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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五局红柠铁路改造工程
无缝线路提前贯通
10 月 28 日，红柠铁路专用线一期线路改造工程柠条
塔到神木西提前 3 天实现无缝线路顺利贯通。承担该段
线路改造工程任务的中铁五局六公司 9 月 6 日正式进场施
工，做好长轨换铺的前期准备工作，9 月 21 日首列长轨列
车运达施工现场，施工单位仅用 37 天完成红柠铁路柠条
塔至神木西 20.474 公里长轨换铺任务，提前 3 天实现了红
柠铁路柠条塔到神木西无缝线路的顺利贯通。
（谢永彬 蒋方槐 石建华）

中铁五局圆满完成
衢宁铁路首次线路拨接
10 月 25 日，衢宁铁路宁德铺架基地工程线路顺利与
既有杭深铁路成功连接，标志着由中铁五局负责施工的衢
宁铁路首次既有线拨接施工圆满完成，为后续铺架施工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线路拨接和拨
移，正点开通线路，中铁五局全体参战员工按照既定分配
的工作任务，清除道砟，拆除道岔等每一道工序进行都有
条不紊，展现出高昂的战斗士气，圆满完成了新建衢宁铁
路铺架基地工程线与既有杭深铁路宁德站线路拨接施工
并安全正点开通线路。
（谢永彬 蒋方槐 粟荣富）

中铁五局参加
铁路运架设备使用维护培训
为提高铁路运架设备、盾构机现场管理水平和后台
管控能力，10 月 24 日至 26 日，由中国中铁股份公司主办，
中铁科工承办的铁路运架设备和盾构机使用维护培训班
在武汉开班。股份公司所属二、三级单位运架设备和盾
构机相关负责人、使用人员共 156 人参加，中铁五局 15 人
参加本次培训。此次培训以问题和管理的薄弱环节为导
向，紧紧围绕常用铁路架桥机结构原理和使用卡控要点，
运架设备监控系统和远程运维系统，提运架设备在使用
前的源头管控，通过培训提高了参训人员对设备的安全
使用能力。
（谢永彬 尹润波）

中铁五局蒙华铁路卢氏车站
获“水土保持生态文明示范工程”称号
10 月 31 日，由中铁五局四公司施工的蒙华铁路 15 标
三工区卢氏站被三门峡水利局授予“水土保持生态文明示
范工程”称号。卢氏车站全长 2976 米，占地面积近 730
亩。车站开挖边坡高 105 米，是蒙华铁路全线开挖最高边
坡。车站自 2016 年 5 月份开工建设，2018 年 6 月主体工程
完工。建设过程中，在蒙华铁路公司晋豫指挥部的总体统
筹下，不断优化施工方案，最大限度消除水土流失隐患，确
保施工区域内青山绿水保持原态，充分发挥了典型示范引
领作用。
（谢永彬 于法龙 王永成 张跃东）

中铁五局四公司工会组织开展郑州片区
“关爱从心开始”专题讲座
10 月 25 日，中铁五局四公司工会在郑州片区开展“关
爱从心开始”专题讲座。公司郑州工程指挥部及在建项目
党群干部等 20 余人参加。讲座以提问的方式开场，引导
大家对“心理健康”关注及“员工健康关爱计划认知”的思
考；随后从员工关爱工程系列文件的逻辑关系等五个方
面，详细阐述了员工健康关爱计划是工会工作适应新时代
要求下的转型与升级，通过专业人员对员工在身体健康、
情绪管理等方面提供专业指导、培训和咨询，有效促进员
工身心健康。
（谢永彬 于法龙 郑丽 杨婷）

中铁五局甜永高速公路项目
现浇梁首浇成功
10 月 23 日，中铁五局四公司甜永高速公路项目杨旗
互通杨旗大桥首次现浇梁顺利浇筑，拉开了全线现浇梁
施工的序幕，再次领跑全线。杨旗互通杨旗大桥现浇梁
是甜永高速公路环县境内全线标段现浇梁的首浇梁。自
2017 年 9 月 30 日开工以来，四公司甜永 07 标项目部严
格执行“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率”的理念，坚持科学管理、
精细化施工，不断提高现场安全质量管理水平，细化节点
工期，提前 3 天完成现浇梁浇筑，受到业主、监理单位的
好评。
（谢永彬 于法龙 何云龙）

