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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新闻提要新闻

本报深圳讯（通讯员苏凡）日前，中铁二

局深圳地铁十号线项目部多项措施加强项目

管理，认真开展“防风险、保安全、迎大庆”安

全生产大检查。

项目部针对系统设备安装已进入大干时

期，线路长、站点多、工期紧、分包队伍多等管

理难度大的实际，在各站点、区间实行领导人

员包保措施，统筹分组负责站点、区间安全文

明施工和成品保护，分工责任到人，督促自查

自纠；强化作业队伍管理，加强施工现场事故

隐患排查和监督整改，做好安全文明施工和

成品保护。

9月21日，项目部又召开员工大会，就项

目管理问题进行自我反思，强调工作中要有

思路，更要有落实；要大胆管理，按照有关文

件精神严格管理，正视问题，解决问题。

本报北京讯（通讯员张熙坤 刘梅）连日

来，四公司北京地铁十二号线VIII标、昌平 IV
标等项目部认真开展“防风险、保安全、迎大

庆”安全生产大检查，旨在确保国庆 70周年

期间企业安全和队伍稳定。

他们分别制订并立即实施项目领导人员

带班制度，全体班子成员轮流值班，坚持每日

巡查并按时上报最新检查情况；加强对施工

人员进行动态管理，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

放，建立和完善留守人员信息档案，来访人员

和车辆均严格实名登记制度；大力开展全员

质量、安全培训；要求党员同志率先垂范，加

强自身管理。同时，项目部督促各劳务队签

订了大庆期间的安保工作责任状。

本报苏州讯（通讯员杜映平）连日来，新

运公司苏州项目部认真开展“防风险、保安

全、迎大庆”安全生产大检查，积极做好信访

维稳工作。

他们把确保 70周年国庆安全、稳定作为

当前的第一工作来抓，认真进行安全、问题隐

患大排查、大整治，并结合实际制订大整改、

大完善方案，落实信访维稳宣传教育，提升全

员政治、责任意识。自 9月 1日起，项目部党

政主要负责同志带头实行领导人员全天候带

班、值班制度，妥善处置不稳定因素，千方百

计按时、足额发放施工人员工资。同时，严格

管控互联网、微信朋友圈、微博等信息载体。

本报贵阳讯（通讯员黄仁兵）日

前，一公司钢结构工程分公司在开展

“防风险、保安全、迎大庆”安全生产

大检查中，成功消除了 1项安全事故

隐患。

分公司负责同志在排查安全事

故隐患时，发现大黔路80号企业大门

旁的一颗老树根部被雨水长期冲涮，

树身已向公路中心严重倾斜，上方有高压电

线通过、中部树枝间有通信电缆横穿，且该路

段车辆、行人过往频繁，如遇暴风雨天气将向

公路中间倾倒的可能，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或财产损失。为此，他们约请贵阳市花溪

