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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新运公司昌赣项目部在工程线自查
自纠，核查无砟轨道销缺的情景。 （杨和怀/摄）

上图是城通公司杭州地铁七号线项目部消防应
急救援演练前，
详细讲解制服功能。
（黎长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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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中铁二局浦梅第一项目部开展 2019 年既
有线防洪防汛抢险应急救援演练。
（钟良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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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中铁二局瑞城物业温江项目在演练主动应对
舆情事件，
热情迎接新闻媒体人员的情景。 （戴良建/摄）

川

上图是二公司三亚宁远河涉铁区域河道综合整
治项目部演练护送伤员的情景 。
（罗 勇/摄）

中铁二局所属各基层项目部

强化安全红线意识 落实安全管理制度

本报广州讯（通讯员黄鑫）日前，三公司深圳
地铁 6102 标项目部组织全体管理、施工人员进
行安全体验，旨在强化项目全员安全生产意识，
促使安全文明施工理念入脑入心。
这次活动包括安全帽撞击、心肺复苏、洞口

上图是合肥地铁项目部检查
起吊钢丝绳质量。 （倪帮华/摄）

本报重庆讯（通讯员方明学 段理）连日来，
装饰装修公司重庆轨道交通五号线项目部开展
了以安全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大检查。
他们认真贯彻落实重庆市委市府提升城市
品质、做好安全工作的指示，对施工范围内各站
点的施工围挡、脚手架、安全兜网、物资材料堆
码、工地临时板房进行严格的清单式、拉网式、无
死角的全面排查和整治，始终抓住安全生产管
理、提升城市品质的“牛鼻子”，彰显施工企业安
全生产、文明施工的综合管理水平。在排查整治
的过程中，项目部高标准、严要求，把原来的铁制
临时围挡全部升级更换为深灰色的仿生屏障钢
围挡，对破旧的脚手架的安全事故隐患部位进行
清理、处置、更换，优化分类堆码施工现场物资材
料，完善防火、防汛措施，受到地方检查部门高度
评价。
本报江西兴国讯（通讯员杨和怀 罗龙）4 月
4 日，新运公司昌赣项目部按照上半年铁路施工
红线检查要求，开展了安全、质量事故隐患自查
自纠和大排查、大整改活动。
他们召开全体员工专题会议，深入施工现
场开展了安全、质量事故隐患自查自纠。在再
次进行安全教育培训的同时，对桥面系施工、无
砟轨道销缺、箱梁内部及桥梁支座等逐项进行
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大排查，梳理工程线施工中
的驻站联络员、防护员、施工人员的通信设备，
严防行车、施工人员发生伤害事故。检查中，对
发现的安全、质量事故隐患等问题，均通过定

人、定责、定时，
由分管负责同志督促落实整改。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周云勇 戴良建 龚莉）
4 月 5 日，中铁二局瑞城物业温江项目在客服中
心广场举行了消防、防汛及舆情事件应对演练
活动。
演练现场模拟天降暴雨，E 组团园区大量雨
水倒灌至机动车库，工程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增加排污泵对地下室雨水进行紧急强排。同
时，秩序维护人员利用标准化防汛沙袋堵截雨
水。在防汛演练现场，消控中心报告一业主家发
生火灾，秩序维护人员迅捷赶到现场开展灭火抢
险救援工作，并紧急疏散整栋楼住户。由于电梯
迫降时故障，导致电梯困人，工程人员联系电梯
维保单位立即开展电梯抢险，成功救出了被困人
员。现场围观业主通过电话告知新闻媒体，媒体
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深入采访，项目负责同志和客
服人员主动热情接待并给予细致解释，防止了不
利舆情。
演练结束后，项目负责同志立即进行总结，
受到现场观摩业主的一致赞扬。
本报杭州讯（通讯员周开涛 曾维）日前，六
公司杭临项目部对新进场施工人员进行了严格
的安全质量培训和技术安全交底，着力提高其安
全生产意识和技术安全技能。
他们在培训学习中强调自觉遵守安全生产
法规的重要性，必须始终把安全作业放在“第一
位”，通过培训，新进场施工人员初步掌握了岗位
安全生产技能，并参与施工现场安全事故隐患大
排查，共同对发现的安全事故隐患进行了细致整
改。
本报深圳讯（通讯员钟皓阳）日前，电务公司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四号线 III 期工程 4335 标供
电系统项目部开展了第一季度安全生产大检查。
他们针对生产实际，严格按照实施性施工组
织设计、标准化规范作业文件、项目甲方港铁（深
圳地铁）集团安全管理要求，对吊装作业等大型

