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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腼腆少年”到“安全专家”
——记三公司安质部副部长刘晨

·本报通讯员 金 山 记者 水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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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成都讯（通讯员刘 英）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以来，三公司

扣紧责任链条，明确前进方向，

提供三大保障，强化服务督导，

通过这“四轮驱动”确保有序推

进企业复工复产。

强化生产安全，上好复工复

产“责任链”。公司要求党政主

要领导、各单位党政领导和本部

各部门负责人作为防疫和复工

工作第一责任人，层层签订安全

责任承诺书，严格复工程序，突

出隐患排查。各项目复工前必

须由项目经理带队进行全方位

隐患排查，确保隐患整改合格后

方可复工，确保上好疫情防控和

安全生产“双保险”。

明确前进方向，踩下复工复

产“前进挡”。及时召开公司年

度工作会等会议，分析企业当前

面临的形势，明确未来一段时间

工作思路、工作重点。公司成立

宣贯督导工作组，分片区开展会

议精神的督导宣贯活动。同时

要求各单位理清思路、系统谋

划，结合本单位实际，科学制定

年度工作计划，并对每项工作进

行细化分解，责任到人，全面、有

序铺开2020年各项工作。

提供三大保障，加满复工复

产“动力油”。针对疫情导致的

工期、费用、人员等问题如何处

理，以及索赔和双清工作如何开

展等问题，利用大交班会、“我要

讲安全”、广讯通等形式反复培

训交底，全力提供政策支持保

障。为解决项目职民工到岗难

问题，公司全力帮助项目联系地方政府和铁路等部门开

展专车迎接职民工到岗工作，并支持项目开展核酸检测

等工作，全面提供人力支持保障。截止目前，公司深圳地

铁 6102标项目等已通过专车迎接 700多名职民工返岗，

常州地铁 2号线等项目共计 700余人通过核酸检测。超

前谋划，协助项目部联系中铁物贸等生产物资供应商，及

时储备口罩、体温枪、消毒液等疫情防控物资，全面做好

生产和疫情防控物资保障。

强化服务督导，调整复工复产“方向盘”。为确保公

司各单位尽快复工复产，对各在建项目疫情防控和复工

组织开展情况进行检查的同时加强指导帮扶，确保疫情

防控和安全生产“双过关”。同时，公司本部抓紧做好各

项工作的“流程再造”，为基层提高工作效率减负减压。

本报四川巴中讯（通讯员孙腾蛟

熊 鑫）日前，五公司汉巴南铁路 5标中

心试验室顺利通过业主、监理单位的检

查验收，成为全线首个通过验收并投入

使用的试验室。

是日，检查组一行对试验室申验材

料进行了仔细查阅，并对各工作室的仪

器及资料中每一项数据都进行了仔细查

验；随后，检查组查看了办公室、样品室、

胶材室、化学室等，验收人员每到一处都

会详细查看仪器安装、设备摆放情况。

他们还对试验检测人员进行了现场提问

及操作规章询问。

检查组一致认为汉巴南铁路5标中

心试验室人员资质、试验仪器设备满足

申报要求，工地试验室具备试验检测能

力，同意开展试验检测工作。

据悉，该试验室占地面积约1800平

米，建筑面积约500平米，其中标准养护

室 64平米，于 3月 3日经北京航天计量

测试技术研究所检定合格取得证书，主

要 承 担 汉 巴 南 铁 路 南 充 至 巴 中 段

HBNZQSG-5 标的工程原材料、半成品

材料、桥涵、路基、防护工程试验及现场

检测和质量检测任务。试验室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平整场地，2020 年 1 月 19
日仪器设备进场。受疫情影响，试验室

基础设施2月20日才完成。为抢回耽误

的时间，不影响现场施工生产进度，项目

部9名试验人员夜以继日、加班加点，连

续奋战近20天，顺利完成了仪器设备的

安装调试，达到了验收条件。

此次试验室顺利通过验收，是继首

座拌和站建成之后，五公司汉巴南铁路

项目部取得的又一个全线第一，为施工

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本报北京讯（通讯员宋邦华）3月11
日 18时，随着 2号竖井横通洞开挖完成