区人民政府、溪北社区、溪北公安派出所和南

方电网、花溪区林业局、竹林村委会等有关单

位负责同志现场指导，并采用50吨大吊车在

把树枝吊稳的前提下，伐木工人逐一分段切

割，通过3个半小时的艰苦努力，终于把危险

隐患和相邻危险树木清除。

本报重庆讯（通讯员高伟）日前，中铁二

局西南工程指挥部负责同志到重庆地铁五号

线5601标项目部检查指导“防风险、保安全、

迎大庆”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

指挥部 1名副指挥长等详细了解施工人

员、形象进度和建筑业产值，尤其是开展“防

风险、保安全、迎大庆”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

的落实情况，现场踏看中梁山车辆段安全生

产、工程质量、文明施工等情况，指出不足之

处并耐心指导，强调必须确保70周年国庆期

间安全生产及维稳工作要求，重点掌握各作

业队伍人员情况；抓好现场施工人员、项目管

理人员安全教育再培训工作，重点告之施工

现场和作业环境的危险因素、防护措施、应急

逃生等应知应会知识和节日期间注意事项；

落实技术方案，全面加强关键工序盯控。

中铁二局所属各基层项目

开展“防风险、保安全、迎大庆”安全大检查

上图是中铁二局西南工程指挥部现场检

查指导重庆地铁 5601 标项目安全生产工作

的情景。 （高 伟/摄）

四公司有序开展制度宣传贯彻

培训工作（通讯员李立瑞 汤贤林）日

前，为期 6天的第一期培训班开班，

阅湖和庭、广安明发等4个项目的26名管理人员参加培训，对正确理解企业各

类管理制度的背景、制订意义，熟悉掌握各类操作流程，促使管理制度在基层

落地具有重要作用。

一公司机械设备租赁分公司安全拆除机械设备（通讯员周建华）经过4个

昼夜的连续奋战，9月18日，贵阳轻轨二号线项目使用过的3台电动空压机、2
台10+10门式起重机、1台30吨双梁式起重机、1个简易拌和站（含1个水泥罐）

被安全拆除，为顺利施工创造了有利条件。

装饰装修公司西安轨道交通九号线项目部举办安全生产知识竞赛（通讯

员石钰）日前进行的竞赛采用施工人员独立抢答形式，内容涵盖新《安全生产

法》和有关安全法律法规、职业安全健康、消防灭火、应急抢险救援等安全生产

基本知识等。

六公司文泰项目部全力以赴战台风（通讯员谢国军）一段时间以来，项目

部多次启动防台风防洪汛应急抢险救援预案，经过全体施工人员共同努力，一

举战胜了超强级“利奇马”等台风的袭击。

鲁南高速铁路项目梁宝寺特大桥跨省道连续梁灌注成功（通讯员钟阳 唐

武林）日前，经过二公司参建员工21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这项跨S338省道、长

113.5米的第191号至第194号墩连续梁安全、优质灌注混凝土1332立方米。

新运公司苏州V—GS—02标项目部强化轨行区安全管理（通讯员杜映

平）日前，他们在苏州轨道交通集团建设分公司召集的有19个参建单位主要负

责同志参加的轨行区安全管理交底会上介绍轨行区管理先进经验，收到与会

专家的一致好评。

浦梅铁路V标项目宣和溪特大桥第一跨梁开架（通讯员钟良均）日前，由

六公司浦梅铁路V标一项目部承建的设计为 19跨 33米简支梁和连续梁单线

桥——宣和溪特大桥第一跨梁架设成功。

厦门地铁二号线轨道工程通过单位工程验收（通讯员刘莉娟 梁丰）日前，

厦门轨道集团组织建设、设计、监理等单位组成的验收小组现场核查，一致认

为新运公司承建的 I标47.5公里线路、26组道岔的铺设作业实体质量、内业资

料均符合规范要求。

四公司广汕铁路新星1号隧道首次爆破成功（通讯员李辉兵 鲁川 卢小

康）日前，在博罗县公安局、广东鸿磊爆破监理公司的现场指导下，新星1号隧

道首爆成功，掀起了隧道施工高潮。

青海盘大公路项目首件桩基成功浇筑（通讯员江俊杰 张虎）日前，三公司

项目部员工采用旋挖钻法施工的首件桩基浇筑完成，受到建设、设计、监理单

位称赞。

装饰装修公司重庆地铁五号线项目部5201标重视提升群安员、青安质岗

岗员专业素质（通讯员黄广平）不久前，他们选派4名群安员、青安质岗岗员组

成战队，参加了站后总包部举办的“双安杯”技能竞赛。

本报深圳讯（通讯员汤兵兵 陈

文静）日前，广东省住房和城市建设

厅、生态环境厅、应急管理厅负责同

志到中铁二局参建的深圳市下坪场

安全隐患治理抢险救灾工程项目调

研检查工作，对其全面贯彻落实深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共同建好深圳市头号民生工程给予