上图是中铁二局鲁南高速铁路 QHTJ—III 标项目部在开展防洪防汛综合抢险应急救援演练中，专业人
员现场讲解抢救伤员的情景。
（羊 磊/摄）

完成梅汕 III 标全部架梁

XVI 标首个盾构区间贯通
本报上海讯（通讯员易姚）日前，随着“中铁
装备 354 号”盾构机破土而出，城通公司承建上海
地铁十五号线项目 XVI 标首个盾构区间梅岭北
路站至铜川路站区间实现贯通节点目标。
梅岭北路站至铜川路站区间上行线单线长
679.834 米，拼装管片 567 环，施工环境复杂、风险

源多，推进过程需穿越新建的武宁路快速通道、
桩基障碍物，全线需在直径大于 1 米的燃气、上
水、雨水、合流污水等重要管线正下方掘进作业，
技术难度极大，施工过程控制要求极高。全体参
建员工在施工中如履薄冰、真抓实干、群策群力，
多措并举地推进了盾构施工各项工作。

当前，正是掀起施工生产高潮，夺
取今年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
大好时节。然而，上半年节假日过多，
有的员工还没有从节日中走出来，容
易出现安全生产意识麻痹的现象。根
据过去发生事故概率统计，这一时期
历来是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易发期。
要想确保企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就应当随时保持高度警惕，必须绷
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儿，抓好安全管理
基础，为实现全年生产安全开个好头。
切实做好施工前的安全评估工
作，排查和整改安全事故隐患，做到安
全管理不留死角。安全评估是项目的
安全生产许可证，决定着项目是否具
备较好的安全生产条件。把安全评估
工作落到实处，就要明确条件、标准、
机构和人员、程序、时限。要认真开
展项目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重点对
大型机械、生产器具、施工用电等进
行严格检查，彻底查找危险源及安全
事故隐患，按照企业防火、防汛等要
求，完善必要预案，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制，做好风险预控管理。施工前，要
对新进场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等工作。
切实做好安全教育培训，把“安全
生产高于一切”这个道理根植在施工
人员心中。一些项目的管理人员，尤
其是施工人员变动较大的项目，更容易出现安全风险，要时刻警
惕安全意识麻痹的情况出现。只有认真组织其安全生产操作基
本技能、施工安全卡控要点等内容的教育培训，切实做到安全教
育培训上不“缺斤短两”，考核中
不走过场，真正掌握安全生产本
领，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
正常的施工作业和安全生产才
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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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六公司杭临项目部在 NT 区间第 39 至第 41 号连续梁施工现场进行班前安全
讲话的情景。
（冯添力/摄）

好、更细。
项目开工前期的土石方
工作阶段，他走遍了整个站
场的每一个角落。清晨，太
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便能看
到他戴着安全帽，背着工作
包奔赴工地的身影……与作
业队负责同志、施工人员沟
通协调解决土石方搬运、路
基填筑、路基压实等问题，还
·
独自一人做路基质量检测等
工作。
在夏季烈日当空、冬季
寒风雪飘的恶劣工作环境
中，他通过自己的不懈坚持
与努力，联合施工人员，指挥
机械设备，团结共事员工，一
路艰辛工作，让大连地铁五
号线项目从最初的山沟丘
·
壑，到土石方路基填筑完成，
整个站场一马平川，路基工
程的快速、优质完成，为整
个工程顺利推进创造了有利
条件。
在涵洞施工中，他一如
既往地兢兢业业、克己奉公，
始终拼搏在施工现场最前
面，为大连地铁五号线建设、
环渤海湾地区经济和社会发
展奉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就是中国中铁二局二公司大连地
铁五号线 09 标项目部 2017 届优秀见习生
——周渝龙。

荣

城通公司上海地铁十五号线项目

2017 年 入 职 的 他 毕 业
于西南交通大学。这位 20
岁出头的年轻人说话非常平
易近人，
微笑中透露着严谨。
印象特别深的是他那黑
黢黢的皮肤，在烈日骄阳的
炙烤下，深深地烙印在他的
全身，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
质，刚毅、坚定，是从一个稚
嫩的学生到一个不畏风雨的
男人的蜕变。
是的，他能够吃下常人
不能吃的苦，能够做到常人
不能做的事，是一个敢于担
当的人。
他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
责：每天第一个上工地，在施
工一线，细心地安排工作任
务，遇到难点主动攻关，工作
中认真总结不足……有什么
不懂的问题，及时向项目部
领导或专业技术干部请教，
一直把问题弄懂，解决后才
罢休。
对自己的家庭负责，是
他的又一项优点。在工作之
外的时间，他经常向自己家
人嘘寒问暖，邮寄物品，关
爱着生他养他的父母……
在工作中，他吃苦耐劳，愿意努力承
受工作带来的压力和痛楚，非常有韧性，
细腻、认真，即使从包里拿出馒头和饮水
当午餐，也要坚守在工地把工作做得更

