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丰富硒现代生态农业产

业园”项目作为德瑞通江总部经

济建设首个项目，总投资 3亿

元，主要发展生态农业循环种养

基地，打造国家级现代农业园区，

既符合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要求，

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全省现代农

业园区建设现场会会议精神的

具体行动，得到了巴中市委、市政

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项目

建成后，将进一步拉动通江特色

农业产业加工、休闲观光、物流运

输等行业发展，对扩大就业渠道，

助力群众增收，推动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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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丙驹

位于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的德丰富硒现

代生态农业产业园项目于 8 月 28 日正式开

工建设。巴中市副市长王毅出席在通江县原

至诚园艺场举行的开工仪式并宣布项目开

工。通江县委书记孙辉在仪式上表示，德瑞集

团通江总部经济建设项目，作为通江农业重

大招商引资项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巴中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扶贫开发局局

长王伟，通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森儒，县政

协主席闫丕川，四川德瑞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严玉德出席开工仪式。开工仪式由县

委副书记代堃主持。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取得初步成果

据孙辉介绍，近年来，在巴中市委、市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通江认真按照全市“三个

四”产业发展要求部署，立足“绿色、生态、有

机、富硒”特色优势，深入实施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大力发展茶叶、生态养殖、银耳等

特色优势产业，初步形成以北部干果、南部养

殖、中部中药材、小通江河食用菌、大通江河

茶叶为重点的全域梯级产业发展新格局，并

成功创建“第二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和

全国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走出了一条经济

发展与生态建设共赢的新路子。

现阶段，通江将全力建设“德丰富硒现代

生态农业产业园”项目。“德丰富硒现代生态

农业产业园”项目作为德瑞通江总部经济建

设首个项目，总投资 3 亿元，主要发展生态农

业循环种养基地，打造国家级现代农业园区，

既符合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要求，也是全面贯

彻落实全省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现场会会议精

神的具体行动，得到了巴中市委、市政府的高

度重视和大力支持。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拉

动通江特色农业产业加工、休闲观光、物流运

输等行业发展，对扩大就业渠道，助力群众增

收，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政企通力协调合作
巩固脱贫成效

对于德丰富硒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园项

目，四川德瑞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了相关情

况的介绍。据了解，德瑞集团的主要发展领域

在教育、高科技生态农业方面，多年来，凝聚

全员智慧，奋力攻坚克难，取得了骄人成绩，

在企业所在领域享有较高声誉。而且经过多

年的发展，德瑞集团荟萃行业精英，拥有一支

效率一流、服务一流的服务队伍。

