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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闻

现场聚焦现场聚焦现场聚焦
近日，中铁二局施工的中老铁路LC-4标联合体管段圆满完成T梁架

设任务，标志着中铁二局万象制梁场承担的小里程架梁工程圆满收官。

春节期间，中铁二局万象制梁场架桥队坚守施工一线，经过两个月时

间，陆续克服气温高、运距大、灰尘大以及施工交叉干扰大等困难，安全高

质完成101孔架梁任务。

下图为架梁情景。 臧 衡 雷 超 摄影报道

守初心守初心 担使命担使命 找差距找差距 抓落实抓落实
深入开展深入开展““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主题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

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

必须更加保持对党的忠诚心、对人民的感恩心、对事业的进取

心、对法纪的敬畏心，用“四心”砥砺初心，以初心践行使命。

谨怀忠诚之心永葆政治本色。我们党员干部要炼就一双

政治慧眼，不畏浮云遮望眼，不断提高政治能力，把握方向、把

握大势、把握大局，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

面、防范政治风险，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政治信仰是共产党人的精

神支柱和指路明灯，坚定政治信仰，站稳人民立场，是对共产

党员第一位的要求。我们要坚持不懈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全

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切

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不断建

设好精神家园，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

场、观点和方法明辨是非、分清良莠，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坚

决防止和纠正一切偏离“两个维护”的错误言行。

谨怀感恩之心涵养为民情怀。习近平指出：“人民立场是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

的显著标志。”这要求我们要始终把员工放在心中最高的位

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企业员工服务，始终为员工利益和幸福而

努力工作。坚持求真务实作风，为员工办实事、办好事。

谨怀进取之心坚守担当作为。担当源于信念。信念坚定

是担当的精神动力，有了信念才能把“要我干”变为“我要

干”。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面

临矛盾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危机敢于迎难而上，在关键时刻靠

得住、信得过、能放心。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以干一

行爱一行精一行的精神，坚持持之以恒的学习，不断提升“八

大本领”，在摸爬滚打中增长才干，在层层历练中积累经验，在

改革发展的主战场、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砥砺品质、提高本领。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勇于担当不仅要知责

尽责，还要善为有为。

谨怀敬畏之心把牢法纪防线。要有权不辱崇高使命、做官不失公仆之心，

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在守纪律、讲规矩上作表率，任何时候、任何

情况下都不越界、不越轨、不越底线，始终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正确看待个人利益、正确看待个人得失、正确把握利益关系，

不为私欲所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惑。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

清清白白为官。要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思想的侵

蚀，遵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党内法规，

淡泊名利、克己奉公，铭记权力只能为企业和员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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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重庆讯（通讯员周易乐 张

