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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沃拉吉

视察中铁二局施工的中老铁路项目

本报万象讯（通讯员袁国付 秦小明 彭 浩）
4 月 5 日，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本扬·沃拉吉带领老挝万象市市长，财政部、公安
部、公共工程与运输部、劳工与社会福利部、计划
投资部、矿产能源部等部长组成的高访团在中国
驻老挝大使馆参赞的陪同下，到中铁二局施工的
中老铁路项目视察，对项目建设给予了高度评
价。
时值老挝泼水节以及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前夕，本扬此次到中老铁路
项目视察，是为检阅中老铁路建设取得的成果，
也是为了进一步扩大“一带一路”
的国际影响力。
本扬一行参观了中老铁路展示馆，对中老铁
路有了直观、形象的了解，并在留言簿上寄语中
老铁路。在中老铁路会议厅听取了关于中老铁
路建设情况的汇报后，本扬说：
“中老铁路是中老

两国经济发展的重点项目，也是‘一带一路’建设
的重点工程。我带领老方高访团来此参观，对中
老铁路参建的各位同志表示慰问，祝愿中老铁路
如期建成！”
随后本扬一行前往万象制梁场，沿途察看了
路基、涵洞、桥梁工程建设情况。在万象制梁场，
本扬听取了老中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鞠国江的
汇报，并同中老铁路参建员工一一握手道别。
中国驻老挝大使馆政务参赞赵承刚、商务参
赞王其辉，老中公司董事长鞠国江、总经理李兵
选随同检查，中国中铁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宏、
中铁二局总经理王广钟携项目部人员在施工现
场迎接本扬一行的检查。
又讯（通讯员臧 衡 邓连川）4 月 6 日，老挝
阿速坡省长棱·塞雅鹏考察调研中铁二局万象制
梁场。

棱·塞雅鹏与来自阿速坡省的老挝员工巴
利、杨波进行了亲切交流，并嘱咐他们加强团结，
多学本事，学习中国的先进技术，努力实现脱贫
致富，为祖国与家乡争光。
目前，中铁二局万象制梁场已先后有 400 多
名老挝员工从事梁场施工生产、后勤保障、老语
翻译等岗位。老挝员工在“安全技术交底培训”
“中国老师带徒”等多重发力下，已熟练掌握钢筋
绑扎、模型修整、混凝土浇筑等施工工艺，成为中
老铁路建设的“生力军”。
棱·塞雅鹏对中铁二局参与“阿速坡”抢险救
援多次表示感谢，称“我们是永远的朋友！”他表
示：
“如果有需要，我们将动员更多的阿速坡省人
民参与到中老铁路建设中”
。
右图为本扬·沃拉吉视察磨万铁路第Ⅵ标项
目经理部一分部二工区的情景。 秦小明/摄

公司领导到基层项目检查工作
本报万象讯（通讯员邓连川 臧 衡）4 月 5
日，集团公司总经理王广钟在万象制梁场召开中
老铁路建设座谈会。中铁二局中老铁路指挥部
及各分部、各工区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王广钟听取了中老铁路施工生产、党务、安
全质量管理等方面的情况汇报。他要求广大参
建员工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认识到中老铁路建设
的重要意义，把弦绷紧，保持工作的精气神；戒骄
戒躁、脚踏实地，确保中老铁路取得绝对胜利；抓
好集团公司 2019 年职代会暨系列工作会精神在
中老铁路的宣贯学习。
王广钟强调要加强安全质量管理，并同大家
一起分享了项目安全管理经验。他要求大家及
时发现并排除安全隐患，对项目、企业负责，对自
身、家庭负责。
本报济南讯（通讯员王洪吉）4 月初，集团公
司党委副书记方国建在参加济南铁路局 2019 年
上半年铁路建设项目质量警示教育专题会议期
间，到鲁南高铁项目进行了检查指导。
4 月 8 日，方国建代表中铁二局参加了中国铁
路济南局集团在济南组织召开的 2019 年上半年
铁路建设项目质量警示教育专题会议。会后，方

国建与济南局集团公司分管建设副总经理李光
林进行了沟通交流，共同回顾了中铁二局自上世
纪八十年代参与济南局铁路施工建设以来的历
程与体会，尤其就二局目前正在参建的鲁南高铁
项目交换了意见。
方国建在济南期间还听取了中原公司和鲁
南高铁项目部就片区市场营销，以及在建项目推
进情况的汇报，就下步工作提出了要求：加强学
习，打造作风过硬的高素质经营团队；提高站位，
勇于担当，诚信履约，干好在建促经营；攻坚克
难，确保实现年度各项工作目标；创新务实党建
工作方法，培育新时代行业开路先锋。
本报济南讯（通讯员王洪吉）4 月 3 日，集团公
司工会主席张文杰带队来到鲁南高铁项目，对公
司承建标段各工点开工情况进行了检查。
张文杰在检查了路基、桥梁、梁场等工程和
项目建设情况，询问了机械设备、劳动力、物资供
应、资金等情况后，主持召开了现场办公会。鲁
南项目有关负责人分别汇报了项目推进情况及
存在问题，集团公司工程部、安质部，中原公司分
别就近期业主组织的现场观摩活动、整个项目施
工生产、安全质量管理工作和监管建议要求作了

