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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五局承建大临铁路首座特大桥主体完工
12 月 5 日，由中铁五局承建的大临铁路重点工程——西河 3 号特大

中铁五局常安高速第二标段路面主线胜利贯通

资讯

中铁五局昌东大道项目部为职工免费体检
12 月 5 日至 7 日，中铁五局二公司昌东大道项目部组织职工分批到

桥 5 号墩混凝土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该特大桥主体工程全部完工，是大

12 月 2 日，由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承建的常安高速第二标段路面工

江西省南昌县人民医院进行健康体检，保护员工职业健康。项目部共计

临铁路全线第一个完成主体工程施工的大桥。西河 3 号特大桥位于巍山

程主线胜利贯通，成为常安高速全线路面标段中第一家实现主线完工的

40 人参与此次活动。此次检查项目包含血常规 18 项、尿常规 11 项、肝功

县巍宝山乡，全长 931.35 米，跨 224 省道，共设 27 墩 2 台，其中 5 号墩为水

单位，标志着该项目部已成功完成主线贯通任务。常安高速是二广高速

能 8 项、空腹血糖、肾功能 3 项、乙肝 6 项、心电图、胸部正侧位 CR、腹部彩

中墩，施工筑岛围堰方式。13 号墩位于 6 米深水塘低洼地段，地下水丰

在湖南境内的重要一段，
将有效激活湖南中西部乃至中国中西部经济，
对

超等多个项目。女职工还做了妇科专项检查。为组织好此次体检，项目

富，
施工采取四周隔水方式，
是全线重点控制工程之一。施工人员经过半

加快沿线经济、文化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由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承建

部提前联系医院，制订详细的体检计划，统一安排交通车辆，在不影响施

年的紧张施工，
确保了特大桥的安全生产和工程建设的快速推进，
兑现了

的常安高速第二合同段位于桃江县境内，路面主线全长 24.5 公里。该公

工生产的前提下完成了体检工作。

（李维康 赵倩）

司 2016 年 5 月进场，经过 6 个多月的日夜奋战，成功完成了业主下达的节

大临铁路控制性工程节点目标。

点目标任务。

（谢永彬 杜淑萍）

中铁电气化局南龙项目部分项目完成过半

中铁四局广州地铁项目部进行安全检查
冬季已至，中铁四局城轨分公司广州地铁 21 号线项目部地处广州黄
埔区，因冬季天气渐渐变冷，用电量增加、气候干燥，是火灾事故的多发
期。项目部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由广州地铁 21 号线项目部经理带队，组
织相关部门人员对施工现场进行了冬季防火用电安全大检查。项目部有
针对性地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进场员工必须进行体检，
培训考试合格
后才能上岗。通过班前班后进行宣传贯彻，
要求大家提高警惕，
切实做好
用电防火安全工作；通过各种有力措施，做好安全稳定工作，为项目部有
（谢辉）

序开展安全施工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铁五局成都地铁钟楼站主体提前封顶

12 月 3 日，由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施工的南平至龙岩“四电”工程接触

12 月 5 日，中铁五局成都公司承建的成都地铁 3 号线三期钟楼站主
体结构胜利封顶，比计划工期提前了 26 天，率先成为成都地铁 3 号线三期
工程首家封顶的单位。中铁五局成都地铁 3 号线三期钟楼站是三期第二
批开工站点。成都地铁 3 号线项目部自 2016 年 3 月 17 日开工以来，中铁
五局成都公司优化资源配置，克服诸多困难，安全高效实现了多个第一，
成为 3 号线三期首家完成车站主体结构封顶单位，充分展示了中铁五局
施工企业的实力和形象，为 2018 年成都地铁 3 号线三期的开通运营奠定
了基础。

注、附加线灌注 6 个项目完成百分比超过 50% ，为后期的吊柱安装、附加
线架设等工序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南龙项目部成立以来，为确保
快速优质的完成施工任务，项目部精心筹划，从测量的把控、现场人员的
分工以及后勤保障等各方面事无巨细地做好准备工作，各分部加强与作
业队、施工班组的沟通，
做好各项工序衔接，
为施工创造良好的条件，
并抓
（吴军来）