封端，四公司北京地铁昌平 4标项目部

施工的昌平线南延工程六道口地铁站 4
座竖井第二层横通洞全部顺利开挖至封

端里程，成为昌平线南延工程全线复工

后第一个顺利完成节点目标的项目。

六道口地铁站4座竖井第二层横通

洞平均长度 18米左右，岩层全为黏土，

开挖后必须立即封闭成环，否则就有坍

塌的危险。2 月 19 日项目部正式复工

后，原库存在施工现场的格栅拱架只够

初支3环。而这时项目部钢筋加工场所

在的窦店镇七里店村为防止疫情输入，

封堵了全部入村道路，杜绝一切外来车

辆、人员进入村内。项目部多次与该村

进行协商，均未谈妥。面对这一个棘手

问题，项目部决定利用夜间将钢筋拉回

施工现场，在现场搭建临时加工场，组织

工人现场加工，保证隧道施工不受影响。

随着返岗复工人员逐渐增多，疫情

防控难度也增大了。为了确保到岗工人

身体健康、生命安全，项目部安排专人每

天加强现场消毒，印制了疫情防控手册

发放到每位工人手中。同时，对管理人

员和劳务工人一律封闭管理，进出工地

实现单进单出，需要的生活用品统一安

排专人购买，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外出活

动。工人就餐均使用一次性餐具，由专

人送往住处分散就餐。同时班子成员分

工负责，责任落实到人头，两名副经理全

天候坚守在施工现场，全力抓好安全质

量进度。

六道口地铁站4座竖井第二层横通

洞全部提前开挖至封端里程，是项目部

一手抓防疫抗疫、一手抓复工复产取得

的第一个关键性节点胜利，为第二层主

导洞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全面完成

既定的节点目标创造了良好条件。

“一个都不能少，

每一个都要健康。”这

是李心民在视频会议

中对员工们提出的“严

厉”要求。等待返岗通

知的员工们收到这位

“家长”的贴心问候，瞬

间感觉这场冰冷的战“疫”有了温度。

37岁的李心民是中铁二局房地产珠海中铁广

来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负责珠海中铁金海澜

廷悦府项目的开发工作。“项目领导要靠前指挥。”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李新民在得到上级单位的批准后，匆匆告别家