卓）3月 10日，随着巫山大宁河双线

大桥郑州岸左侧上游下弦管出浆口

溢出匀质的混凝土，内侧两根下弦管

历时 9小时浇注，该桥钢管拱内混凝

土首次顶升施工圆满结束。

巫山大宁河双线大桥钢管拱内

混凝土灌注是巫山大宁河双线大桥

2020年施工关键节点之一，面对主拱

跨度大、施工条件差、环保要求高等

诸多困难，项目部多次召开钢管拱内

混凝土浇注研讨部署会。除了进行

专业性的高标准布置准备，项目部也

考虑到了景区的环境保护，设计将溢

出的浆体和混凝土均全部排至 3立

方米的料斗中，再利用主索道吊运至

郑州岸指定位置进行集中处理，保护

了大宁河的青山绿水。

本次钢管拱内混凝土顺利灌注

250立方米，为剩余钢管拱内混凝土

灌注总结了经验，同时为该桥后续外

包混凝土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右图为巫山大宁河双线大桥钢

管拱内首灌成功。

郑万铁路巫山大宁河双线大桥
钢管拱内混凝土首次成功灌注

中铁二局复工复产捷报频传

本报福建龙岩讯（通讯员陈 龙）3月10
日，伴随着32米T梁安全、平稳地落在文川

溪特大桥桥墩上，标志着新运公司连城制

梁场成为浦梅铁路全线首个实现T梁架设

的梁场，正式开启2020年T梁架设施工。

为确保此次T梁架设顺利进行，新运公

司连城制梁场紧紧围绕“战疫情”和“保安

全”这两个中心要素，科学有效地整合现有

资源，统筹规划，全面部署。一方面围绕

“战疫情”确保人员安全，补足用工缺口。

有计划分批次提前组织人员返岗隔离观

察；以“两队（党员、青年服务队）三防（防止

病毒进入、扩散、输出）两融（融入安全培训

和日常生活）”为主要方式从严落实防疫工

作，紧抓不懈守牢疫情防控底线；积极组织

人员进行核酸检测，使项目尽快进入复工

状态。另一方面围绕“保安全”目标，确保T
梁架设过程安全。通过观看安全事故案

例、强化技术交底和明确岗位的方式，进一

步增强员工安全意识，夯实员工技能水平，

消除员工因岗位不熟悉造成的安全隐患。

协同浦梅铁路建设指挥部对运架设备进行

深入细致的隐患排查。通过千分之二十二

的坡度行驶实验实况检查运梁设备的紧急

制动、应急措施落实情况，检验运架设备关

键部件和应急防范措施的有效性。

浦梅铁路开始 T梁架设

本报广州讯（通讯员蒲彦君）3月7日，

三公司广州南沙区凤凰湖项目举行开工仪

式。随着车声阵阵，数十余辆运载车齐齐

进场，工人们在现场管理人员指挥督导下

清理现场，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广州南沙区凤凰湖项目工程包含的两

大主体，即南沙区凤凰湖水系连通及生态

整治工程（3#湖、4#湖）、东涌镇大指南水闸

重建工程同时同步有序开工。工程将对数

个相对独立的采石坑形成的湖区进行水系

连通、湖岸建设及基础的生态整治建设，建

设成为滨水景观公园。同时，对旧有水闸

进行重建，以提高当地排涝抗洪能力。

项目部积极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同时

将防尘治理、地面清洁落实到位，促进施工

生产有序进行。项目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工作，对每名进场人员进行体温检测、消毒

并追溯信息，确保现场“零报告”。项目部

党员干部和团员青年在党支部、团支部的

引领下，主动请缨，全心投入到施工生产

中，清理现场、布置展板、张贴宣传栏，协力

推进施工生产。

右图为广州南沙区凤凰湖项目开工仪

式现场。 蒲彦君/摄

广州南沙凤凰湖项目正式开工

本报上海讯（通讯员王 莉）近

日，从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

员会传来喜讯，新运公司上海轨道交

通项目部承建的上海轨道交通 10号

线二期轨道工程、上海轨道交通 14
号线轨道工程B标项目荣获 2019年

上海市文明工地。

项目部一直将创建“文明工地”

作为文明施工管理的主要目标，积极

参与创建活动，对标先进水平，将自

查和检查相结合，不断加强现场管

理，注重文明施工水平，努力营造和

谐、文明的施工环境。此次评审通过

专项检查和日常巡查相结合，经各专

业管理部门、各区管理部门、相关行

业协会组织专家对参评项目进行多

轮考核检查。此次获奖的“上海市文

明工地”荣誉称号对接诚信体系建

设,并作为有关行业协会评审的前置

条件，为后期项目申请其他奖项打下

基础；同时也为上海建成卓越全球城

市做出新的贡献。

新运公司上海轨道交通项目部

荣获2019年上海市文明工地

本报深圳讯（通讯员杜少腾）近

日，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官方网站公

布，深圳公司申报的广东省超高层

建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通过认定，

公司正式跻身 790家 2019年度广东

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行列。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要

依托省内行业、领域具有科技实力

的规模以上创新型企业建设，部分

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组建。成功认

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后，省科技厅

在年度科技计划立项时，将优先支

持工程中心申报的科技计划项目；

可申请省工程中心建设专项资金，

并优先推荐申报国家工程中心；申

报竞争性项目的加分项，通过概率

会增加，同时也是增强企业含金量

较高的一种荣誉资质。

深圳公司通过广东省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辜庆利）3月9
日，成都市住建局总工程师杨运坤一

