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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湾大桥合龙
7 月 31 日，国家重点工程传捷报，由中铁五局集团承
揽施工的湖南单幅最宽公路桥——东江湾大桥顺利合龙，
为美丽的 5A 级东江湖景区又添一新景。东江湾大桥位于
湖南省郴州资兴市市区内，横跨著名的风景区东江河，大
桥全长 605.32 米，设计双向六车道，时速为每小 60 公里，
总投资 2.53 亿元。项目经理任明盛介绍说，承担大桥施工
任务的中铁五局二公司，自 2016 年 4 月进场以来，项目始
终将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贯穿工程建设全过程，实现了建设
过程中“污染控制有效、土地资源节约利用、绿化完善美
观”
。
(谢永彬 胡凯)

中铁五局完成衢宁铁路
下穿温福客专架梁施工
7 月 16 日，随着衢宁铁路岭后特大桥 24 号至 23 号墩
间一片 24 米的 T 型桥梁顺利架设完成，标志着中铁五局衢
宁项目部安全正点顺利完成了衢宁铁路下穿温福客专 T
梁架设施工任务。衢宁铁路（福建段）岭后特大桥全长
814.785 米，该桥第 24 号墩位于既有温福客专线路正下方，
第 25 至 23 跨间 3 孔桥梁均为下穿既有温福客专架设施
工。为确保安全正点完成下穿既有客专线施工，中铁五局
六公司项目部对下穿既有温福铁路架梁制定了专项施工
方案，同时积极与温福客专铁路设备管理部门沟通协调，
充分完善安全施工保障措施。 （谢永彬 蒋方槐 粟荣富）

金华市区首台盾构顺利始发
浙中首个城际轨道项目全面提速

中铁五局向蒙华铁路 T 梁架设
发起最后冲刺

7 月 28 日，金华市区首台盾构机“奋进一号”在中铁五
局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工程 03 标顺利始发，这也标志着
浙中首个城际轨道项目——金义东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全
面提速。据项目经理阳利平介绍，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项
目建成后，从金华市区到义乌城区只需 36 分钟，到东阳城
区 50 分钟，到横店 59 分钟，形成区域中心城市与重要城镇
之间 1 小时交通圈。
（谢永彬 胡凯 胡清林）

7 月 23 日，随着现场指挥清晰准确的口哨声，蒙华铁
路故县特大桥首片 T 梁被缓缓安放在桥墩上，标志着中铁
五局蒙华项目部向蒙华铁路 15 标最后一座铁路桥梁的架
设施工发起了冲刺。故县特大桥全长 839.95 米，是标段施
工难度较大且工序繁琐的四线特大桥。为确保安全顺利
完成管段内最后一座桥梁的架设任务，中铁五局架梁作业
队编制了详细的施工组织方案，确保了按既定施组计划安
全有序推进架梁施工。根据施工组织计划安排，预计 18
天后就可完成该特大桥的架设任务。届时，蒙华铁路 15
标将实现标段内路、桥、隧全线贯通，为年底铺轨施工进入
蒙华 15 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谢永彬 蒋方槐 陈启蛟）

武汉市委常委胡亚波赴中铁五局
开展
“送清凉”
活动
7 月 19 日，
武汉市委常委、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书
记、汉南区委书记胡亚波一行到中铁五局二公司武汉轨道
交通 16 号线老关村站项目部开展
“夏送清凉”
慰问活动, 对
项目部下一步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胡亚波一行来到施
工现场，首先了解了工程概况和施工进展情况，对于项目
部的标准化工作和形象建设给予了高度肯定。随后在项
目班子成员的陪同下参观了班前讲话台、VR 体验室、技术
交底室、工人休息室，并向项目全体参建人员发放了冰糖、
绿豆等防暑降温物品。（胡亚波 谢永彬 郭建兵 程海丽）

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陆东福
莅临中铁五局拉林铁路3标检查指导工作
7月26日，
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陆东福莅临中铁五局
拉林铁路 3 标检查指导工作，
肯定了中铁五局拉林铁路 3 标
各项建设工作。拉林铁路建设指挥部指挥长王建盛，
中铁五
局总经理徐中义等领导陪同。在泽当车站施工现场，
陆东福
听取了相关负责人关于泽当车站工程进度等工作汇报，
称赞
泽当车站是精品工程。泽当站站房建筑面积为 15000 平方
米，
为线侧下式车站。藏噶隧道位于西藏雅鲁藏布峡谷区，
地处区域海拔 3500 多米，
隧道全长 8.876 公里，
合同工期 54
个月，
被列为全线控制性重难点工程。
（谢永彬 薛超）