好现场文明施工。

（李维康 康册）

中铁五局成都公司总经理到郑万铁路项目调查

近日，中铁五局济南地铁 R3 线项目开展了“群安员、青安岗”安全知
识竞赛活动，旨在提高群安员、青安岗人员安全意识，以实现全覆盖项目
全员安全教育。竞赛内容包括，新安全生产法、安全常识、操作规程、临
电管理、安全法律法规、现场安全施工管理知识等。共 10 个组参加了比
赛，每个组 3 人，采取个人必答题、团队必答题、个人抢答题、团队抢答题
4 种方式进行。通过开展安全知识竞赛活动，提高了项目全员安全意识、
安全操作技能，充分地调动了项目全体参建员工学习安全知识的积极
（谢永彬 舒俊）

开滦中润公司专利获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

着手机，对着安全质量卡控要点条形二维码扫一扫，
“ 嗞”的一声，接触

师柏小明、副总经理兼项目经理谭贵宝陪同下，到郑万铁路湖北标段进

网立柱安装规范、变电所测量工艺、房屋混凝土施工技术等资料立即

行开工前现场调查。田波要求，开工前要搞好工程前期策划和标准化

出现，一目了然。这是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在南龙铁路工程建设中引入

建设，编制好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切实履行投标承诺；要全面推进和

的信息化管理新举措。自南龙“四电”工程开工以来，集团实行“互联

落实具体工作，尽快完成图纸审核，加快物资招标采购工作进程，加强

网+安全质量卡控要点”，把二维码识别技术引用到施工环节，从而增

与指挥部的信息沟通，推进征地拆迁进度；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施工安全

强施工人员的安全质量意识和责任意识，提升安全质量监控能力，确保

管理办法，按业主要求，高起点开局、高标准管理、高效率推进郑万铁路

施工过程安全质量可控。

建设。

中铁五局济青高铁项目墩身施工全部完成

11 月 30 日，
中国建筑业协会建筑安全分会在安徽合肥召开 2016 年国
家“AAA 级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表彰大会，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承建的

至此，该公司共有 4 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一项发明专利和一项实用新型

武靖高速公路三合同段、中铁衡阳滨江新区项目耒水大桥工程荣获 2016

专利被受理。发明专利“一种罐车分层自动取样系统”，改善了罐车运输

年“AAA 级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荣誉称号。近年来，机械化公司大力实

油类液体取样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容易影响化验结果准确性及人员接触危

施质量、安全标准化兴企战略，牢固树立“红线”意识，提高现场安全绿色

险性有毒易挥发物料等难题。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粗苯卸车综合管理系

管理整体水平，以现场树立品牌拉动市场。公司将继续做好安全文明标

统”实现了罐区卸车、取样、化验、管理者网上协同作业，大大提高了工作

准化工作，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关爱生命、安全发展”的理念，
不断加强安
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确保安全生产。

(谢永彬 谭周军)

近日，中铁五局济青高铁施工 5 标项目部施工的临青特大桥墩身施
工全部完成，至此 5 标桥梁下部结构主体工程划上圆满句号，为下步桥面
系施工有序展开抢得先机。据了解，济青高铁 5 标临青特大桥跨山东省
淄博、潍坊两市，长 20.33 公里,桩基 5171 根，承台墩身 624 个。自进场以
来，5 标项目部严格执行济青高铁公司项目部要求，根据施工作业面展开
情况有序引进优秀劳务队伍，配置旋挖钻机等 90 台套优良设备，确保施
工需要，历时 10 个月圆满完成了所有墩身施工任务，在济青高铁全线名
列前茅。