厦门滨海东大道（翔安东路—莲河段）
正式开工建设
10 月 30 日，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参建的福建厦门滨
海东大道（翔安东路—莲河段）正式开工建设，拉开了厦门
市翔安区滨海东大道项目建设序幕。滨海东大道项目是
厦门市新机场莲河片区重要配套道路，它的建设完善了厦
门快速路网结构，构建厦泉交通快速通道，促进厦漳泉同
城化基础设施联通。同时配合空港新城建设，形成航空、
港口、铁路联运的客货运通道。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承担
一标段工程建设任务，中价标约 2.9 亿元，计划工期 1095
天。
（李湘章 舒俊）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参建的
乌鲁木齐轨道交通 1 号线北段开通试运营
10 月 25 日，乌鲁木齐轨道交通 1 号线北段开通试运
营，标志着新疆迈进轨道交通时代。1 号线北段南起八楼
站、北至国际机场站，共 12 座车站，全长 16.78 公里。中铁
五局机械化公司承担的乌鲁木齐轨道交通 1 号线车站公共
区装修工程 01 合同段，
负责国际机场站、
大地窝堡站、
北门
站（南段）公共区装修工程。国际机场站作为乌鲁木齐轨
道交通 1 号线最具代表性特色站，安装工艺复杂。项目全
体参建人员科学施工提前完成节点工期，圆满完成乌鲁木
齐轨道交通 1 号线北段开通试运营目标。
（李湘章 王兴生）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国道 534 项目
再获佳绩
近日，根据福建省三明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布
的 2018 年第三季度信用评价考核结果，中铁五局机械化
公司国道 534 项目，在参评的 12 家企业中脱颖而出，以
93.7 分的好成绩，连续第三次获得季度信用评价第一名。
公司国道 534 项目高度重视普通公路信用评价工作，确保
信用评价各项考核指标落实到位。项目部通过信用评价
工作促进管理水平提升，持续强化项目施工管理，为实现
公司“以现场保市场”的经营理念，推动福建区域良性滚动
发展而不懈努力。
（李湘章 欧建军）

中铁七局桃园北路上跨陇海铁路
桥梁工程首次要点架梁告捷
10 月 21 日，由中国中铁七局集团西安公司承建的桃
园北路项目临近既有线铁路架梁首战告捷。该工程全长
610.6 米，主桥上跨陇海铁路等。本阶段架梁施工为铁路
北侧 50 米 T 梁一跨，为临近既有线 III 级要点架梁施工。
首次要点架梁施工告捷，得到了业主、监理单位的一致好
评，标志着该项目进入新的施工阶段。桃园北路贯通后，
西安将再添一条跨越陇海铁路的大动脉，对串联西安北二
环路和南二村、优化沿途城区的产业布局、促进经济发展
有着重大意义。
（马铮铮）

中铁四局集团大型原创情景歌舞剧
《薪火相传》全球同步直播
10 月 30 日，由中铁四局员工自编自导自演的大型原
创场景歌舞剧《薪火相传》，通过新华社现场云、新华网直
播等众多媒体平台实现全球同步直播，为中铁四局第四次
党代会“浓墨重彩”。该局 2.3 万名员工满怀幸福和憧憬，
入围铁路信用评价 A 类（级）企业 23 次，成为安徽省及中
国中铁系统首家“四特四甲”企业；荣获中国土木工程詹天
佑奖 13 项、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 5 项、国家优质工程奖 16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1 项；入选中国中铁三级施工企
业 20 强企业最多；
连续九年保持银行“零贷款”。
（陈国平）

