

2008 年，吕小民加入北京阳光易德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易德”），正式踏入

心理学应用领域。彼时，心理学应用在国内尚

属空白。而阳光易德的业务以硬件销售为主，

门槛低、竞争程度高。在阳光易德的 5 年时间

里，吕小民从总裁助理一直做到副总裁，最主

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帮助阳光易德重新规划产

品定位和形式。

经过一番市场调研后，吕小民率先提出

要打造心理学应用标准化产品，这在行业里

算得上是开创性的。当时，心理学应用市场并

不成熟，且以传统的专家型心理咨询服务为

主。“心理学应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规模

化，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大的产业。”吕小

民表示。

吕小民带领团队开始研发心理学应用领

域一系列标准化产品。这些标准化产品的测

评，帮助企业精准识别员工心理健康的指数，

从而提高了心理健康或者心理亚健康人群

95%的抗压能力。而对于产品测评识别出来

的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员工，阳光易德为其

打通了绿色就医通道。任职阳光易德期间，吕

小民带领团队开发的标准化量表达到 8 个，

其中包括焦虑指数、抑郁指数、人格测量等，

这些远远领先于行业步伐。

得益于吕小民所领导开发的开创性产

品，阳光易德迅速占领市场。4 年不到的时

间，新开拓的市场规模达到了原有市场的 4
倍之多。阳光易德在他离开时年收入已超过

2000 万。

打造标杆产品

技术上的优势，是吕小民在心理学应用

领域深耕的重要法宝。在阳光易德任职期间，

吕小民曾带领团队获得 1 项发明专利和数十

项软件著作权。值得一提的是，心理学应用领

域申请发明专利的难度非常之高。

2013 年，吕小民离开阳光易德创立零宝

科技，致力于企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应用。公

司成立近 7 年时间，零宝科技在吕小民的带

领下，专注于心理学产品的研发和服务体系

的构建。以标准化量表为例，吕小民领导的团

队将之拓展到近 50 个，而国际上通行的标准

化量表也不过是 70 个左右。

除了在软件产品上居于行业领先地位，

吕小民也领导团队率先对心理学服务的全流

程进行了标准化改造。包括线下的面对面咨

询、心理行为训练。虽然心理咨询服务的人无

法标准化，但是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事，什么

人做什么样的沟通，沟通内容是什么，留下什

么数据，吕小民将服务的所有流程进行了标

准化，将之打造成标准化的产品服务体系。

服务的标准化，不仅大大缩短了心理咨

询师的培训时间，其所出具的数据也非常有

价值。“零宝科技正在基于这些数据，开发自

有的心理学产品模型。”吕小民表示。“这一模

型，能够准确告知企业员工处于什么状态，需

要什么样的心理咨询服务；而那些处于比较

严重的亚健康状态甚至不健康状态的人群，

我们则会根据模型反馈的信息及时进行预警

并为其提供线下面谈等特别服务。”模型带来

的需求反馈精准有效，提升了产品的指向性，

从而更好地服务不同类型的人群。吕小民带

领团队开发的这一产品———“安全生产与心

理健康模型”，在原有产品上有了更进一步的

突破和创新。这一模型领先于行业，且实现普

惠化服务。目前，该模型正在申请发明专利。

这一产品也成为了心理学应用领域的标杆产

品。

先打磨产品后市场拓展

为了更好地打磨产品，吕小民在主导零

宝科技时并没有把市场拓展作为优先选择，

而是专注于一家央企进行服务。第一年，零宝

科技服务了该央企旗下 3 个分公司，之后每

一年该数据都保持快速增长，并且没有任何

一家分公司中断合作。目前，零宝科技已经与

该央企旗下 17 家分公司建立了长期合作关

系。该央企总部和分公司负责人对零宝科技

的产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近年来的稳扎稳打为吕小民开拓市场赢

得了极好的口碑和反馈，这些领先于行业的

产品表现，使得零宝科技取得了全国总工会

电教中心 8 年期独家心理健康服务提供商资

格，这也充分证明了吕小民所领导的零宝科

技及其产品在行业中的先进地位。目前公司

拥有 30 余项软件著作权，1 项发明专利也在

申请中。

“未来的心理学应用是一个百花齐放的

状态。我们将继续专注于为企业提供心理健

康服务，”吕小民表示，“我们会坚持走标准化

道路，用大数据的方式打造我们自己的标杆

产品。”据悉，与上述央企的深度合作服务，为

零宝科技沉淀了大量心理健康服务数据。基

于大数据的心理学应用产品，目前在市场上

很少。而作为行业内最早提出并践行基于大

数据打造心理学应用产品的专业人士之一，

吕小民也为其产品奠定了坚实的行业地位。

打造心理学应用领域标杆产品
———专访北京零宝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CEO吕小民

