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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铁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安邵路面项目施工完成

资 讯

中铁三局大瑞项目参加云南德宏州抢险

日前，由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担负施工的安邵 LM1 标主线沥青混凝

8 月 4 日 8 时许，云南省德宏州境内三台山乡和遮放镇遭遇台风“妮

土路面上面层施工全部完成。该项目在公司的正确领导下，在业主、监

妲”带来的大暴雨侵袭，
致使龙陵至瑞丽高速公路和 G320 国道三台山、遮

理单位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夜以继日、连续奋战、勇挑重担，

放段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通往瑞丽方向上、下行道路全部中断。

屡创辉煌。在任务重、工期紧的情况下，项目所有参建员工克服了战高
温、冒酷暑，地方干扰大等诸多不利因素，以进度服务于质量的科学理

中铁三局大瑞铁路项目得知险情后及时与地方政府取得联系，在项目部

中铁五局四公司“夏送清凉”到云湛项目

常务副经理万国强和党工委书记于庆民的带领下，迅速组织设备和抢险

念，全面实施精细化管理，仅用时 9 个月就完成了施工生产任务，获得业

8 月 6 日，以中铁五局四公司党委书记张习亭为组长的公司“夏送清

救援人员 60 多人赶赴事发现场，立即配合当地政府部门及相关单位投入

主和监理单位的一致赞扬，为公司在湖南市场的稳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

凉”慰问组一行冒着高温酷暑，来到公司云湛 13 标、18 标项目部驻地，对

抢险救援。经过连续 8 小时的紧张奋战，龙瑞高速公路上下行全部开

（谢永彬 罗斌）

项目部全体参战员工进行慰问。此次慰问，是公司党政工团为全面贯彻

通。

基础。

(李志勇 梁忠海 黄和平)

落实“立人本，促和谐，树新风”的企业发展方针，加强盛夏期间安全生产
劳动保护工作，保证一线员工的身心健康，确保企业安全生产持续稳定，

中铁五局滨江项目党工委开展学习教育活动

进一步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而专门开展的以“情系员工、夏送清凉”为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滨江项目党工委按照公司党委要求，
将“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活动与“勇担当、强作为、当先锋”专题活动结合起来，
重点抓

中铁二局二公司两河口项目企地共建

主题的慰问活动。慰问组为大家发放了洗衣粉、洗衣皂、绿豆、西瓜等清

中铁二局二公司两河口项目自进场以来，一直将企地共建作为体现

（肖勇勇）

央企社会责任的重要一环，积极为当地藏民脱贫致富出谋划策。项目部

凉防暑用品。

好“关键在做”这个环节。项目成立了清欠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双清日常

与所在的雅江县普巴绒乡政府合作，在精准扶贫政策允许下，定点帮扶

工作，
加大综合协调和督促督办，
构建了“主要领导定政策、分管领导盯区

当地藏民，并开放项目部的职工书屋，在书屋中增设了藏语书籍，为他们

域、业务部门抓落实”的责任体系，
真正做到“双清”工作事事有人管、件件
有人问，
相互不推诿。党工委要求确保项目专项“双清”目标圆满完成，
为
（杨森林）

企业经济效益和发展质量进一步提升，
做出积极贡献。

提供知识扶贫。同时，项目部还在属地范围内对工地范围内的藏区神

中铁五局四公司最高墩墩身浇筑完毕

门、神庙等设施进行保护性施工。普巴绒乡常年不通电话信号，项目部

8 月 4 日 23 点 15 分，由中铁五局四公司承建的花家坝特大桥最高墩
——8#墩墩身浇筑完最后一模混凝土成功封顶。因征地拆迁困难，8#墩

多方协调移动公司，增设信号塔，为当地藏民带来了从未见过的移动信
（罗靖 蔡坤）

号。

为花家坝特大桥最后开始施工的墩身，其建设周期直接制约着全桥合龙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仁沐新项目举行揭牌仪式

工期，它的成功封顶，为全桥合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确保合同工期，

8 月 8 日，在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仁沐新项目经理部驻地，项目经理、
党工委书记带领项目领导班子成员及各部室成员、经理部员工进行了项
目党工委、行政牌的揭牌仪式。该项目自 6 月初进场以来，全体参建者在
项目领导班子的带领下，
发扬团结协作、敢打敢拼的精神，
快速、保质保量