高度赞赏。

3厅负责同志认真踏看下坪场环

场截洪沟改造、渗滤液调节池坝体加

固、垃圾堆体挡坝加固等分部分项工

程，听取了中铁二局关于项目工程进

度、施工特点、安全风险卡控、生态治

理等情况汇报。地方专家还就下坪

场渗滤液处理、场区安全、气体收集

等工作与深圳市城管局、中铁二局有

关负责同志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广东省住建厅等负责同志

调研检查深圳市下坪场项目

本报广西河池讯（通讯员康朝

刚 蔡泽华）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

河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家权率

领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云桂公

司河池指挥部指挥长周君伟等陪同

下，到中铁二局贵南高速铁路项目施

工现场调研指导工作。

在V标一分部工地，吴家权认真

踏看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形象进度、

文明施工，详细询问路地关系等情

况，对项目部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肯

定，盛赞项目部在确保工程顺利施工

的同时，大力做好联创共建、企地共

建工作，并就当前工作提出建设性意

见和指导性建议。施工单位二公司

有关负责同志表示，要认真分析和解

决有关问题，一如既往地支持河池市

人大、政府的监督和指导，大力弘扬

中铁二局“开路先锋”精神，把项目建

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广西区河池市领导

调研指导贵南项目工作

左图是 9月 26日，新运公司苏州

V—GS—02标项目部再次进行“防风

险、保安全、迎大庆”安全生产大检查

的情景。 （倪帮华 杜映平/摄）

本报杭州讯（通讯员张凯）9月 16日，电

务公司杭州地铁 IX号线信号项目部举行了

“质量月”活动宣誓暨签名活动。

项目部经理要求全体员工牢固树立“百

年大计、质量第一”强烈意识，加强工程质量

管理基础，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强化主体责任

落实，进一步做好质量、安全事故防范和控制

工作，严把现场工程质量、安全关，杜绝质量、

安全事故的发生。宣誓后，员工们在“质量

月”活动誓词牌上庄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梁勤凤）9月 16日，

中铁二局成蒲项目部组织全体员工开展了

“质量月”宣誓暨签名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大

家的工程质量意识。

他们按照“质量月”活动的安排，通过制

作悬挂宣传标语、学习质量管理有关文件、组

织质量宣誓暨签名仪式、开展全面质量管理

知识竞赛等方式，积极营造“质量月”活动氛

围；通过组织再交底明确现场施工作业标准，

为施工质量的提升奠定基础；通过强化现场

技术员、质检员履职能力，落实日检、周检、工

序交接三检制度，加强施工质量过程管控。

本报南京讯（通讯员肖相帮 范方莹）9
月11日，中铁二局南京地铁一号线北延工程

供电系统总承包项目部开展了“质量月”宣誓

暨签名活动。

在安全总监的主持下，项目部经理带领

全体施工人员宣誓并签名。他们大力宣讲今

年“质量月”主题“共创中国质量，建设质量强

国”的重要意义，要求全体施工人员响应国家

号召，维护企业和项目形象，多一份责任、多

一份担当，为国家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本报苏州讯（通讯员王伟 强磊）9月18
日，电务公司苏州地铁五号线供电

项目部进行了“质量月”活动宣誓

暨签名仪式。

项目部经理要求全体施工人员要把誓词

牢记心中，以实际行动认真落实质量强国战

略，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坚决执行质量标准，

勇于担当质量责任。

本报杭州讯（通讯员赵倩）9月 15日，中

铁二局杭州地铁 IX号线供电项目部全体员

工参加了安全质量宣誓暨签名活动。

他们大力宣讲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

程质量工作的重要意义，要求全体员工忠诚

企业、恪尽职守，遵守规范、安全作业，精益求

精、铸造精品，为“共创中国质量，建设质量强

国”做出新的奉献。

共创中国质量 建设质量强国
中铁二局各单位启动“质量月”活动

右图是成蒲项目部员工进行

“质量月”活动宣誓的情景。

（梁勤凤/摄）

下图是中铁二局南京地铁一

号线北延工程供电系统总承包项

目部员工参加“质量月”活动宣誓

仪式。 （范相帮/摄）

上图是电务公司苏州地铁五号线供电项目部员工在“质量

月”活动誓词牌上签名的情景。 （王 伟/摄）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刘梅 谢梦帆）在国家网络安

全宣传周系列活动举办之际，四公司多措并举，紧密

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主题，持

续做好网络与信息安全各项基础工作，切实保障企业

网络和信息安全可控。

——完善网络安全机制，制订《信息化管理办

法》，成立公司本部和项目部网络与信息化管理机构，

负责网络设施和信息系统的运维管理，督导网络安全

和信息系统运维工作。坚持做好网络与信息安全风

险评估和定期巡查，严格执行《公司本部网络与信息

安全事件应急预案》，每半年组织一次网络与信息安

全事件分项应急演练，提高企业网络安全应急处理能

力。

——强化网络安全教育，充分利用大交班视频

会、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技术交流群和QQ技术交流群

等多种形式，积极宣传推广网络安全基本知识，普及

网络安全常识和应急举措,要求大家不随意浏览不明

或不安全网站，不向任何机构或个人透露企业及个人

的信息、密码等，从源头上把好网络安全关口。

——配置网络安全软件，配备专业防火墙，对企

业网络进行运行监控、流量监控和威胁监控，并生成

网络安全日志。提升网络宽带，把办公网络由40M升

为100M，视频网络由20M升为50M，并额外开通100M
电信宽带用于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备用，提升网络风险