■ 陶辉亮 王海燕

今夏入汛以来，四川盆地遭遇今年以来

最强降雨过程侵袭，川内多地遭遇暴雨，成都

连日特大暴雨，汇聚多条大江大河的温江日

降水量打破多年纪录，全境接受入汛最大洪

峰考验。

暴雨！特大暴雨！连日的强降雨直接导致

岷江干流金马河段温江鲁家滩库容激增，超

过警戒水位。8 月 16 日晚，金马河鲁家滩尾

渠闸门下游顶冲段随着雨势垮塌出现险情。

汛情就是命令，防汛刻不容缓，驻温央企中铁

二十三局三公司总部企地联手，立即投入到

抗洪抢险，第一时间组织成都周边 4 个项目

的工程技术人员火速驰援抢险现场。

8月 16日晚 7点，金马河流域江安四支尾

水已经大量汇入鲁家滩，鲁家滩水位直接超过

警戒水位以上，造成堤防背坡水压增大，大量

湖水通过背坡穿透堤防。再加上泄洪口顶冲段

垮塌，无法加大泄洪力度。连续降雨及尾水汇

入，更是加重了本次抢险任务的艰巨性。

针对现场情况，该公司投入施工人员 160
余人次在抢险现场多线展开、分组作业，投入

吊车 2 台，运输车 6 辆，装载机 1台，以及大量

的安全帽、反光背心、雨衣、雨鞋、铁锹、头灯等

应急物资，调用装填防洪沙袋 6000个，在水毁

险段装投防洪钢筋笼 20多个。现场昼夜抢险，

人机不停，一人铲沙一人撑袋，空中吊运忽上

忽下，投下的钢筋笼一个个斩断洪峰逼人气

势，水毁段堤坝不断得到加固，抗洪现场始终

穿梭着抢险队员忙碌的身影。

历经两天两夜至的连续作业，抢险工程

终于拦住顶冲段水流。18 日晚上 8 点，鲁家

滩水库尾段正式开闸泄洪，汹涌的河水顺道

而下，超水位库容有控释压，险情解除。

“保护生命财产安全，与洪水抢时间，是

我们央企的责任与担当，虽然身体精疲力尽，

但我们感到无上光荣。”抗洪抢险现场负责人

孙伟如是讲道。

对于此次抢险，温江区水务局、防汛办、

鲁家滩堤防工程建设单位人员给予高度评

价。18 日下午 4 时，成都市人大副主任陈建

辉一行察看险情并看望慰问现场抢险队员，

她对现场的有序组织和专业施工表示肯定，

对驻温央企心系地方表现出来的责任担当表

示高度赞扬。陪同的该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

事尹智勇表示：作为本土企业，三公司将履行

央企社会责任，时刻关注汛情动态，随时准备

投入抢险一线，为确保汛期安全和共建美丽

温江持续献力。

企地联手 履行社会责任与担当
中铁二十三局三公司抗洪抢险金马河鲁家滩

“成熟稳重”的采煤设备
远程会诊系统

■ 吴辉 朱胡涛

这两天，皖北煤电智能公司采煤区井下电

工宋力就要和他熟悉的岗位说再见了。让他和

几位同事即将“下岗”的原因是，智能采煤设备

远程会诊系统越来越“能干了”，越来越“精准

了”，越来越“让人省心了”。

日前，刚过罢周岁生日的这套智能采煤设

备远程会诊系统再次“长本领”，“增智能”，变得

更加“成熟稳重”。随着 5G垣技术在工作面的实

际运用，更让这套系统如虎添翼。升级后的新系

统可实现远程故障复位处理、设备单双机远程

切换、设备高低速远程调速、正反转远程切换等

功能，省去先前出现问题需要人工干预进行故

障复位处理等步骤，真正实现了地面集控中心

与工作面现场操作的无缝对接。

经过一年来的调试、应用，以及事后分析研

究破解，并与上海天地、郑煤机等设备专家库成

员不断沟通交流，制定解决方案，使得实际运用

过程中遇到的难题逐一得到破解，也使得智能

公司智慧化采煤远程会诊系统更加成熟稳定，

日趋完善。

保安全 保质量 保进度
太原市轨道交通2号线轨道工程通过验收

江苏大明演练事故救护 提升应急处理能力

●中铁电气化局铁路工程公司工人在太原地铁 2 号线铺轨作业 (倪树斌 摄）

●装投防洪钢筋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