（彭国平 陈运波）

中铁五局济青高铁项目多措并举保安全

中铁五局吴定 13 标项目举行授旗仪式

开滦林南仓矿以科技促进安全生产

（吴军来 姚璐）

（李维康）

新型专利“一种粗苯卸车综合管理系统”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受理。

（刘慧）

12 月 4 日，在中铁电气化局南龙项目部驻地和施工现场，员工们拿

12 月 4 日至 5 日，中铁五局成都工程公司总经理田波在公司总工程

中铁五局荣获两项中建协大奖

近日，开滦中润公司发明专利“一种罐车分层自动取样系统”与实用

效率并进一步加强了防作弊功能。

网施工的吊柱打孔、附加线打孔、附加线锚臂打孔、锚/下锚打孔、吊柱灌

中铁电气化局南龙项目部引入信息化管理举措

中铁五局济南地铁项目开展安全知识竞赛

性。

（刘合林 陶醒）

近年来，
开滦林南仓矿业公司不断推进安全管理信息化建设，
健全安

12 月 3 日，中铁五局吴定高速 13 标项目部在施工现场举行“青年突

近日，中铁五局济青高铁施工 5 标项目部针对岁末年初安全形势压

全防控监测体系，
利用现代化网络技术，
实现井下安全信息全方位不间断

击队”授旗仪式。项目领导班子、各部门成员、工区队长、技术主管等参

力大情况，果断采取多种措施保证施工生产安全,坚决打好年度“收官

监控，
有效提高了矿井安全防控能力，
促进了安全生产。为加强一通三防

加了授旗仪式。为圆满完成生产任务，掀起施工高潮，鼓励项目部全体

仗”。据了解，济青高铁进入冬施以来，5 标项目部本着“以人为本，预防

管理，
该公司较早引进了矿井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和防灭火束管监测系统，

青年党员、团员积极投身到施工生产中，项目团工委针对项目部青年职

为主，
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理念，
根据现场施工情况，
有的放矢。一是加

为保障机电设备安全运转提供翔实数据。通过引进、合作和自主创新，
该

工占大多数的特点，迅速组建起青年突击队，主旨是用突击队队旗召唤

强全员教育和培训；二是认真仔细梳理安全风险源，抓好隐患排查；三是

公司已经建立起重要岗位视频监测监控、提升机远程监控与故障检测系

青年团员行动起来，在吴定高速建设中充分发挥主力军和突击队的作

抓好冬施物资储备和资金投入；四是明确领导分工，强化责任落实；五是

统、网络信息管理多种检测子系统为一体的矿井安全监测系统体系，
为实

用，展现青年风采，彰显青年力量，为公司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

加大检查力度。自冬施以来，
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增加检查次数，
督促安

现安全生产提供了技术装备支撑。

（庞英德）

近年来，
开滦唐山矿业公司持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将科技创新
作为推动企业转型发展的动力源泉，
不断加大创新成果转化力度，
努力为
企业扭亏脱困和转型发展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该公司定期组织相关技
术人员召开专题会议，围绕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应用进行探讨，全力促
进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 6 月，他们将自行设计的“大包
角”皮带应用到 212 皮带系统改造中，利用废旧物资对原有设备进行升
级。改造完成后，运行耗电量比过去降低了 87.5%，共节省委外设计费
（梁湉雨 庞广祥）

为应对煤炭市场波动带来的生产经营压力，钱家营矿业公司积极围
绕设备管理工作，从超前准备入手，加强设备排查、维修、使用的管理，全
面提高设备精细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挖掘设备内在创效潜能。该公司结
合生产衔接安排，
及时将易损设备及部件，
提前组织运送到综采各区备件
台，
随坏随换，
减少设备运输影响生产时间问题。同时狠抓经常性隐患排
查，
还组织开展联合大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督导解决，
降低事故率。此外，
该公司进一步加强设备维修管理，
加大闲置报废设备处置力度，
盘活公司
（田坤）

全措施落实到位。

（彭国平 陈运波）

中铁五局与成都地铁共建联控保廉洁促党建

12 月 1 日，中铁五局吴定 LJ-13 标项目部组织全体员工对江西丰城

11 月 24 日,成都地铁建设分公司党委与中铁五局轨道项目部党工委

发电厂“11·24”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大事故进行了深入学习剖析，并在

联合开展了以“引领、融入、服务、保障”为核心的共建联控保廉洁促党建

近日组织了现场安全生产自检自查活动。自接到“11·24”事故发生的消

主题活动，
活动以成都地铁分公司党建工作理念、文化、措施、活动渗透至

息后，沉痛之余，项目部立即按照公司指示要求，通过项目内部 QQ 群、微

工程项目为要点，以融入施工单位理念、文化为结合点，重点突出党风廉

信群、公司文件通报等渠道，组织项目全体参建人员进行事故教育，并开

政建设和轨道工程建设，全力将成都地铁 7 号线轨道工程建设成为“廉洁

展了系列安全生产检查活动，
要求大家吸取事故教训，
警惕现场可能存在

工程”、
“优质工程”。据悉，成都地铁建设分公司党委对本次“共建联控”