行到房地产公司开展新冠疫情后房地

产行业健康发展调研。

成都市住建局组织的此次调研，

是围绕四川省政协钱艳丹委员向省政

协提交的《关于新冠疫情后促进房地

产行业健康发展的建议》提案而展开

的，主要就疫情影响下房地产行业加

快复工复产，提高工作效率，加强财

政、金融、税收支持，补贴物业企业，深

化一城一策等政策措施进行深入交流

与研讨。研讨中，大家提出了许多富

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作为拥有一名四川省政协委员的

中铁二局成员企业，房地产公司积极

支持政协委员充分发挥参政议政作

用，为政协委员参与会议活动、开展调

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撰写委员提案

等提供保障和支撑。新冠疫情发生

后，公司再次支持钱艳丹委员深入开

展疫情下房地产行业如何健康发展的

调查研究，形成了高质量的委员提案，

获得四川省政协的成功立案，并批转

省、市相关部门进行调研回复。

成都市住建局领导

到房地产公司调研

本报杭州讯（通讯员周维祥 邱彬斌）

近日，通过长达 10个月的施工，由中铁二

局城通公司承建的杭州地铁1号线三期工

程萧山机场站-向阳路站区间 4台盾构顺

利安全下穿萧山国际机场。根据目前监测

反馈数据，萧山国际机场所有建构筑物累

计沉降均在±5mm以内，隧道内沼气浓度

在安全指标内，机场所有运营及飞机起降

均未受影响。

杭州地铁1号线三期工程位于杭州市

东部，为连接地铁1号线和7号线的重要地

铁线路。由城通公司承建的杭州地铁1号

线三期工程萧山机场站-向阳路站区间单

线全长 6.5公里,横跨整个萧山机场 T3航

站楼、客运停机坪及货运停机坪，在货运停

机坪处设置中间风井一座。该工程是浙江

省首条下穿国际运营机场的地铁隧道，世

界首例在无地勘、地面无沼气释放条件，盾

构长距离（长度 4.8公里）穿越富含沼气地

层（最大压力0.235Mpa）及停机坪（2公里）

的高风险工程，杭州地铁第一个盾构始发

即下穿航站楼并连续下穿停机坪及滑行道

（140米）的盾构隧道，4台盾构机的成功穿

越也创造了杭州地铁高压沼气地层内下穿

萧山国际机场盾构施工先例。安全风险控

制要求高，地面沉降要求控制在 5毫米以

内，不容许地下施工有一点“闪失”，施工的

技术难度和安全控制要求之高在国内史无

前例，亦属浙江省首条下穿国际运营机场

地铁隧道。

为了确保顺利安全穿越，城通公司主

动出击，通过强化组织领导和协调联动、加

强超前筹划和方案评审、创新工作思路和

优化技术方案、实施掘进控制“五个严控”

等一系列的超前策划和严格管理措施，最

终确保了杭州地铁首个标段盾构安全下穿

既有国际运营机场，创下了杭州地铁下穿

萧山国际机场盾构施工先例，为后续杭州

地铁盾构下穿既有运营国际机场施工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

杭州地铁首次实现高压沼气
地层内下穿国家干线机场

本报重庆讯（通讯员徐 鹏 吴文君）3月

12日，随着全回转架梁吊机将首段钢桁梁下

弦杆缓缓提升，准确架设在明月峡长江大桥

3号主塔下横梁上方的支座上，标志着中铁二

局五公司重庆东环项目部承建的明月峡长江

大桥架梁工程正式拉开了序幕。

明月峡长江大桥为双层四线铁路钢桁梁

斜拉桥，下层设计时速为 160公里/小时的重

庆东环线双线铁路，上层为预留时速 250公

里/小时的达渝城际双线铁路。孔跨布置为

（62.5+125+425+175+75）米，桥梁全长 877.8
米，共设 2塔 2台 2辅助墩，南北走向一跨过

江，桥北为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井池村，桥南

为重庆市南岸区广阳镇玉泉村。

为确保大桥首段梁顺利架设，项目部组

织召开架梁施工专项研讨会，认真研讨架梁

施工方案，对钢梁架设的科学组织、合理分

工、场地布置、设备保障、安全防护等各项工

作进行了周密部署。同时，中铁二局和五公

司专家对首节段吊装工作进行全方位分析，

严格进行架梁吊机的试吊、验收工作，对架梁

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培训，各项措施

得到了业主、监理和地方政府的一致好评，为

首架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

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
首段钢梁成功架设

中铁二局中标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北村水系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该项目

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里水镇境内，工程单元面积65.53万平方米，主要包括

松岗河水系和北村水系里水片，中标金额为9.6亿元，项目总周期为1460天。

（何姝瑶 代 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