四川德瑞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严玉

德相信，公司能够与相关政府部门密切配合，

做好项目建设，加快推动通江县现代农业发

展步伐。

“我们将倍加珍惜此次合作机遇，进一步

加大统筹协调力度，为项目推进、企业发展营

造良好环境。”孙辉表示，“各级各部门要主动

作为、密切配合、强化协作，全力做好项目建

设保障服务各项工作。希望德瑞公司按照协

议约定和项目规划，加快项目建设，确保项目

尽早建成达效，为促进通江农业发展、巩固脱

贫成效、助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最后，王毅、王伟、孙辉、杨森儒、闫丕川

等领导和嘉宾还为项目开工培土奠基。

出席开工仪式的通江县领导还有县委常

委何洁明、副县长万学成。

■ 马琳 王军卡 王玉才

站在黄土塬上眺望远方，峁梁交错、沟壑

纵横。微风掠过，黄土漫天。在这样的环境条

件下，蒙泰不连沟煤矿高精度三维地震勘探

项目的队员们，正艰难地进行着勘探施工。

承担项目施工的是中石化地球物理华北

分公司工程物探中心以及其他单位参战员工。

“蚂蚁啃骨头”艰难推进项目
项目工区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

旗蒙泰不连沟煤矿矿权区，区内为黄土塬和

山川丘陵地形。一眼望去，大大小小、深深浅

浅的沟壑遍布工区，数不胜数，也许这就是

“不连沟”地名的由来。

项目于 4月份启动以来，因疫情防控，政

府各部门、政务大厅等人难找、流程多、审批

慢，再加上不连沟煤矿、西安煤科院、中国煤炭

地质总局物测队三方的复杂关系，项目在前期

运作中处处受限，前期工作进展十分缓慢。

6 月上旬在推进钻井和采集作业过程

中，由于当地复杂的煤地关系，爆发了大面积

阻工现象，导致项目被迫阶段性停工；面对这

种情形，华北分公司连续召开党委会和领导

班子会议，集思广益，分析利弊，形成了“坚定

信心，项目再难也要攻坚，要发扬担当作为精

神，以蚂蚁啃骨头的劲头，把项目拿下来”的

项目共识。另一方面项目值守人员分片包干，

走村入户，一家一家做好村民的工作，同时，

积极拜访项目所在地准格尔旗政府、镇政府，

最终取得了政府强有力的支持。

监督全方位 赢得“免检”结论
该项目是煤炭行业历史上物探投资金额

最大的勘探项目，也是华北分公司首次承担的

最大煤田勘探项目。甲方对项目重视程度大，

质量要求高，安全管理严。甲方和协作方派出

的监督人员众多，其中项目的投资方不连沟煤

矿派驻第三方监理 7人，项目施工协作单位中

煤科工西安研究院派驻 10 人，中国煤炭地质

总局派驻 8人。每天半数以上人员都进驻现场

监督，在质量安全上全方位监督检查。

面对“极其苛刻”的要求，项目全体人员

秉承“质量就是生命，安全就是效益”的理念，

严格管理，严格要求。测量工序，在石油行业

要求误差为 50 公分的情况下，项目做到了精

细测量、精确放样，把平均误差控制在 10 公

分范围内；在钻井作业上，以井深“差半米也

不行”的要求，确保井深达到标准，经得起甲

方监督人员采用“铅锤绳和电子探头”双重检

验；检波器严格按照坑深 20 公分要求埋置。

项目高质量的管理和运行，最终赢得了

三方监督对施工中测量、钻井、放线等工序下

达了质量免检结论，并由衷地赞扬，“中石化

的队伍就是作风过硬，是我们信得过的队

伍”，并表示，今后有项目将继续真诚合作。

上产提进度 项目领导“拼了”
道路曲折，过程坎坷，“近乎难产”的不连

沟项目迎来“柳暗花明”，逐步进入全面稳定生

产阶段。华北分公司工程物探中心，这支年轻

奋进的团队重拾信心，精心制定施工计划，精

准施策，多措并举，有力推进生产提速提效。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项目的快速推

进，离不开项目班子成员的团结一致和身体

力行。项目经理张晓焱每天早上 5点起床，在

员工出工前，有序紧张地安排工作；项目党支

部书记王军卡，在项目上既是支部书记又兼

生产队长，施工以来，一天只能睡几个小时，

但一到工地，他就精神焕发，仪器、炮班、线

班、钻机班哪里需要他就出现在哪里，白净的

小伙子，一个月下来脸晒成了“黑蛋”；副队长

李晓华负责钻井工作，每天在钻井、下药、通

井工序来回奔波，一脸的憔悴，一身的疲惫，

天天连饭都不能够按时吃上一顿。为了上产

提进度，他们都拼了！

特殊地区，抓地方工作，做到了人人都是

工农员。项目施工前期，成立了由生产技术负

责、青赔员、测量员组成的尽职调查小组，协同

当地村委干部、社长对全工区进行地毯式摸

排，重点对容易产生工农纠纷的暗坟、窑洞、水

窖、土地庙、民房等做好测量标记，提前规避补

偿风险，保证了各工序有效推进；员工入场，项

目部制定了详细的工农培训计划，根据前期实

际案例和大量图片制作成 PPT，对参与施工的

所有人员分班组进行地方工作培训，以提高其

规避风险的意识，提升处理工农矛盾的能力；

