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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五局二公司增援黎湛线防护栏施工

中铁五局南京宁和城际轨道全线短轨贯通
2016 年 12 月 25 日，中铁五局承建的南京地铁宁和城际
轨道交通一期工程轨道施工 DNH-TA05 标实现了全线短轨

2016 年 12 月 30 日，黎湛线上首趟动车从南宁东站安全平

中铁五局银西项目举办元旦文体活动

稳到达玉林站。至此，玉林连通广西高铁路网跨进动车时代，

贯通，提前 6 天完成了南京地铁公司的节点工期目标。南京

2017 年元旦当天，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银西铁路项目举

这其中也饱含中铁五局二公司增援突击黎湛线电气化改造防

地铁宁和城际轨道一期线路东起南京南站，搭载已开通运营

办多种形式的文体娱乐活动，共庆元旦，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

护栏施工付出的辛勤汗水。2016 年 12 月 2 日晚，中铁五局二

的国家大动脉——京沪高铁大胜关长江大桥两侧预留通道

活，推动项目精神文明建设。尽管当地气候寒冷，但参加活动

公司接到铁路局要求增援突击更换 2.9 公里防护栏任务的电

跨越长江进入江北，止于浦口区高家冲站。六公司所承担的

的人员热情不减，兴趣盎然。活动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圆满结

话通知。参战增援任务的员工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克

南京宁和城际轨道工程 DNH-TA05 标，双线全长 27.62 公

束。通过活动的开展，进一步丰富了项目文化生活，增进了大

服了时间紧、难度大、既有线施工安全风险高等各种困难，经

里。为确保节点目标的实现，中铁五局南京地铁项目部组织

家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增强了集体凝聚力，项目部积极向

过半个月的顽强拼搏，2.9 公里的钢筋混凝土防护栅栏安全、

开展了劳动竞赛，为宁和城际工程开通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基

上、团结奋进、健康文明的氛围也更加浓厚。在充满机遇和挑

按时地完成，
受到了南宁路局领导的一致称赞。 （赖盛辉）

础。

（蒋方槐 赵莹莹）

战的 2017 年，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银西项目全体人员必将全
面推动项目各项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谢永彬 刘淑娟)

中铁五局六公司多项技术成果获国家专利
北京地铁 16 号线北段正式开通试运营
12 月 31 日，由中铁电气局城铁公司参建的北京地铁 16

中铁五局四川仁沐新高速主线通车运营

2016 年，中铁五局六公司自主研发的六项科技成果荣获
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国家专利证书，其中“速拆多用模具”

号线北段正式开通试运营，是北京市今年计划开通的唯一一

2016 年 12 月 30 日零点零分，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参建的

条地铁线路，有效加强了海淀山后区与中心城区的联系，缓

四川仁沐新高速仁寿至井研试验段全长 50 公里主线正式通车

解了山后地区至中心城区间交通压力。北京地铁 16 号线南

运营。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承担了路面 1 标段任务，自进场至

“一种铺轨机自动刹车铁鞋”、
“一种轮式测距仪”和“一种铁路

起丰台区宛平城站，途径西城区，北至海淀区北安河站，线路

管段内主线铺通用时 6 个月。四川省仁寿至井研试验段地处

移动式起道标高尺”四项成果荣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这些

全长 49.8 公里，共设 23 座车站；首通段包含线路北段西苑站

四川南部，由北向南途经四川省经济较为发达的眉山及乐山

专利的获得对推进六公司施工技术创新，提升企业的技术水

至北安河站的 10 座车站和 1 座车辆段，全长约 20 公里。线

市，起于眉山市仁寿县，止于井研县，路线全长约 49.88 公里。

平，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截至目前，该公司已

路采用 DC1500V 架空接触网牵引供电制式，8 节编组 A 型列

由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承建的仁寿至井研试验段路面工程第

拥有有效专利 25 项，
其中发明专利 5 项。

车，最大载客量达到 2480 人，被称为“史上最能装”的地铁列

LM1 标段，主线全长 27.08 公里，含满井、钟祥及慈航 3 个互通

（王喜娜）

车。

特大桥的连续梁整体施工任务圆满完成，较业主下达的节点
工期计划提前了 20 天。安六铁路项目是机械化公司在贵州省
筹措承建的重大铁路工程项目，项目现场里程全长 15.818 公
里，共计建安金额约 5.5 亿元，合同总工期 24 个月。黄桶北 1
号特大桥位于安六铁路项目架子三队施工管段内，作为项目
内部三大控制性工程之一，该任务出色的完成质量也成为检
验安六铁路项目建设水平的试金石。