张

理和业主审批。施工中，狠抓安全质量培训，截
至今年 3 月底，开办技术培训 9 个班（次），各项安
全、业务培训 12 次，培训合格率达 100％；落实技
术负责制，完善技术文件、资料准备，做好箱梁架
设图纸、技术质量标准、作业指导书汇编，严格对
操作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建立项目部经理、架桥
副经理、架桥队队长和机械、技术主管组成的质
量管理领导小组，推行全面质量管理，落实岗位、
工种责任制和质量职责；抓好机械设备维修保
养，完善安全监督检查机制。春节期间，全体员
工放弃与家人团聚机会，坚守工作岗位上，全天
候施工作业，确保了生产顺利推进。

本报南昌讯（通讯员屈俊）4 月 2 日，六公司
南昌地铁三号线项目部开展了消防安全专项整
治行动，
旨在确保安全生产和施工人员安全。
他们召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大会，夯实
全体施工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同时部署 2019
年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要求全体员工牢固树立
“安全第一”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安全事故
隐患排查，整改消除火灾隐患；成立消防安全专
项整治领导小组，进行责任分工，保证消防安全
专项整治工作落实到位；明确职责分工和任务
要求，建立奖惩机制，抓好落实各项工作措施；
每星期召开一次专题会议，通报工作成效，确保
项目专项工作全面落实到位。

本报通讯员

本报广东揭阳讯（通讯员向诗明）日前，中铁
二局梅汕项目 SC900HT — F 运架一体机把一榀
32 米曲线铁路简支箱梁缓缓地落在浮岗村特大
桥第 20 至第 21 号桥墩上，标志着 MSSG — III 标
圆满完成全部架梁任务。
新运公司梅汕客运专线项目部承担 MSSG—
III 标 DK62+182 至 DK108+551 的 20 座桥梁计 646
孔箱梁的预制、运输、架设及桥面系施工，其中，
32 米箱梁 586 孔，24 米箱梁 60 孔。浮岗村特大桥
箱梁设计 21 榀，其中，24 米 3 榀、32 米 18 榀。他
们遵照广铁集团深圳指挥部要求，编制了箱梁架
设专项方案和特殊工况箱梁架设方案，并通过监

本报合肥讯（通讯员倪帮华）连日来，中铁二
局合肥地铁项目部强化夜间作业安全卡控，规范
组织管理和施工工序，杜绝了夜间安全生产管理
的薄弱环节，
收到较好效果。
当前，合肥地铁项目正值大战攻坚阶段，项
目部特别把夜间施工安全作为安全生产管理的
大事来抓。他们全面实行领导人员和部门负责
同志带班作业制度，在对夜间施工外单位提供的
混凝土进行协调指挥的同时，加强对各施工作业
面的巡查指导，并派专人到商品混凝土拌和站驻
站核查混凝土质量，确保混凝土及时、安全、优质
供应。
项目部还配备专职安全监督员对每道工序
严防死守，尤其对车站混凝土浇筑作业，专职安
全监督员专人负责，并及时传达运料、轨行区安
全作业信息。专职工班长领班作业，随时提醒施
工人员安全规范施工，并负责混凝土浇筑的计划
用料、工序衔接。每个作业点配置的专职工程质
量监控人员在确保混凝土施工质量的同时，对违
反安全作业程序的施工人员有权令其立即纠正。

上图是深圳公司安顺西秀棚改项
目部检查驻地灭火器械。（汪 雷/摄）

地铁工地的见习生

中铁二局梅汕项目

机械设备进行了全覆盖的安全事故隐患大排查，
强调卡控重点、难点项目和关键工序，狠抓安全
事故隐患整改，并督促现场施工人员必须正确佩
戴齐全的安全防护和劳务用品。

施工生产必须安全

本报福建龙岩讯（通讯员钟良均）4 月 4 日，
中铁二局浦梅第一项目部开展了 2019 年既有线
防洪防汛抢险应急救援演练，浦梅铁路指挥部、
监理单位、项目全体管理人员和既有线作业队伍
施工人员参加了演练。
演练前，防洪防汛指挥部结合实际，进一步
完善了防洪防汛应急抢险救援预案的响应程序，
对全体人员进行了防洪防汛应急器材操作使用
学习培训。为提高项目管理、施工人员应对汛情
的能力和防灾避险意识，演练设立了抢险、物资、
技术、医护、后勤等职能清晰、相互协调的应急抢
险小组。他们模拟天降暴雨，边坡失稳且开始溜
坍并产生泥石流等危险情况，组织参演人员分别
采用挖掘机削坡减载、设置排水沟，紧急引水侧
流、堆码砂袋以保护既有设备等处置措施，成功
减轻直至控制了“险情”。