防御能力。

——严格网络设备管理，加强机房管控，配齐消

防栓、安全门及空调机，确保机房温度和湿度控制合

格达标。加强服务器和网络设备管理，及时准确填写

设备新增、检修和变更配置记录表，定期修改服务器

密码。依据机房网络设备配置表绘制网络拓扑图，精

心编制企业网络运行表和WIFI整改情况表，认真填写计算机入网管理登记表。

——强化网络监控服务，通过计算机入网申请登记表、网络密码变更记

录、公司网络管理日志、公司网络管理月报、公司机房出入登记表等记录，做好

7×24小时网络监控和安全服务，构建安全即服务的双重纵深防御模式，并积极

协调电信、联通工程师到企业和基层项目开展网络安全检查，全面做好网络与

信息安全防范工作。

——加强网站运营维护，做好企业网站管理和维护，及时发布企业运行信

息，构筑全公司资源共享的信息平台，弘扬企业文化，提升企业形象。做好企

业网站有关安全与保密工作，加强舆论引导，确保网站信息的合规性、时效性

和权威性，更好地服务于企业改革发展。

——培育网络安全文化，本着对社会、对企业、对员工负责的态度，依法加

强网络空间治理。大力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

化，为施工生产、经营管理和员工生活、学习营造安全可靠的网络空间和环境，

提升大家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和安全感。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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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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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州讯（通讯员穆秋磊）“我们今天

的作业内容主要是钢筋焊接。在作业过程

中，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这是日前，在

广州地铁十三号线项目部每日例行的班前安

全交底会上，安全员正在给钢筋、焊工班（组）

施工人员进行班前安全交底的情景。在接受

交底的施工人员中，还有一个“特殊身份”的

人员—— 一公司总经理文舟。

众所周知，每日的班前交底是开始作业

前，安全员把当天作业中必须注意的、可能存

在的安全事故隐患等事项向施工人员详细说

明，提醒施工人员规范作业、务必确保安全生

产的重要环节，是保障施工人员人身安全、项

目正常施工秩序的重要举措。

这次一公司总经理以一名普通施工人员

的身份参加广州地铁十三号线项目的班前交

底，就是为了现场实时了解基层项目岗前交

底工作如何开展、安全员工作是如何进行、企

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如何落实的，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企业班子成员对班前交底工作、保

障施工人员人身安全、项目施工安

全的高度重视。

班前交底后，文舟强调了“四

个一定”，即现场施工人员一定要

养成不懂先停的原则，工作中遇到

不懂的事情，必须先停下来，弄明

白后再开始，要深刻吸取惨痛教

训，万万不可不懂操作乱操作；班前交底讲话

一定要把施工中的注意事项、工序危险部位、

危险源和在施工中可能存在的安全事故隐患

等内容向施工人员交代清楚，特别是涉及到

特种作业设备，必须把保证施工人员生命安

全放在第一位；现场安全员必须充分发挥自

己的职责作用，在班前安全交底的同时，还必

须做好提醒规范作业、要求安全作业，务必确

保施工人员时刻规范作业、安全作业；项目一

定要切实把安全员组织体系落到实处，必须

保障班前交底工作按时开展、有效开展、长期

开展，确保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有序可控。

“在班前安全交底时，安全员会把施工中

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向我们交代清楚，告诉

我们如何才能发现安全事故隐患、

避免意外情况发生。安全员是保

证我们生命安全的‘关键先生’。”

交底后，一位年轻的施工人员面对

文舟的突然提问，有些羞涩地说。

据悉，为切实提高施工人员的

自我安全防范意识和规范操作技

能，长期以来，一公司不断完善《安全生产管

理办法》《安全交底实施细则》，对基层项目

班前交底及其他安全交底工作的内容、形式

等进行了明确规定，为基层项目安全生产工

作提供了遵循。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班前交底的班前交底的班前交底
《铁道建设报》现已推出微信公众

号，欢迎广大读者扫描二维码关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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