（谢永彬 赵程辉）

(谢永彬 邓涛)

（蒋方槐 周琴）

中铁五局济青高铁线下主体实现预期目标
2016 年 12 月 30 日，随着中铁五局承建的济青高铁项目临

中铁京新高速项目“第四战役”成绩喜人

1 月 4 日，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安六铁路项目管辖范围内
的黄桶北 1 号特大桥连续梁整体施工工作竣工。黄桶北 1 号

法”两项成果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 一种 500 米长钢轨列车”、

区和连接线。项目合同金额 3.01 亿元，其中主线要求 2016 年
12 月 31 日通车。

中铁五局安六铁路特大桥连续梁整体竣工

和“一种双块式无砟轨道道床施工使用的框架轨排及制造方

2016 年 12 月 12 日，在阿拉善左旗举行的“第四战役”总结
表彰大会上，总包部总经理孙玉国对京新高速项目总包部第
五项目部（中铁港航局三公司）持续推进现场施工组织有序、
文明施工和标准化工地标准高的建设，稳步提升绿色施工水
平，实现了建戈壁景观工程目标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随
后的宣布评比环节中，项目部获得了“精细化管理示范线标杆
单位”称号并且获得 30 万元奖励，还拿下 13 个奖项奖励，成绩

青特大桥跨曹村封土古墓连续梁的顺利合龙，
标志着中铁五局
济青项目顺利实现线下主体工程“年初开工、年内完工”目标，
为后续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项目自 2015 年 12 月 25 日
进场，
始终秉承高起点布局、
高效率推进、
高标准施工的
“三高”
理念，
发扬中铁五局
“敢于胜利，
勇争第一”
的项目精神，
先后取
得全线第一座混凝土拌和站、第一个通过梁场认证、第一孔箱
梁架设、
第一家完成征地拆迁、
第一名完成先架方向架梁、
第一
家启动无砟轨道施工等八个第一。

（刘合林 文豪 袁媛）

（杨世全）

喜人。

中铁五局滨江项目慰问劳务队伍
中铁五局六公司卢氏制梁场开工建设
2016 年 12 月 20 日 ，中 铁 五 局 六 公 司 承 建 的 蒙 华 铁 路
MHTJ-15 标卢氏制梁场动土开工,正式拉开了建设蒙华铁
路的序幕。卢氏制梁场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境内的
新建火车站，占地约 91 亩，承担蒙华铁路运煤通道 MHTJ15 标内 32 米、24 米、16 米重载简支 T 梁计 571 孔预制生产任
务。设计制梁台座 24 个，最大生产能力 75 孔/月；存梁台座
10 条，最大存梁能力为 135 孔。中铁五局六公司各路精英聚
首蒙华铁路项目，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高亢斗志克服困难，
积极投入到紧张有序的梁场建设中，力争梁场早日达到预制
生产条件。

2016 年，中铁港航局三公司京新高速公路项目部宣传报
道取得了显著成绩，
《工人日报》、
《人民铁道》报、
《阿拉善盟日
报》、新华网、人民网、
《南方海员》杂志、
《中国中铁》报、
《中铁
港航》报等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和行业新闻媒体刊发该
项目稿件近百篇，立体地宣传了京新高速的建设，项目部有两
名通讯员被中铁京新总包部评为宣传报道工作先进个人。同
时项目部也被中铁港航局三公司评为宣传报道先进集体，获
奖 1500 元，项目部有两名通讯员被三公司评为宣传报道优秀
通讯员。

2016 年 12 月 29 日晚间，由中铁五局成都工程公司承建的
成都地铁 9 号线一期金融城中心东站，顺利完成了打围施工，
成为 9 号线一期 13 个车站中首个实现全部打围的车站。金融
中心东站为成都地铁 9 号线一期工程工点设计的第 1 个车
站。本站大里程端接盾构区间，设置盾构始发井；小里程端接
暗挖区间，并在本站设置双线铺轨基地。车站周围同期施工
工地较多且围挡红线与地铁 6 号线围挡相重合，协调难度大。
地铁 9 号线一期工程起于金融中心东站，止于西北成飞集团