人，义无反顾第一个回到珠海。

珠海地处东部沿海外来人员密集区域，二月初

几乎每天都有确诊的病例，是新冠肺炎疫情的高危

区。面对严峻的防疫形势，李心民沉着应对。他组

织成立了珠海广来公司疫情防控指导小组，迅速制

定了应急预案，从人员出入，防疫物资采购发放，员

工健康状况监测，办公、住宿、就餐等区域定期消杀

等各个方面全面抓好项目防疫工作。

他是防疫方案的策划者，也是实施者。他和另

两名到岗的员工一起参与到防疫知识宣传、防疫物

资发放、各个区域消杀等具体工作去。

项目前期的防疫物资严重不足，口罩和酒精等

成了刚需。李心民一边通过向上级申请、委托朋友

和网上采购等渠道采购防护用品，一边到项目周边

的超市、药店等订购各类消毒物品。在他的努力

下，为项目员工购置到一次性医用口罩2500余个、

酒精洗手液35瓶、消毒液50升等各类防疫物资。

由于项目原计划于今年4月底对外销售，节点

工期十分紧张，有的员工担心复工迟缓影响工期。

作为项目这个大家庭的“家长”，李心民在公司群内

安慰大家安心居家办公，等待公司返岗通知。

居家办公的员工们得到了这位“家长”的问候

放宽了心，到岗的员工们收到了“家长”亲手递过的

防疫物资，却不知“家长”在食堂小区限制出入的情

况下，有时甚至连盒饭都不能保障。整整一个月，

李心民有时吃盒饭，有时吃泡面，实在不行就饿上

一顿。即使面对这样的困难，他也坚持严格的管控

措施，对逐步返岗的员工进行14天的隔离观察，并对隔离员工的生活做好安

排，为返岗人员送餐，保障大家的正常生活。

为了让项目尽快复工复产，李心民和当地政府部门取得联系，及时向上

级主管部门递交电子版复工申请材料，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耐心做好各项

情况汇报。同时积极联络协调施工单位，并通过视频会议、现场讨论会等多

种形式做好项目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安排。在他的多方协调下，确保了项目

在3月1日之前正式复工。

如今疫情有所缓解，珠海广来公司员工已全部到岗，各项工作也已进入

正常轨道。李心民直面危险、勇挑重担、尽职尽责的实际行动都被员工们看

在眼里、记在心里，只是他瘦了一圈的模样，让大家感到心疼。

“安全责任大于天”，是刘晨一直以来

的工作原则。

2012年7月，大学刚毕业的刘晨来到中

铁二局贵阳逸都国际项目部，成为项目安

质部的一名见习生，如今 8年时间已经过

去，他从一个“腼腆少年”一步步成长为一

名合格的“安全卫士”。

在见习期，从前期跟着测量队放线，基

础施工到主体标准层，再到顺利封顶，刘晨

悉数经历，深刻体会到懂技术才能保安

全。在工作中遇见问题时他总爱向同事们

请教，被大家称为“工地考官”。

在参与项目的标准层建设过程中，刘

晨发现每次浇筑完砼后，泵管清洗的污水

随意排放，文明施工不可控。他利用休息

时间查阅专业资料，思考分析，与前辈商量

解决办法，最终提出使用直径 20 厘米的

PVC管通过预留风井延伸至浇筑层，集中

回收污水排放至楼底经沉淀池后集中处理

的方案，很好地解决了环保问题。该方案

在创文工作中作为亮点评比，得到检查组

一致认可。2014年逸都国际项目部荣获贵

阳市安全文明工地及中铁二局安全标准化

工地，刘晨获评公司“安全卫士”荣誉称号。

2018年，刘晨调往四川泸州市江阳区

江南片区道路及方山旅游道路 PPP项目，

担任项目安全总监。

市政道路项目点多面广、交通隐患风

险高，天上的电线、地下的管道尤为复杂，

对于刚从房建项目转战过来的刘晨来说，

是个不小的挑战。他白天奔波在工地一

线，晚上加班做资料，一年下来，瘦了整整

20斤。“功夫不负有心人”，同年项目部获评

三公司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7月的泸州骄阳似火，刚刚领完结婚证

的刘晨接到任务，调往广州南沙EPC项目

担任安全总监，原定的结婚喜宴只得推后。

刚到项目部，刘晨便开始为落实项目

的报监报建手续而奔波。在盛夏的广州，

他每天往返于质安站、环保局、基建办、区

政府，克服资料改版、系统维护、用印审批

手续繁琐等问题。白衬衣在汗水和烈日的

控制下，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任务最终顺

利完成，为项目部提前开工赢得条件。

针对广州南沙EPC项目工点分散的特

点，刘晨要求项目安全员、专职安全监督

员、群安员、青安岗必须充分发挥作用。一

年内，他带领安全管理团队完成安全交底

66次，周、月安全检查 37次，查出并整改问

题 235个，实施应急救援演练 2次，开展专

职安全监督员、群安员、青安岗岗员培训28
次，662名民工通过安全教育培训。

刘晨组织开展的“安全文明施工大家

谈”活动，让项目部所有管理人员各抒己

见，为安全管理想办法、出主意。督促检查

是他日复一日的坚持，他要求安全员必须

监督各项目的每日班前安全讲话落实情

况，每天至少巡查工地两次，确保安全隐患

及时处理。

2018年9月16日，强台风“山竹”来袭，

刘晨带领项目应急救援队提前做好加固防

御措施，彻夜值守，确保随时出动抢险。台

风过后，救援队第一时间投入到灾后恢复

工作，业主单位和地方政府向这支“铁军”