中铁五局衢宁铁路
积极应对超强台风“玛莉亚”
7 月 11 日，今年第 8 号台风“玛莉亚”以强台风级登陆
福建连江黄岐半岛沿海。中铁五局衢宁项目部在接到台
风预警信息后，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并成立了抗台应急领
导小组。在开展全方位抗台抗汛隐患排查行动的同时，项
目部还针对现场的施工材料进行了清理，统一转移到避风
处。随着“玛莉亚”的减弱和离去，项目部领导班子迅速组
织人员对项目驻地、工点进行灾后安全巡查和重建行动，
助当地基本恢复办公、生活条件，安全平稳度过超强台风
“玛莉亚”
袭击期。
（谢永彬 蒋方槐 粟荣富）

中铁五局通过蒙华公司专业工程模拟验收
7 月 19 日，蒙华公司专业工程验收组在中铁五局蒙华
铁路 HMTJ-15 标开展“路、桥、隧”专业工程模拟验收，中
铁五局六公司蒙华项目部桥梁及附属工程以“满足设计要
求”的验收结论顺利通过模拟演练。本着早部署、早准备、
早安排的前瞻意识和工作原则，项目部成立工程验收领导
小组，部署安排提前介入工程验收准备工作。同时，对已
完成的工程全面自查，将存在的缺陷分类分项纳入问题库
并制定相应的整治方案和措施逐一消缺销号，为工程验收
提前做好充分准备。
（谢永彬 蒋方槐 陈启娇）

中铁五局组织开展
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员取证培训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进一
步加强起重机械安全管理，提高起重机械安全管理人员专
业水平和业务能力，
7 月 9 日至 13 日，
中铁五局六公司组织
19 名来自施工一线的起重机械安全管理人员参加了重庆
市举办的“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员 A5 培训取证班”学习。
其中 18 人一次性取得安全管理员 A5 证。本次培训由重
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的老师授课，使
参培人员系统学习了特种设备管理相关知识，切实提高了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水平，为现场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工作开
展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与保障。
（谢永彬 尹润波）

中铁五局郑州地铁项目部雨中抢险
7 月 27 日，郑州南三环地区突降暴雨，中铁五局四公
司担负施工的郑州地铁 4 号线太白路车站基坑随时面临
被雨水倒灌的危险。经过 4 个多小时的激烈奋战，确保
车站安然无恙。车站位于南三环与郑尉路交叉口横穿南
三环桥下，凌晨突来的强暴雨导致地面交通完全中断。
项目部立即启动应急抢险预案，不顾一切投入防洪抢险
之中。经过全体员工 4 小时全力奋战，暴雨洪汛险情解
除，同时维护了道路通畅，项目部用责任和担当彰显了央
企的社会责任 ，得到了郑州市交通管理部门的高度评
价。
（谢永彬 于法龙 廖周锡）

中铁九局七公司党委
多措并举扎实开展巡察工作
今年以来，中铁九局七公司出台了《中铁九局七公司
党委巡察工作办法》多措并举扎实开展巡察工作。健全机
构、明确职责：各职能部门部长为组员的巡察工作领导小
组，明确了巡察领导小组十二项职责。周密部署，开展巡
察：公司党委制定了巡察工作计划，将管内 6 个项目作为
首批巡察重点。督促整改，确保实效：公司巡察办分别对
哈牡项目部、呼市地铁项目部进行巡察反馈，发出了项目
巡察问题的整改通知，要求全面整改，快速“止血”，做到件
件有着落，
件件有整改，
确保整改质量和效果。 (郑楠）