该工点先后克服了系列难题，坚持走成本控制、精细化管理、风险卡控、

中铁七局电务公司认真开展系列迎新活动

稳重求实的路子，精心组织、合理安排工序，加强标准化管理，坚持按章

8 月上旬，中铁七局电务公司迎来了 34 名 2016 年毕业的大学。为欢

作业，经过全体参建员工的努力奋战，截至目前，花家坝特大桥 187 根桩

迎新员工的到来，开展了一系列“迎新”和交流活动，帮助他们更快更好

（肖勇勇）

基已全部完成。

地适应新的生活环境，顺利完成由在校大学生到职场新人的角色转变。

地完成了业主及项目要求的前期建点工作。项目全体人员坚持“起步就

8 月 1 日至 4 日，公司组织新员工进行了为期 4 天的包括党建工作、经营管

是冲刺”的施工生产理念，在全线率先进行第一家垫层、底基层试验段施

理、安全生产等主要内容在内的岗前培训。8 月 5 日，公司组织召开了迎

工 ，第 一 家 碎 石 自 行 加 工 ，目 前 已 累 计 完 成 垫 层 13.3KM，底 基 层
17.25KM，
基层 0.22KM。

（谢永彬 邓涛）

新欢迎会和导师带徒签订仪式。8 月 6 日—7 日，公司团委组织新进员工

中铁五局哈牡客专成功架设首孔箱梁

开展了以“挑战自我、突破极限、燃烧青春”为主题的新进员工拓展训练，

8 月 5 日下午，新建哈牡客运专线新民沟大桥架梁现场旌旗飘扬，人

(郭明凯)

使他们坚定了决心和信心。

头攒动。随着指挥人员一声哨响，中铁五局六公司架梁作业人员操纵着

中铁五局敦格项目 QC 小组成果获奖

JQ900A 型架梁机将首孔 32 米箱梁稳稳地落在桥墩上。这标志着中铁五

近日，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公布了 2016 年度工程建设优秀 QC 小组
获奖名单。其中，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敦格项目 QC 小组以“降低隧道二
衬混凝土脱空率”课题，从 931 个课题中脱颖而出，荣获“2016 年度工程建
设优秀 QC 小组一等奖”。2015 年 3 月，项目 QC 小组确定以“降低隧道二
衬混凝土脱空率”
为课题，
有效地使隧道二衬混凝土脱空率从 27.1m/km 降

局成功架设哈牡客专首孔箱梁。中铁五局承担着哈牡客专 5 标 425 孔箱

中铁港航局一公司力推市场化船员薪酬体系

梁预制架设任务。进场以来，先后克服了东北有效施工时间短、工期提
前、工程施工任务重等困难，于 5 月 15 日成功预制首孔箱梁，7 月 23 日通
过国家生产许可认证。而此次箱梁的架设成功标志着中铁五局哈牡客专
（蒋方槐 马绞）

工程建设进入桥梁架设施工阶段。

经过三个多月的反复修改，
深入全部船舶单位调研，
中铁港航局一公
司顺利完成制定并正式推行了兼具自身港航特色与市场化的船员薪酬管
理办法。合理划分船舶等级，
依据实际调级定档，
公司对所属全部船舶进
行自航船与非自航船的等级分类。明确细分各类船员，紧扣市场定岗定

低至 8.8m/km，大幅提升了隧道二衬混凝土施工质量，保证了工程使用寿

薪，
在完成各级船舶等级的合理划分后，
公司紧靠市场标准对各类船舶船

命，同时降低了材料和能源的消耗，节约成本 23.9 万元，提高了效益。通

员进行相应等级的岗位薪点确定。五个单元组成体系，三大系数激发效

过开展 QC 小组活动，
控制了隧道安全质量。

（谢永彬 李艺）

中铁五局六公司济青项目部开展夏送清凉活动
7 月 25 日，中铁五局六公司济青项目部党工委书记罗灏、项目总工程

济交集团在中铁五局济南地铁 R3 线项目开推进会

益，真正保障了船员的收入水平与船舶运行效益挂钩起正比例发展之
（方振平 陈成舵 刘小锋）

势。

师廖文华等来到铺轨基地，为那些顶着烈日始终坚守岗位的一线员工送
上西瓜、冰红茶、冰糖雪梨以及绿豆汤等防暑降温食品，给大家带来一片

日前，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在中铁五局济南地铁 R3 线项目召开标准化

清凉。员工一手拿着西瓜，一手端着绿豆汤，他们被晒得黝黑的皮肤，穿

现场推进会、观摩会。R3 线一期土建工程 6 个标段的项目经理、书记、总

着被汗水打湿的工作服，脸上却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济青项目开展的夏

工、
副经理，
以及业主代表、
监理等 8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济南市轨道

送清凉活动，确保了慰问能直抵人心，给员工带去更多的关心和温暖，鼓

交通集团 R3 线项目部经理刘凤州主持。观摩后召开了总结会，
在会上济

舞员工们的士气，
为济青高铁的建设提供有效的保障。 （蒋方槐 吴建）

中铁港航局一公司防城港项目安质评比第一名
日前，在中广核防城港核电公司对 12 个合作方安质考核评比中，中
铁港航局一公司防城港项目部在安全和质量评比中均得满分，同时在
各方面基础工作扎实良好，在综合基础分上加 0.5 分，获得了第一名的

