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第 1季度

项目名称

黄石港阳新港区富池作业区阳新娲石水泥码头改扩建工程涉路钢

结构桥廊（203省道黄枫公路老渡口段 4#断面皮带跨路工程）安

全评价

项目简介

本次跨越道路为 203 省道（黄枫公路老渡口段），4#断面 3-2
墩台处老渡口桥从钢引桥下面穿过，此跨桥段钢引桥长度 37m，

3-2 墩台面层高度由 29.4m 提高到 32m（钢引桥底部高程

31.623m），净空高度为 7.423m。

被评价单位 阳新娲石水泥公司

被评价单位

联系人
黄正军 联系电话

项目组长 张电吉 技术专家 /

报告编制人 刘华丽、高俊 报告审核人 谢汉辉

技术负责人 张电吉 过程控制负责人 曲燕

注册安全工程师 刘华丽、高俊

现场评价人员 刘华丽、高俊

现场工作时间 2019.1.4

主要任务 查看交叉路段现场情况、设计资料

报告提交时间 2019.1.31

现场照片

备注



项目名称
黄石港棋盘洲港区黄颡口砂石集并中心火山作业点矿山至码头钢结构皮带

廊桥跨路工程（跨 203 省道）安全评价

项目简介

本工程为黄石港棋盘洲港区黄颡口砂石集并中心火山作业点矿山至码

头跨路工程（跨 203省道）钢引桥工程，工程位于黄石棋盘洲黄颡口火山

作业点。钢引桥分主桁架、桥面系、上平联、下平联、支撑滑块等组成，

均为型钢制作。结构形式为下承式平行弦桁架钢引桥。本工程钢引桥由河

海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本工程为 36x4.5m 固定钢引桥，配套建

设钢引桥两端的横梁、立柱、地梁、灌注桩等构筑物。

被评价单位 湖北顺海建材有限公司

被评价单位

联系人
秦贤兵 联系电话

项目组长 刘华丽 技术专家

报告编制人

张电吉、戴丽

华、高俊、卢闪

波

报告审核人 郑宏勤

技术负责人 孙辉 过程控制负责人 曲燕

注册安全工程师

现场评价人员 刘华丽

现场工作时间 2.22

主要任务 查看跨路工程现场

报告提交时间 2019年 3月

现场照片

备注



项目名称
黄石港棋盘洲港区黄颡口砂石集并中心火山作业点矿山至码头钢结构皮带

廊桥跨路工程（跨 112 省道）安全评价

项目简介

本工程为黄石港棋盘洲港区黄颡口砂石集并中心火山作业点矿山至码

头跨路工程（跨鄂江右公路）钢引桥工程，工程位于黄石棋盘洲黄颡口火

山作业点。钢引桥分主桁架、桥面系、上平联、下平联、支撑滑块等组成，

均为型钢制作。结构形式为下承式平行弦桁架钢引桥。本工程钢引桥由河

海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本工程通过一跨 36x4.5m 钢引桥跨过鄂

江右公路。

被评价单位 湖北顺海建材有限公司

被评价单位

联系人
秦贤兵 联系电话

项目组长 刘华丽 技术专家

报告编制人

张电吉、戴丽

华、高俊、卢闪

波

报告审核人 郑宏勤

技术负责人 孙辉 过程控制负责人 曲燕

注册安全工程师

现场评价人员 刘华丽

现场工作时间 2.22

主要任务 查看跨路工程现场

报告提交时间 2019年 3月

现场照片

备注



项目名称
黄石港棋盘洲港区黄颡口砂石集并中心火山作业点矿山至码头钢结构皮带

廊桥跨路工程（跨 X041 县道）安全评价

项目简介

本工程为黄石港棋盘洲港区黄颡口砂石集并中心火山作业点矿山至码

头跨路工程（跨黄太公路）钢引桥工程，工程位于黄石棋盘洲黄颡口火山

作业点。钢引桥分主桁架、桥面系、上平联、下平联、支撑滑块等组成，

均为型钢制作。结构形式为下承式平行弦桁架钢引桥。本工程钢引桥由河

海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本工程通过一跨 22.5x4.5m 钢引桥跨过

黄太公路。

被评价单位 湖北顺海建材有限公司

被评价单位

联系人
秦贤兵 联系电话

项目组长 刘华丽 技术专家

报告编制人

张电吉、戴丽

华、高俊、卢闪

波

报告审核人 郑宏勤

技术负责人 孙辉 过程控制负责人 曲燕

注册安全工程师

现场评价人员 刘华丽

现场工作时间 2.22

主要任务 查看跨路工程现场

报告提交时间 2019年 3月

现场照片

备注



2019年第 2季度

项目名称 湖北省当阳市大沟西矿区水泥用灰岩矿安全预评价

项目简介

采矿许可区范围为东经 111º 36′24″～111º 37′ 18″，北纬

30°52′05″～30°52′38″，地理位置由 6 个拐点控制，面积1.24km
2
，矿

山设计生产规模 300万吨/年，贫化率 2%，服务年限为 18.0年。

被评价单位 葛洲坝当阳水泥有限公司

被评价单位

联系人
陈锋 联系电话

项目组长 曲 燕 技术专家 /

报告编制人 郑宏勤、曲燕 报告审核人 王正庆

技术负责人 许本法 过程控制负责人 曲燕

注册安全工程师 郑宏勤、戴丽华、曲燕

现场评价人员 郑宏勤、曲燕

现场工作时间 2019.3.30

主要任务 查看周边环境，工业场地布置情况

报告提交时间 2019.4.30

现场照片



备注

项目名称
湖北大峪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龙会冲尾矿库 1#坝、2#坝加高（三

期）工程安全设施验收评价

项目简介

龙会冲尾矿库为公司采选工程提供尾矿堆存，湿排方式，该

冲有两道出口，在两谷口筑 1#坝和 2#坝而成尾矿库，库尾建有

3#坝，为山谷型尾矿库，其中 1#坝、2#坝的建设均采用一次建坝