中铁广州局三公司盐通铁路
开展安全大检查
7 月 29 日，中铁广州工程局三公司盐通铁路项目部开
展月度质量安全大检查。检查重点围绕现场文明施工、临
时用电、安全防护等进行了详细排查。对现场存在的问
题，都一一进行记录，并拍照留存。在现场对存在的问题
进行详细剖析，讨论整改措施。对发现的各种安全隐患，
立即组织人员当场整改，责任到人，现场办公，直接抓落
实。从检查的情况看，各作业队安全责任感不断增强，安
全生产投入和管理力度不断加大，安全生产水平逐渐提
高，
安全生产呈良性发展态势。
（黄志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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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三局五公司成都天府机场高速项目
路基段荣获优质样板工程
近日，中铁三局五公司承建的成都天府机场高速公路
TJ8 标段 K44+100-K55+100 路基工程，荣获中铁城投天府
机场高速公路工程指挥部 2018 年上半年“优质样板工
程”。开工以来，项目经理陈培利、党工委书记徐逢池与班
子成员一道，科学管理、超前谋划，严守质量安全红线，层
层强化过程控制，不仅锻造了一批能工巧匠，而且创造了
12 项“全线第一”，
以骄人的战绩展示了中央企业的强劲实
力和良好形象。
（岳蓓蓓 李志勇）

中铁七局路桥公司
举行靖神铁路
“三亮三树”
主题实践活动
7 月 19 日，中铁七局路桥公司靖神铁路项目部在陕西
榆林举行
“三亮三树”
主题实践活动授旗暨
“大干 90 天劳动
竞赛”动员大会。此次活动主题为：
“亮身份、树宗旨意识；
亮岗位、树责任意识；亮承诺、树模范意识”，旨在充分发挥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开展劳动竞赛，确保全部
重点工程如期完成。靖神铁路是“北煤南运”新的国家战
略能源运输通道，与蒙华铁路同步建设，这条铁路建成后，
对强化北煤南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陕北能源化工
基地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丁佳原）

“魅力兴城”
城市宣传片
再次亮相纽约时代广场
以“兴城泳装 世界分享”为主题的《魅力兴城》城市形
象宣传片，自 2018 年 8 月 1 日起将再次耀动美国纽约时代
广场“中国屏”，并同步在北京火车站和沈阳机场等人流量
密集区高频次集中播放。作为美国纽约市曼哈顿最繁华的
街区之一，纽约时代广场年均游客流量达 4000 万人次、人
员流量达 1 亿人次，
被称为是吸引全球目光的
“世界的十字
路口”
。相关负责人介绍，
《魅力兴城》宣传片再次投放纽约
时代广场，不仅是兴城泳装产业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内在需
要，
也是兴城作为中国三大泳装基地之一的责任担当。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国道534项目
再夺2018年二季度信用评价第一名
7 月 25 日，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福建国道 534 项目部以
92.3 分的好成绩再次获得 2018 年二季度福建省三明市信用
评价第一名，
这也是项目自参评以来，
连续第四次蝉联全市
在建普通公路质量安全大检查暨信用考核第一名。公司国
道 534 项目一直将企业信誉作为企业发展的立足之本，
始终
坚持“顾客满意是我们修筑未来之路的起点”的价值导向，
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全心全意做好每一项工程。项目各
项工作多次获得业主的肯定和好评。
（李湘章）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各单位
扎实开展夏送清凉慰问活动
夏日炎炎，骄阳似火，在持续不断的高温下，公司一线
员工仍挥洒汗水，坚守一线。为保证员工的身心健康，有
效防控高温中暑和各类事故发生,确保一线员工安全度
夏，近日，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工会全公司范围内组织开
展内容丰富的“关爱员工、夏送清凉”活动。每到一处，各
级工会都代表公司向一线员工表示亲切问候，感谢广大员
工的付出和努力，嘱咐广大员工注意防暑降温，做好安全
生产，鼓励广大员工继续发扬顽强拼搏的精神，立足岗位，
建功立业，
共同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李湘章）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开展福建片区
劳动竞赛暨群安员、
青安岗技术比武大赛
7 月 25 日，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工会和团委在 G534
项目部举办“决战攻坚管理年，建功八闽铸丰碑”福建片
区劳动竞赛启动仪式暨群安员、青安岗技术比武大赛。
劳动竞赛活动以“八比一创”为核心，号召片区广大员工
“比、学、赶、帮、超”，大干 150 天，提高技能素质、实现安
全生产。群安员、青安岗技术比武大赛采用现场实操与
理论考试相结合的方式 ，考查选手的安全隐患排查能
力。经过激烈角逐，张强获、胡运坡、柳俏丽获个人前三
名。
（李湘章 秦潇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