南轨道交通集团 R3 线项目部经理刘凤州对中铁五局济南地铁 R3 线项目

优秀成绩。作为一公司首个核电项目，相对其他合作方合同额较小，主

现场标准化建设取得的成绩予以了肯定。要求各标段要以此会为契机，
将

要适应核电相关程序及管理理念，具有较高的战略意义。于今年 2 月份

现场标准化建设作为一项常态化的工作，
抓紧抓好。

（谢永彬 舒俊）

进入施工阶段以来，中铁港航局一公司高度重视安全和质量，切实加强

济南电视台采访中铁五局济南地铁 R3 线项目
8 月 5 日，济南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组记者采访了中铁五局济南地

刘家寨隧道进口与横洞小里程提前贯通

分认可。

（方振平 刘小锋 刘俊伟）

铁 R3 线项目安全、质量、进度的管控，
现场标准化建设。记者一行在项目

8 月 2 日晚 22 点 46 分，承担刘家寨隧道进口施工任务的中铁五局五
公司黔张常铁路项目部二分部第一架子队技术主管昌伟安在项目部“骨
干工作交流 QQ 群”发布了一条重要信息：
“刘家寨隧道进口与横洞小里
程胜利贯通啰！”贯通后，该隧道开挖作业面只剩横洞大里程至出口。据
悉，
横洞大里程 7 月 22 日发现了一个深 65 米，
体积约 5700 立方米的溶洞，
正在进行溶洞处理，开挖掘进暂时停止；出口仍在正常掘进，目前剩余
516 米。整座隧道贯通时间提前毫无悬念。

安质落实和监督力度，进行全过程监控及动态管理，得到了中广核的充

领导陪同下来到火热的施工现场，工人们头顶高温、冒烈日、斗酷暑忙碌
的身影，标准化的施工现场等场景吸引着记者的眼球，记者架起摄像机进
行了近 3 个小时的拍摄，收集了项目施工中呈现出的亮点和工人们拼搏

近日，
武靖高速公司公布 2016 年第二季度目标责任综合管理考核结

奉献、吃苦耐劳的身影和感人的场景。最后，记者特别采访了中铁五局济

果，中铁五局武靖高速公路第三合同段再次获评 A 级单位，这是武靖项

南地铁项目常务副经理李念军，用摄像机记录了项目施工安全等方面的

目第八次获得业主 A 级评价。自进场以来，武靖面临着各种难题，为解

（谢永彬 舒俊）

决重重困难，历任项目领导身先士卒，带领全体参战人员以高度的凝聚

做法与经验。

力、战斗力活动在施工一线，亲自深入田间地头与苗族老百姓开展临时

（何增旺 魏元滨）

征地工作，率先开展了大临工程建设，扛起了武靖高速建设标杆的大旗；
项目科学规划、合理组织生产，项目进度、安全、质量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中铁五局五公司特大桥首跨连续梁浇注告捷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参加衡阳市男子篮球赛

中铁五局武靖项目第八次获评 A 级单位

(谢永彬 邱飞洋)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8 月 1 日，
经过中铁五局五公司黔张常一队近 14 小时的连续浇注施工，

为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培育良好企业文化，促进税企之间的交

黔张常铁路水沙坪二号特大桥连续梁首段 38.6 米横跨箱梁浇注喜获成功，

中铁五局四公司云湛项目获重奖

流与合作，中国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积极参加由衡阳市国税局主办的

标志着该桥余下的六段连续梁首跨浇注告捷。五公司黔张常一队担负黔

2016 年衡阳市“税企杯”男子篮球赛。8 月 8 日，球赛在全民健身日拉开

张常铁路 QZCZQ-5 标两隧三桥共 2.99 公里施工任务，
这次连续梁浇注从

8 月 5 日，广东省南粤交通云湛高速公路管理中心阳化管理处召开

帷幕。市国税局、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五局二公司、中铁交投、沪湘集

7 月 31 日下午 16 点 30 分开始至次日凌晨 5 点结束。8 月 3 日，项目部各部

2016 年雨季攻坚战劳动竞赛总结会，对 2016 年雨季攻坚战劳动竞赛考

团、中国人保、建衡实业、瑞达电源等八支队伍参赛。比赛采用“五人制”