坠落、高处坠落等体验，并向全体人员讲解了医
护救助、灭火器使用、安全用电等专业知识。在
专业人员的现场指导下，通过实景模拟、图片展
示、案例警示、亲身体验等直观形式，把施工现场
的危险源、危险行为与事故类型具体化、实物化，
使大家通过视觉、听觉、触觉，深切感受施工现场
危险发生的过程和后果，体验事故发生瞬间的惊
险，以其身临其境的体验亲身感受到违法、违规、
违章带来的危害。

梁明清

本报山东巨野讯（通讯员钟阳 羊磊 唐武
林）4 月 6 日，中铁二局鲁南高速铁路 QHTJ—III
标项目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认真组织
开展防洪防汛综合抢险应急救援演练。
他们在加强施工人员安全生产管理和防护
知识学习宣讲的同时，全面进行安全事故隐患大
排查、大整治，结合实际，提前谋划，在鲁南地区
夏季汛期来临之前开展防洪防汛综合抢险应急
救援演练。是日 15 时，40 多名施工人员齐聚郓
巨河特大桥连续梁施工现场，由安全总监讲解夏
季汛期施工安全防护、救援专业知识和应急救援
演练的注意事项，按照既定计划装填标准化防汛
沙袋、受困人员救援、溺水人员急救、贵重物资抢
救和驻地防洪防汛等科目有序演练，着重让施工
人员掌握应急处理步骤，增强洪汛防范意识和应
急逃生自救能力。

六公司浦梅铁路 V 标项目丰城 1
丅丅丅丅提
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要
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新
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闻
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 号隧道贯通
（通讯员钟良均）4 月 10
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 日 10 时，洞身按照“新奥法”原理并
2005 米的丰城 1 号隧道
丅丅采用全断面法、
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这是项目部贯通的第六座隧道。
丅丅丅丅丅丅台阶法加临时仰拱和横撑施工的全长
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丅
胜利贯通，

鲁南高速铁路项目完成首次承台混凝土浇筑（通讯员钟阳 羊磊 唐武林）
4 月 5 日，全长 11.917 公里的梁宝寺铁路特大桥第 318 号、320 号承台经过现场
参建人员 14 个小时连续奋战，
如期实现关键节点工期目标。
装饰装修公司施工的新兴卫生院改扩建工程顺利移交（通讯员兰一凡 段
理）4 月 3 日，经过成都市天府新区专家现场竣工验收，项目部与这家医、养结
合试点医院签署了移交文件。
文泰高速公路项目南浦溪特大桥首节钢拱肋吊装成功（通讯员彭吉雄 谢
国军 李浩楠）日前，在业主、设计、监理、第三方咨询和地方建设指挥部等单位
的共同见证下，六公司施工人员安全、优质完成了长 23.4 米、重 95 吨的首节钢
拱肋吊装作业。
深圳公司南沙大岗项目园区管理服务中心北楼封顶（通讯员毛刘意）4 月
1 日，北楼胜利封顶，成为广州南沙大岗先进制造业基地区块首个实现主体封
顶的单体工程。
合肥地铁三号线轨道 II 标项目部实现左、右线区间铺轨重要节点目标（通
讯员杨文民 倪帮华 刘羲）截至 4 月 6 日，项目部完成铜陵北路站至学林路站
区间左、右线 7 站、6 区间正线铺轨，共计 13.99 公里。
杭州地铁一号线 C 区深基坑开挖条件通过杭州市质安总站验收（通讯员
王慧 喻上婧）日前，建设、设计、勘察、监理等单位在验收中对六公司施工的
III 期萧山机场站 C 区 1 — 9 轴深基坑开挖准备工作予以高度评价。
一公司贵州（双龙）检验检疫试验区项目主体 I 期工程封顶（通讯员胡宗群
汤乔植）日前，总建筑面积 18.61 万平方米的检疫数据中心大楼、综合实验楼、
查验平台等主体结构封顶，装饰装修和设备安装工程全面启动。
深圳公司广州地铁二十一号线机电 III 标项目部掀起施工高潮（通讯员黄
婷婷 唐浩）日前，在动员大会上，项目部与全体（包括作业队）管理人员、各班
（组）长等签订了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形象进度、文明施工等责任书。
六公司战训合一项目部 4 栋单体建筑主体施工完毕（通讯员周晓林）4 月 2
日，地上建筑面积 2.39 万平方米的宿舍（3 栋）和数据机房、泅训馆、指挥综合楼
（1 栋）单体建筑主体结构全部施工完毕，进入二次砌体和室内装饰装修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