工地施工，青赔人员带领村社协助人员分片包

干，及时处理突发矛盾，确保一方平安。

注重提速提效。项目注重利用好每天的

有效时间，人员早到工地，每天做到早开仪器

查道、早开炮；今年下雨频繁，每天由专人收

集当地气象局信息进行发布，精准指导生产，

他们注重打好时间差，雨后及时进入工地查

看，只要人能进地，施工人员就穿上雨鞋也要

坚持施工。

优化施工方案 精打细算创效
注重成本节约。针对甲方提出的二盘区

和三盘区分开采集的方案要求，项目部对施

工方案进行了优化调整，共减少用工 70 余

人，减少运输车辆 10 台， 咱紧转 P2暂

筲父与女 筲文化与传承 筲幸福得像花儿一样

德丰富硒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园项目开工
助力通江现代农业发展

物探人亮剑不连沟

荫测量在高原之上。

荫开工仪式

电气化局智能装备在京雄
现场会首次公开亮相

我国高铁“四电”施工
智能化实现重大突破
■ 曹筱璐 侯欠欠 刘辉

9 月 3 日，中国铁建电气化局京雄城际

铁路建设工地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

分别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副总经理王同军，

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雄安新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陈刚，国铁工管中心主任汤晓

光，北京铁路局总经理狄威、副总经理韩星

俊，雄安高速铁路公司总经理张英龙等领导

和专家。他们是专程前来观看由该集团三公

司联合科研单位共同研发生产并投入使用的

接触网三型智能化装备。

据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万传军介绍，这是我国自主研发投入使

用的第一款接触网三型智能化装备，也是该

装备第一次“公开身份”对外亮相。

京雄城际铁路正线全长 92.785 公里，其

中，利用既有线路 3.7公里，新建线路 89.085公

里。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承担电力、牵引变

电、接触网、通信、信号及其配套房屋工程建设。

2018年 10月，项目上场后按照国铁集团

“把京雄城际铁路打造成新时代中国高铁建设

标杆和典范”的要求，以“精品、智能、绿色、人

文”理念，统领精品工程、智能京雄建设。针对

“智能京雄”建设涉及的核心专业———接触网，

成立了智能化装备研发领导小组和现场推进

小组，在充分调研国内外高铁“四电”施工现状

基础上，把研发智能化装备目标定位于国内首

创、国际先进。联手科研院，协同研发，形成了

一整套科学严密的设计方案。

智能化预配系统投入使用后，吊弦自动

化预配生产线，通过吊弦识别、自动捆扎、铜

绞线插入接线端子深度核对、自动索检和一

键出线等功能聚成，每根吊弦压接速度只需

要 2 分 30 秒，一根吊弦成套组装速度只需 3
分 50 秒；智能化腕臂预配平台生产线，通过

自动完成腕臂送料、下料、切割、钻孔、接触网

零部件装配、标识腕臂信息等工序，实现快

速、精确预配组装接触网腕臂装置，每组只需

要 5 分钟。

智能化建造装备投入使用后，一是接触

网支柱组立智能装备预先使用智能底座对支

柱地脚螺栓状态检测，并同时导入支柱基础

位置信息和行车北斗信息，作业时通过停车

引导屏准确给出停车位置，提高作业效率；二

是采用高精度重载机械臂多自由度控制，偏

差精确到 3mm，实现户外作业世界最高级别

精度控制；三是通过视觉引导系统，机械臂自

动对位安装系统。与传统施工方法比，每立一

根支柱人员减少三分之一，综合成本降低

60%，而且安全操作性能大大优于传统施工

方法。

接触网腕臂安装智能化装备通过借助机

器视觉引导系统和多自由度端执行机构，实

现作业过程自动精确安装。与传统的安装施

工方法比，安装一套腕臂人员减少 40%，工效

提高了三分之二。

接触网参数检测及吊弦标定智能装备投

入使用后，实现了正常行走状态下无接触测

量接触线高度、拉出值等参数和吊弦安装位

置精确标定。与传统施工方法比，完成一个锚

段的接触网参数和标定，人员减少了三分之

一，工效提高了 15 倍。

在雄安站，调研组一行观看了智能化装备

研发应用专题片，并现场观摩接触网支柱组立

智能装备、接触网腕臂安装智能装备和接触网

参数检测及吊弦标定智能装备实地作业情况，

仔细了解各项主要性能及关键技术后表示，这

些设备建议在全国铁路予以推广。

荫 月 日，在京雄城际雄安站站台，调研组
一行现场观摩接触网立柱组立智能装备作业
情况。 （侯欠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