中铁四局五公司深圳地铁区域经理
预防疫情稳人心
10 月 24 日，中铁四局五公司深圳地铁区域经理邀请
专业预防人员，对项目三个员工生活区房前房后、水沟、厕
所喷洒药水面积达 5000 平方米，通过消杀蚊虫有效预防
了登革热疫情，有效稳定了施工人员队伍。据悉，该公司
建点伊始就制定了环境卫生保洁制度，每个工点每个生活
区都配备了保洁人员，每日定期进行卫生清扫。此外，工
会还组织联系专业人员每月定期消杀蚊虫，保证了员工工
作和生活区环境优良，该项目部上半年被深圳市评为“安
全生产文明优良工地”，确保了深圳地铁 4 号线正常施工，
人员队伍稳定。
（郑志山 陈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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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七局电务公司党委成功举办
2018 年基层党组织书记和通讯员培训班
10 月 23 日至 26 日，中铁七局电务公司党委在机关大
会议室举办为期四天的 2018 年度基层党组织书记和通讯
员培训班。来自电务公司各基层党组织书记和通讯员共
计 60 余人参加了培训。此次培训的授课老师，既有集团
公司党群部门负责人，又有河南省委党校教授、资深媒体
记者，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解读，如何加强基层项目党建、
廉洁风险防控工作等，课程设置科学合理，培训效果良
好。
（韩阳）

中铁九局四公司方珲公路改扩建工程
桥涵主体工程全部完工
10 月 30 日，由中铁九局四公司承建的黑龙江省方珲
公路改扩建工程金山沟中桥最后一片 20 米箱梁顺利架设
完成，标志着该工程桥涵主体工程全部完工。该工程自去
年 7 月 1 日开工以来，面对征地拆迁迟缓等多种困难，项目
部加强沟通力度，全力配合业主做好拆迁和林业部门工
作，推进工程开工步伐；项目部结合当地气候特点，通过科
学排摆工期等措施，在确保安全质量和社会车辆畅通的情
况下，实现了业主既定的桥涵工程节点工期目标，为 2019
年 10 月 30 日全线通车奠定了基础。
（王琳 韩占龙）

中铁九局四公司深圳地铁工程首桩开钻
10 月 25 日，由中铁九局四公司承建的深圳地铁 14 号
线宝龙站工程主体围护结构首桩开钻，标志着该工程主体
结构正式开工建设。车站主体围护结构基础形式为咬合
桩。为尽早打开施工作业面，项目部围绕工程前期实际，
积极开展绿化迁移和管线迁改工作，将整个施工场地划分
为 4 个交通疏解区域，截至目前，已完成 1 个区域的交通疏
解工作；同时合理排摆围护结构、基础施工和主体结构施
工工期，将劳动力投入增至 90 人，配备 3 台旋挖钻机，确保
工程不断推进。
（王琳 庄玉国）

中铁九局四公司华晨宝马工程
“四带一优化”营造党团共建新局面
华晨宝马培训中心工程项目党支部始终把团的建设
纳入党的建设总体格局，以党建带团建，抓团建促党建，通
过探索“五带一优化”工作格局，取得明显成效。一是带思
想建设。项目党支部不定期给青年团员上党课，以加强对
青年团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二是带组织建设。党支部积
极指导团支部的组织设置，不断扩大团组织在青年中的影
响力。三是带队伍建设。党支部重视加强团干部培养。
四是带工作发展。开展形式多样的工作竞赛，以活动凝聚
青年团员。五是优化工作环境。党支部组织文体活动等
方式帮助年轻技术人员排解工作压力。 （王琳 李立）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通过湖南省 2018 年
首批建筑企业技术中心认定
10 月 22 日，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了 2018 年
度第一批省认定建筑业企业技术中心名单，中铁五局机械
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赫然在列。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为
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
力和核心竞争力，积极筹建技术中心。为确保技术中心在
科技创新领域发挥更大创新效能，公司全力为技术中心建
设提供制度保障和资源保障。此次通过湖南省技术中心
认定，是对公司在推进技术中心建设和科技创新建设方面
取得成绩的充分肯定，将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
术支撑。
（李湘章 胡爱珍）

中铁五局京广铁路项目
拉开高压室改造施工序幕
10 月 23 日凌晨，随着调度员的一声合闸命令，京广铁
路柳辛庄变电所移动高压室正式投切，标志着由中铁五局
电务城通公司承担施工的京广铁路北京局管内自动闭塞、
通信和牵引供电设备改造工程Ⅲ标段牵引变电所高压室
改造工程拉开序幕。本次改造工程需要更换高压室母排、
高压室穿墙套管等设备，改造工程量大，需要多次全所停
电。为了攻克这些施工难题，确保施工生产顺利进行，该
项目部始终坚持“敢于胜利铸精品 永争第一建伟业”的项
目精神，
高起点定位、
高标准运作。
（陈 凯 秦国金 肖宇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