勇当新时代的开路先锋
——来自重点工程的报道（九）
4 月初的山城重庆，晨雾湿重。俗话说得好：
“没到过重庆别说
见过雾”，
“勒是雾都”绝对不是浪得虚名。汽车在雾气中沿着山路
拐了好几个弯，终于看到了建设中的明月峡长江大桥。
坐在 2 号墩与 3 号墩的摆渡船上，仰望着高耸入云的桥墩，不禁
想到了贾樟柯镜头下的“三峡好人”
，是现实，
但又带着一丝魔幻。
“你看，去年我们在水里，今年我们到了天上。”项目部经理谢卜
均风趣地说。
谢卜均是五公司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 DHZQ-4 标项目经理，
同时兼任涪秀二线、泸州沱江二桥项目部经理，经常要在三地间“来
去匆匆”，刚从集团公司开完会回来的他对于这种奔波，早已经习以
为常。
今年只有 36 岁的谢卜均，已经在南宁大桥、红星路跨府河桥、
钦北铁路等重点工程积累了相当多的施工管理经验，并先后获得优
秀见习生指导老师、优秀总工程师、优秀共产党员、首席职工、金牌
职工等荣誉称号。说起与明月峡长江大桥的缘分，他笑称更像是冥
冥之中的注定。
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不仅是重庆铁路交通网络的重要枢纽，
也是中铁二局重点打造的铁路工程项目。
东环线 4 标线路全长 10.575 公里，主要工程包括桥梁 5 座，隧道
8 座，路基 12 段，涵洞 11 座。明月峡长江大桥为全线重难点控制性
工程，主桥结构为双层四线铁路钢桁梁斜拉桥，下层为时速 160 公
里重庆东环线铁路，
上层为时速 250 公里预留高速铁路。
2017 年项目部进场之时，由于征地拆迁、航道手续等办理困难，
耽误了将近 5 个月时间，直到 2018 年初，水中墩的基础还没有开始
施工，而 9 月份就要遇上三峡大坝蓄水，工期滞后造成的后果近在
眼前。2018 年 4 月，谢卜均调往重庆东环线项目部任经理。
“到 8 月底，项目部必须抢完 2 号墩与 3 号墩的桩基、承台、两节
塔柱，让塔柱成功出水面，否则，等到三峡库区蓄水，我们就没有办
法进行施工了，三峡库区蓄水可不会等人，如果耽误了，半年的工期
就没有了。
”谢卜均初来乍到，
就面临着开工以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对于项目部全体人员来说，那是一场与江水的赛跑。面对困
境，谢卜均一边抓施工生产，一边抓团队建设，他没有批评任何一个
人，也没有处罚任何一个人，他与项目部每一个领导班子成员、员工
谈心，聆听大家的声音，
了解项目部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一开始大家还小心翼翼，最后发现只要是合理的建议，他都能
答应大家，并不是给我们开空头支票，我们这才放心，干活也更有积
极性了。
”说起项目部经理，大桥施工管理员何齐平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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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部署。张文杰与参会同志一起分析了目前
项目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要求思想站位一
定要高，工作要主动出击；争第一的决心一定要
坚决；大干局面一定要迅速形成；二季度各项工
作一定要迎头赶超；子公司分管领导一定要亲力
亲为；子公司主体责任一定要到位。希望通过全
体参建人员共同努力，尽快提高施工工效，尽快
扫清施工障碍，
尽快扭转被动局面。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苏远东）3 月底,中铁二局
副总经理刘剑斌到电务公司基地工程项目部检
查指导工作。
电务公司基地工程项目部经理向刘剑斌汇
报了轨道电务技术中心项目的由来、设计方案
的比选、工程概况、施工现场的情况。刘剑斌
要求项目部梳理建设程序是否完善，包含内部
的决策手续，做到依法合规搞建设；狠抓现场
管理，确保施工安全，要有底线意识和红线意
识；要注重交叉口的处理，装修要体现专业特
色；积极推进项目施工建设，为旧城改造创造
条件，做到合理节奏、合理速度、合理工期；
要有大局意识，加强沟通协调，妥善处理五合
苑用地问题。

