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资报道

2017 年 08 月 08 日 星期二 编辑：
陈玮英 校对：筱华 美编：王祯磊

公司 G03

精英劲旅铸就北京地铁铺架之榜样
——记中铁十一局集团三公司北京地铁项目部
肖伟 李浩

这是一支荣获 2015—2016 年
度中央企业青年文明号荣誉的地
铁项目建设团队，
是一支在祖国首
都活跃的地铁铺轨施工队伍。6
年来，
他们兢兢业业、
恪尽职守，
默
默耕耘，
用辛勤的汗水和过硬的施
工质量，
铸就了
“铺架劲旅”
的品牌
丰碑——中铁十一局集团三公司
北京地铁项目部，
在进军北京市场
的征途中，彰显着矢志不渝的“亮
剑精神”
。

不畏艰难
奋战第一线
自 2009 年起，中铁十一局集
团三公司北京地铁项目进入北京
城市轨道建筑市场，
已在首都北京
连续 6 年实现健康滚动发展。三
公司项目团队承建的地铁房山线
轨道Ⅰ标、地铁 9 号线轨道Ⅱ标、
地铁 6 号线轨道Ⅰ标、地铁 7 号线
轨道Ⅱ标，
北京地铁燕房线（在建）
总计铺轨线路 136 公里（含 3 座车
辆段），其中通车线路已达 101 公
里，两座车辆段。总投资 16.77 亿
余元，
全部工程质量均获北京市优
质以上标准。在项目工程进行的
过程中，这个项目团队在技术上
“啃硬骨头”；在管理上严谨认真，
一丝不苟；在施工进度上稳扎稳

打，以质量为上；在人才培养上不
拘一格，唯贤是用。本着“干好工
程，树好形象，创立信誉，站稳市
场”
的宗旨一直奋斗拼搏在北京地
铁项目建设的第一线。
回顾初入北京市场的时候，
三
公司项目团队可谓是战战兢兢，
如
履薄冰，2009 年，中铁十一局集团
三公司中标北京轨道交通房山线，
承担了其中正线 8.1 公里的铺轨和
1 座车辆段的施工任务。
在项目建设初期，
与众多早已
进军北京地铁市场的老牌施工局
相比，
十一局集团三公司北京地铁
项目部算是个不折不扣的新兵，
既
缺乏在北京地铁市场施工的经验，
人员配置又相对薄弱。可是，
从工
程一开始，
项目团队就遇到了工期
紧，
任务重的重重挑战。
当时的北京地铁房山线铺轨
工程计划于 2010 年 1 月 1 日开工，
2010 年 6 月 30 日完工，工期 6 个
月。但由于土建工期滞后，
正线实
际开工日期为 2010 年 3 月 15 日，
业主要求完工日期为 2010 年 7 月
15 日，工期 4 个月，缩短 2 个月；车
辆段实际开工日期 2010 年 2 月 15
日，
业主要求完工日期为 2010 年 5
月 30 日，工期 3.5 个月，缩短 2.5 个
月。
北京地铁燕房线是目前国内
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运营线路，
是
北京城市规划重点在建项目之

一。全线为高架线路，共设 9 站 9
区间，
停车场 1 座，
铺轨总长 43km。
该项目车辆段轨道安装工程
于 2015 年 7 月开始进场施工，
按要
求，需在 10 月 28 日达到进车入库
条件。轨道单位首个重要节点的
有效工期只有 3 个月。在开工不
到 3 个月的时间里，施工队提前实
现了段内短轨通、长轨通、轨道线
路验收三个关键任务目标，
于当年
11 月 8 日实现车辆段车辆入库这
一重大标志性节点任务。
2016 年 5 月正式进入高架东
段正线进行轨道铺装。在低温寒
潮，
冬季雾霾等不利的施工条件下
保证了施工进度和质量，
充分准备
确保东段动调取得安全圆满地成
功。
2017 年 3 月初进入西段施工
以来，
在作业面多、
桥梁断点多、
桥
下干扰大、雾霾影响频繁、多专业
交叉作业施工难度大等施工条件
的干扰下，
所有项目施工人员仍排
除万难，完成 16 公里单线铺轨线
路、5 组单开道岔艰巨的施工任
务。2017 年 5 月 1 日，随着最后一
立方砼的浇灌入模，
标志着由中铁
十一局集团三公司承建的北京地
铁燕房线轨道工程轨道全线铺通，
提前 10 天完成了业主要求短轨通
的节点目标。严寒酷暑，
阻挡不了
这支年轻团队履约的决心，
唯旗是
夺的精神信仰，
成就了他们一步一

步征服业主，
攀登行业高峰的信心
和勇往直前的敬业精神。

精益求精
携手谋发展
在项目施工上的精益求精是
企业制胜的重要因素，
而对于人才
培养的有效措施也成为公司久盛
不衰且蒸蒸日上的法宝。据悉，
“导师带徒”制度是中铁十一局的
优良传统，也是三公司培养优秀
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徒弟怎么
带，适合什么样的培养方向，都要
通过民主测评选出来，签订一对
一的定向培养协议，再根据培养
计划进行专项培养。相关领导还
经常性地进行突击考核，
让导师对
徒弟进行一对一的公开考核，
现场
作答，
现场评判。以这样具有人文
关怀，无微不至的深入指导的方
式，培养出了诸多岗位能手，可谓
人才济济。
除此之外，项目部还特别关
注干部职工的成长，
给他们创造独
当一面的机会和锻炼平台，
驱动他
们取得职业生涯的突破。由于同
时承担着一些旧线改造工程，
项目
部通过“给位子、压担子、许承诺”
的方式，
让三五个职工组成一个小
项目部去独立完成一个改造工程，
然后根据完成情况，
给予提拔任用
的机会，创造出了大家齐上进，携

手谋发展的良好竞争氛围。
与此同时，
项目部坚持每月开
展“员工讲坛”和“工地之星”评选
活动：
让施工经验丰富的人员为年
轻职工授课，
把现场问题搬到课堂
上，
帮助员工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经
验融合，加快他们成长的步伐；每
个月的“工地之星”可在当月加上
5 分绩效分，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
性。
如今的中铁十一局集团三公
司北京地铁项目部，
已经不再仅仅
是一个项目部那么简单。在业务
上，
项目部是企业开拓北京轨道交
通市场，
打造轨道专业施工品牌的
桥头堡；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则成
为了企业的
“黄埔军校”
，
为公司发
展轨道交通业务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人才储备。中铁十一局集团三
公司福州地铁项目经理、
合肥地铁
项目经理、贵阳地铁项目经理，乌
鲁木齐地铁项目经理都是来自北
京地铁项目。据初步统计，
从北京
地铁项目已走出四位项目经理，
两
位书记、三位总工程师，三位项目
副经理……在推动企业在轨道专
业施工做精、做专、做强方面功不
可没。
对于未来，
这支团队更加信心
满满，
不断焕新和超越。这支新生
劲旅，将在城市轨道交通发展领
域，用他们的智慧和勤劳，谱写更
加辉煌的未来。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