门与架子队进行了连续梁施工总结，
以期为该桥后五片连续梁施工及其他

核评比结果进行通报，中铁五局四公司云湛 13 标和 18 标继去年旱季大

篮球赛的比赛规则，积分单循环赛制。每日 2 场，19:00 开赛。中铁五局

工点连续梁施工提供了借鉴和宝贵经验。

(王伟 何增旺 魏元滨）

机械化公司还积极组织了 3 支篮球啦啦操，
活跃现场气氛，
赢得球员和观
众的一致好评。

干劳动竞赛取得优异成绩后，再次分别获得进度达标奖、优质优价达标
奖及进度先进奖金共计 171.81 万元和 121.44 万元。雨季以来,为夺取劳

(谢永彬 董素莉)

动竞赛胜利，
云湛项目部精心组织和安排，
终获奖项。

（肖勇勇）

中铁四局二公司无锡地铁区域经理部办国学大讲堂
中铁四局市政分公司召开 2016 年度干部会议

7 月 27 日晚，中铁四局无锡地铁区域经理部举办国学大讲堂，邀请无

中铁四局五公司盾构分公司把好党风廉政建设关

8 月 9 日，中铁四局市政分公司 2016 年度领导干部会议在合肥胜利

锡“公益网行知志愿团”、
《公益国学堂》、
“灵山-德基金”发起人张津容老

今年以来，中铁四局五公司盾构分公司党委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召开。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副总级项目经理、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各单位

师，就《传统文化成就幸福人生》相关内容授课，来自 01 标、11 标的员工共

中运用“两张卡片”取得好的作用和效果。党风廉政告知卡和党风廉政

党政负责人等共计 100 余人参加了会议。公司总经理姜喆、党委书记董

计 80 余人接受国学教育。经理部党委号召大家要学以致用，要求全体员

监督卡是该分公司党委抓项目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一项措施。党风廉

渊、执行董事陈代军分别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总结了公司前 7 个月各项

工一要提高自觉鉴赏的能力；
二要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
三要弘扬优秀传

政告知卡内容包括告知单位、工作事项、签发人、承办人等。党风廉政

工作，分析了当前企业面临的形势，对后 5 个月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统文化，用这种文化建设“幸福项目部”；四是在工作中要时刻保持新鲜

监督卡则包括工作职责履行情况、遵守纪律情况、总体评价、建议和意

署。会议号召公司全体干部员工要为全面实现公司年度既定目标而努力

感，
用平常心对待，
做修身养德，
厚德载物的新时代好员工。 （桂文军）

见等内容。他们在沈阳、南宁和武汉等地的三个地铁项目发放“两张卡

奋斗。会议还对公司 2016 年上半年竣工结算清收和“四保一争”劳动竞
赛优胜单位进行了表彰奖励。

片”60 多份，对管人、管钱、管物人员有了“高压线”，有了条条框框的

（周敏）

开滦林唐社区做好高温雨季安全生产工作

“责任田”。

中国水电四局“槽上运槽”解决架设难题

（魏军 国平）

开滦钱家营矿业公司搭建平台培养空间

针对“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和高温炎热等天气特点，开滦林唐社区

由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承建的南水北调沙河梁式渡

近年来，开滦钱家营矿业公司坚持把打造一支高素质、高层次、高回

积极采取有力措施，扎实做好高温雨季安全生产工作。该社区充分利用

槽，大跨度薄壁双向预应力结构的槽身空间受力复杂，架设难度极大，因

报率的实用型高技能人才队伍，作为加快矿井技术升级的战略性任务来

社区网站、安全调度会、班前会、公开栏等平台，
加强夏季安全生产知识宣

其多项工程指标排名世界第一而被誉为“世界第一渡槽”。中国水电四局

抓，通过搭建实训、培训、培养三大技能提升平台，使高技能人才比例呈

传教育，使安全生产的理念入心入脑，并结合高温雨季安全生产特点，组

在渡槽预制过程中使用钢筋绑扎胎具绑扎钢筋、钢筋笼吊具吊入模板的

现出大幅度增长的良好趋势。该公司从搭建实训平台入手，积极构筑了

织八个专项检查小组进行不定期安全检查，排查各环节存在的漏洞及问

方法，
合理控制钢筋间排距，
提高钢筋绑扎质量，
节省渡槽模板占压时间，

“回采、安装、掘进、开拓、机电”五大专业互培基地，以各生产线为单位，

题，
全面治理高温和强降雨天气极易引发的事故隐患和薄弱环节，
杜绝各

获国家施工发明专利。渡槽提、运、架过程中根据制槽场布置特点，通过

交叉互培，促进了绝招绝活、技术经验的横向交流。该公司以增强培训

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他们针对高温天气，加强了对一线员工的慰

新型技术重载转向的应用减少了两次起落槽体，
加快了提槽的速度，
解决

针对性和实效性为立足点，为高技能人才搭建无障碍学习交流培训平

问。

（龙聿 丽艳）

了在地面的运输难题。

（路明旭）

台。

（王明杰 田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