衡阳滨江项目组织对劳务队伍进行了慰问。1 月 1 日上午，两
名项目班子成员代表项目党政工团对各劳务队伍代表们表示
了节日的问候和祝福，随后将新鲜猪肉、食用油、饮料等慰问
物品发放到了劳务队伍代表的手中。慰问期间，项目领导对
广大劳务工 2016 年的辛勤付出表示了感谢，希望大家在新的
一年再接再厉。此次慰问活动提升了劳务工们的工作热情，
为安全、优质、高效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谢永彬 杜婷婷）

FF 首款电动量产车型全球首发
中铁五局二公司济青高铁项目部月均产值过亿

美国西部时间 2017 年 1 月 3 日（北京时间 1 月 4 日），来自

随着中铁五局二公司济青高铁项目部临青特大桥七座连

美国加州的创新企业 Faraday Future（简称 FF）在拉斯维加斯正

续梁全部完工，标志着项目部顺利实现线下主体工程“年初开

式发布了其首款量产车型——FF 91。FF 91 以最跨界的车型，

工、年内完工”目标。截至 2016 年 12 月 30 日，项目部全年完成

创造了量产电动车的加速度新纪录和一流的电动车续航里程

产值 12.2 亿元，月均产值过亿元，取得傲人成绩。济青高铁是

记录，0—60 英里/小时（96 公里/小时）加速时间仅为 2.39 秒，

我国首条由地方政府投资为主建设的高速铁路，被国家发改

电池一次充电续航里程超过 700 公里（按欧州 NEDC 标准）。

委列入 PPP 示范项目，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山东省委主要领

FF 战略伙伴乐视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贾跃亭也在发布会上

导曾在北京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济青高铁建设。

亮相。他表示，FF 打破了互联网、AI、IT、汽车、电动系统五大

一年来，山东省三位主要领导先后五次到济青高铁现场办

技术领域的边界，
实现破界创新。

公。

（胡凯 陈运波）

（赵旌宇 李维康）

工商部门提醒：商家应按约定履行合法义务
中铁五局二公司参建武汉地铁 6 号线开通运营

中铁五局哈佳项目文娱活动庆元旦

2017 年元旦期间，本着“以人为本，和谐共处”的理念，为
了让劳务工兄弟们在工地也能感受到节日的温馨，中铁五局

（何明江 杨世全）

（蒋方槐 陈启蛟）

中铁五局成都地铁金融城东站顺利打围

站，
预计将于 2020 年通车试运营。

中铁港航局京新项目部宣传成绩斐然

消费者李先生在路过一家食品店时买了一瓶饮料，打开

2016 年 12 月 28 日，随着一辆白色点缀“鹦鹉绿”的地铁列

瓶盖时却意外中了“1 元乐享”奖，饮料的外包装上明确告知

车从金银湖停车场发车，标志着由中铁五局二公司参建的武

“如果中奖，即可在各售卖点实现兑奖。”但商家以各种理由不

12 月 31 日，中铁五局哈佳项目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举行

汉地铁 6 号线一期正式通车运营。该线全长 35.95 公里，共设

予兑换。反复交涉后对方仍拒绝，李先生当即进行投诉。经

了“庆元旦，迎新年”活动。项目决定在室外冰天雪地中开展

站 27 座，由北至南依次横跨东西湖、江岸、江汉、硚口、汉阳和

调解，商家为消费者兑换了 1 元现金。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娱乐活动，此次的活动丰富多彩，该项目近 60 人参与了活动。

蔡甸六大行政区，总投资 270 亿元。中铁五局负责该线 6 标、8

十条赋予了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第十六条则明确了经营者的

此次庆元旦活动特意提前一天开始，项目综合部组织全体参

标两个标段共计 8.5 亿元施工任务。进场以来，中铁五局充分

义务。经营者和消费者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合法义

赛选手在办公楼外集合，利用办公间隙开展。文娱活动的开

发扬“勇于跨越，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先后克服了征地拆

务。1 元钱虽少，同样能够折射出经营者对于诚信经营的态

展，舒缓了员工年底紧张的压力，丰富了员工业余文化活动的

迁、地下水丰富等重重困难，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了全部施工任

度。李先生的据理力争也反映出了普通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提

同时也加深了彼此间的情谊，增加了团队力量，展现了五局人

务。

“勇于跨越，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让员工能以更加饱满的精
神面貌迎接新挑战。

（谢永彬 杨君）

（刘合林 李建）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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