的任何安全隐患，
通过系列安全隐患检查排查活动，
将隐患问题扼杀在摇

十分重视，
把活动的工作内容纳入了中心任务来抓，
持续完善“共建联控”

篮中，
确保现场安全无事故。

（谢永彬 陈杰）

中铁五局郑万湖北 10 标钢构件厂动工

开滦钱家营矿业精细化管理创效益

闲置资产。

(谢永彬 刘俊杰)

中铁五局吴定项目召开警示教育会

开滦唐山矿业加快创新增强发展动力

用、材料费 10 万多元。

活力。

（蒋方槐 陈华）

中铁五局六公司 QC 成果案例入选教材

12 月 4 日上午 9 时，中铁五局成都公司郑万铁路湖北段 10 标段钢构
件加工厂破土动工。自成都公司中标新建郑州至万州铁路湖北段站前工
程 ZWZQ-10 标段，中铁五局成都公司为了更好、快速、优质完成钢构件
加工厂厂房及职工驻地的建设任务，公司主要领导带领打前站的干部职
工反复论证、严格勘察、几易其稿，终于实现在 4 日破土建厂。新建郑万
湖北段项目钢构件加工厂占地约 3000 平方米，设两车间。为了更方便于
为各施工单位服务，公司目前正在大力协调，积极动员，及时将所需设备
尽快配备，
尽早运抵现场。

工作机制。

（李维康）

近日，
由中国建筑业协会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分会编辑、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出版的《工程建设 QC 小组基础教材》，将中铁五局六公司“铺架王
牌军”QC 小组活动成果案例《提高 CRTS-Ⅰ型双块式轨排框架组装合
格率》收入，
这是中铁五局首个收入全国性建筑教材的案例。这次纳入教
材的成果案例在 2013 年就获得过相关奖项，并被重庆市行业协会作为重
点成果推荐到中国建筑业协会，参与国家级成果交流，并从参评的 799 个
课题成果中脱颖而出，
一举包揽四项国家级奖项，
为公司赢得了较好的社
会信誉。

（蒋方槐 刘毓群）

中铁五局浦梅铁路指挥部全线首家揭牌
中铁五局济南地铁项目稳步推进

12 月 3 日下午，中铁五局浦梅铁路 PM-4 标工程指挥部在福建清流

中铁五局南龙铁路首件高速道岔通过初评验收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担负施工的济南地铁 R3 线一期工程四标段位

举行揭牌仪式，为全线首家揭牌单位。二公司总经理张连生出席揭牌仪

12 月 2 日，福建福平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专家组成员深入中铁五局六

于济南市历下区奥体西路，区间双线总长度约 4.9 公里，包含 2 站 2 区间及

式。新建浦（城）至梅（州）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重大项目，是福

公司南龙铁路三明北车站现场，
对南龙铁路首件高速道岔轨距、尖轨动程

联络线，合同总价为 79388 万元（含专项工程 3636.7 万元），于 2016 年 6 月

建省“三纵六横”铁路网规划的第三纵重要组成部分。该铁路是向莆铁路

及降低值等几何尺寸进行了仔细核查；
对各类型螺栓扣压力、各部件密贴

20 日开工建设。济南地铁 R3 线一期工程线路全长 21.592 公里，均为地

与赣龙铁路重要连接线，也是厦门往南昌方向最便捷通道。对促进区域

程度进行了检测。同时详细查阅了项目部施工组织设计、施工记录等道

下线，设 13 个站，具有地下管线多、施工难度大等特点，是济南市重点建

合作，带动闽西北地区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铁五局承建浦梅

岔铺设技术管理资料。专家组一致认为南龙铁路 NLZQ-3 标首件道岔

设项目，是济南地铁网络最重要的一条南北交通大动脉。据悉，截至

铁路建宁至冠豸山段站前工程施工 PM-4 标，位于福建三明市清流县境

铺设施工各方面满足相关规定及作业指导书要求，实体质量达到规范要

2016 年 12 月 5 日，项目已完成建安产值 5500 万元，安全质量可控，施工进

内，
全长 35.347 公里，
合同价 11.31 亿元。

度稳步推进。

(谢永彬 舒俊)

（胡凯 刘合林）

求，
完全满足《高速道岔首件工程评估实施细则》评定通过标准，
同意初评
通过。

（蒋方槐 罗强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