分期实施，本次加高为建设实施的第三期工程。

被评价单位 湖北大峪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被评价单位

联系人
刁长军 联系电话

项目组长 郑宏勤 技术专家 /

报告编制人 曾庆垠、郑宏勤 报告审核人 刘华丽

技术负责人 许本法 过程控制负责人 曲燕

注册安全工程师 郑宏勤、卢闪波

现场评价人员 郑宏勤、王正庆、曾庆垠

现场工作时间 2019.1.15

主要任务 查看坝体三同时情况、竣工验收资料及现场安全设施

报告提交时间 2019.6.2



现场照片

备注

项目名称
宜昌建投经发矿业有限公司宜昌市夷陵区竹林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安全预

评价

项目简介

宜昌市夷陵区竹林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位于宜昌市夷陵区龙泉镇东北

部的双泉村，是经宜昌市政府批准新设的采矿权，属新建矿山。2018年 6
月由湖北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和宜昌市夷陵区国土资源调查队联合编制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竹林坑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地质普查报告》，经专

家组评审后报宜昌市国土局备案，备案编号：宜土资储备字【2018】05号。

2018年 6月由湖北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河北寰球工程有限公司和宜昌

市夷陵区国土资源调查队联合编制《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竹林坑矿区建筑



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复绿方案》，经专家组评审后公示。

2019年 5月 13日宜昌建投经发矿业有限公司经过招牌挂取得该矿采矿权，

由宜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采矿许可证（证号：

C4205002019057100147914），生产规模 300万吨/年，矿区面积 0.4996km2，
露天开采建筑石料用灰岩。

被评价单位 宜昌建投经发矿业有限公司

被评价单位

联系人
张博 联系电话

项目组长 王厚金 技术专家

报告编制人
曾庆垠、王正庆、

谢汉辉、卢闪波
报告审核人

技术负责人 许本法 过程控制负责人 曲燕

注册安全工程师

现场评价人员 卢闪波

现场工作时间 5.3

主要任务 2019.5

报告提交时间

现场照片

备注



2019年第 3季度

项目名称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刃量具厂汽车齿轮制造能力提升项目安全验收评价

项目简介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十堰工业新区 B 区东风装备工业园，该区域属于

十堰市西部新城，位于张湾区花果街道办中部，东面毗邻红卫街道办事处，

西面为西城开发区，北部为四川路沟谷。东距十堰市中心区约 6 公里，西

距西城开发区约 5公里。项目总投资 7912.5万元（数据来源于企业备案证），

厂区总占地面积 186009 平方米（合 279 亩），生产规模年产 52 万套标准汽

车齿轮。本次评价范围有主体工程、辅助生产设施、公用动力工程。

被评价单位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刃量具厂

被评价单位

联系人
邵存刚 联系电话

项目组长 郑宏勤 技术专家

报告编制人
刘华丽、张电吉、

戴丽华、郑红梅
报告审核人

技术负责人 孙辉 过程控制负责人

注册安全工程师

现场评价人员 刘华丽

现场工作时间 2017.5.16

主要任务 查看项目现场情况

报告提交时间 2019.9

现场照片

备注



项目名称 湖北楚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磷石膏渣场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湖北楚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宜都市枝城镇化工路 11 号，是宜化集

团控股子公司。三板湖渣场位于宜都市枝城镇三板湖村，长江西南方向约

1.5km 处，有专用公路与厂区相连，场址交通条件较好。堆场采用干堆工

艺堆放磷石膏，磷石膏浆液经脱水后利用汽车运输至库堆放。

被评价单位 湖北楚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被评价单位

联系人
覃强 联系电话

项目组长 郭士农 技术专家 无

报告编制人

胡兰芳、戴丽

华、谢焱石、卢

闪波

报告审核人 郭士农

技术负责人 许本法 过程控制负责人 曲燕

注册安全工程师 郭士农

现场评价人员 谢焱石、卢闪波

现场工作时间 2019.7.26

主要任务
收集被评价单位有关资料时间；对现场进行勘查；提出隐患整改

建议；

报告提交时间 2019.9.12

现场照片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