芬兰工程建设专家考察团

考察青岛地铁8号线项目
本报青岛讯（通讯员梁晓宁 陈鸿燊 陈娟娟）4 月 3
日，芬兰工程建设专家考察团和中铁国际一行 11 人，来到
由中铁二局施工的青岛地铁 8 号线重点控制工程——全
长 7.9 公里的青岛胶州湾跨海地铁隧道施工现场考察调
研。
在座谈交流会上，芬兰工程建设专家考察团负责人
DAR 先生代表考察团所有成员，就海底地铁隧道施工组
织、破碎熔岩、断裂层,以及人员、机械设备、工期进展情况

穿 江 破 雾 望“ 明 月 ”
——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明月峡长江大桥施工纪实
本报记者 李 杨 通讯员 邹振环 田海文

为了提升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及现场管控力度，谢卜均还专门对
施工管理员进行专项考核，将工资系数调整为一个浮动区间，如果
工作做得好，就可以拿到高系数的工资，如果出现了安全质量问题，
就将系数降回原来的水平。
“施工管理员一般由技术人员和领工员担任，既管生产，又管安

全质量，还要兼顾文明施工管理，适当提高他们的待遇，对整个项目
的安全文明施工很有好处。”项目部领导班子成员对谢卜均提出的
这个措施都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他对施工组织了然于胸，对整个项目的安排也非常合理，会定
期召开月度生产会、经济活动分析会，确定每个人的任务目标后，大

等进行了询问，项目部总工程师给予了详细的解答，并从
整体工程概况、施工筹划及进展、设备情况、工程重难点
分析、主要技术措施、F5 断层破碎带施工方法等 7 个方面
作了详细的讲解。芬兰专家纷纷称赞中铁二局胶州湾海
底隧道以及青岛地铁 8 号线过海隧道是非常了不起的工
程，他们认为中国在工程建筑领域令全世界震撼。最后，
他们表示，希望今后与中国中铁这样的大型有实力的工
程施工企业在工程建设方面有合作的机会。

家的思路一下就清晰起来。”项目部总工程师叶颜伟对谢卜均是发
自内心地钦佩。
面对叶颜伟的夸奖，谢卜均直言不敢当，他指了指叶颜伟打趣
地说：
“你看他本来是从金华坐飞机到成都，因为机票太贵，想着便
宜一点就买了飞重庆的机票，结果刚到重庆，就接到电话说东环线
中标了。”大家的心里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与东环线、与明月峡是
一场注定的缘分。
2018 年 8 月，重庆大部分地区依然被高温笼罩，局部地区最高
气温冲破了 40℃大关，重庆市民饱受高温煎熬。但就是在这样一个
高温酷暑的天气中，明月峡长江大桥的施工依旧没有停止过。
大战期间，项目部成立混凝土浇筑领导小组全程在现场指导监
督浇筑施工，进行混凝土性能监控，以确保 3 号墩塔承台顺利完成
浇筑。不管太阳有多大，温度有多高，大家争分夺秒，确保每根桩都
有一名班子成员值守，
“五加二”
“白加黑”是家常便饭。
钢围堰里面空气不流通，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大蒸笼，在近 50 摄
氏度的“蒸笼”里，工人们挥汗如雨，谢卜均带领项目部班子成员轮
流值守，
和工人们一起吃在现场，住在现场。
在重庆连续四十多度的高温天气下，项目部党委全力抓好施工
后勤保障，安排人员 24 小时值班，在现场配齐矿泉水、盐汽水、西
瓜、藿香正气液等防暑降温用品，专门聘请医护人员驻守在施工一
线，
随时保障高温天气下持续作业的施工人员人身安全。
“党建工作不仅要督促我们的施工生产，更要做好施工生产的
保驾护航工作，这是我们开展党建工作的首要目的。”项目部书记梁
文志说。
“每一根桩都是一类桩，我们做到了。”项目部副经理张谦说到
去年的成绩，依旧忍不住激动了起来。去年，项目部将水中墩及时
抢出水面，
如期、高质量地完成了浇筑任务。
如今，由高温的“水中”作业转变为“空中”作业，项目部丝毫没
有放松警惕，他们成立了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明确安全生产领导小
组职责。建立完善的安全生产保证体系，根据《项目经理部安全生
产责任制管理实施细则》，明确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签订责
任书、承诺书、承诺卡，各班组严格按照规范要求组织施工，充分用
好安全帽、安全绳、安全带等安全工具，并组织进行安全履职考核，
将考核结果与工资收入直接挂钩。
“虽然最关键的节点已经完成，但是我们不会放松警惕，一定不
能盲目抢进度，要守住安全这条红线。”项目部安全总监蒋继军对记
者说。
“下一步项目部将以打造东环线亮点为抓手，做好项目索赔和
成本管理，重点打造全线标准化示范段，力争在长江上再树二局丰
碑。”
展望未来，项目部经理谢卜均和全体员工充满了信心。
结束采访时，眼前一片晴朗，原来是出太阳了。明月峡长江大
桥破雾而出，
江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更加闪耀，
春天来了。
图为正在建设中的重庆东环线明月峡长江大桥。
叶素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