竖起了大拇指，刘晨获评四川省“安全生产

月”活动先进个人、中铁二局“金牌职工”。

2019年，又一个高风险工程摆在刘晨

面前。原道路是一条3米宽、长度约9公里

的盘山道路，需改造提升。由于途经 3个

镇，工程存在高坎、边坡、高压电线、居民出

行等高风险源。刘晨和他的团队针对现场

路况制定交通疏导方案，派出专人负责高

峰期人流、车流疏导工作，保障当地居民安

全出行的同时顺利完成施工任务，实现“零

事故”。

这次经历让刘晨深刻认识到“人人管

安全”必须落实“人人”二字。与领导班子

讨论商量后，他们提出安全风险抵押金每

月考核机制，每月从工资中预扣领导班子

工资 20%、其他人员工资 10%作为安全风

险抵押金；次月无事故则双倍返还；如发生

生产安全事故，相关责任人抵押金则不予

退还。将个人经济利益与安全管理挂钩，

促进全员自觉履行岗位安全生产职责，有

效落实了人人管安全的管理理念。

2019年9月，刘晨调回三公司安质环保

部担任副部长一职，负责房建管理工作。

他在公司项目标准化建设工作中恪尽职

守，在深入推进“管”“监”责任落实工作中

认真履职，在加强风险预控管理、强化隐患

治理工作中尽心尽责，成为了大家的好榜

样。

“安全的保障不仅是企业无形的成本

控制，更是对施工一线每一个生命的负

责。”刘晨说。截至目前，刘晨所管理的项

目均保持安全“零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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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初心使命践行初心使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再夺第一再夺第一！！

五公司汉巴南铁路项目五公司汉巴南铁路项目
中心试验室率先通过验收中心试验室率先通过验收

四公司北京地铁昌平4标项目部

完成复工后的第一个节点目标

毕节市副市长姚东检查三公司威宁

祥和佳苑二期项目（通讯员阎中朋 向

洋）近日，贵州省毕节市副市长姚东一行

到三公司威宁扶贫祥和佳苑二期项目部

检查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以及施工进度情况，他对项目部坚持“复工防疫两手抓”

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

嵊州市副市长李剑光到二公司金甬铁路项目检查指导工作（通讯员刘 超

钟 阳）3月 14日，浙江省嵊州市副市长李剑光深入金甬铁路项目施工现场，查看

了正在建设中的工地试验室和拌和站等工点，了解项目施工进展情况及施工重难

点问题。他要求项目部加强现场组织和安全质量现场控制，安全优质地完成各项

施工生产任务。

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领导调研城通公司成蒲铁路站前工程项目（通讯员

魏 杰）3月17日，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政委金文到成蒲铁路站前工程项目部

调研指导综治维稳工作。金文表示，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和辖区派出所将大力支

持项目建设工作，他希望项目部加强同派出所、街道社区的沟通联系，努力构建和

谐企地关系。

三公司富民公路太平镇片区提标改造工程正式动工（通讯员李 靖 向 洋）日

前，三公司富民公路太平镇片区提标改造工程正式开工建设。本次提标改造项目

包含东山旅游廊道一期、白郎路、桐子坡路、天台山路共 4条道路，总长约 23.6 公

里，均位于成都天府新区太平街道境内。

二公司广州市白云区珠江村污水和供水管网工程项目开工（通讯员文一斐）3
月12日，二公司广州市白云区珠江村污水和供水管网工程第四批项目开工。该项

目通过新建污水收集系统，对城中村进行污水改造治理，实现雨污分流，改造范围

涉及 1个村庄及 5个居民社区,同时广州市政府要求对村中供水管网同步改造升

级，改造范围涉及9个社区,房屋2491栋。

本报贵阳讯（通讯员何姝瑶 杨敬雯 刘朝辉）3月 9
日，贵阳市观山湖区金华镇某处突发火灾，一公司东纵线

项目部迅速组织应急救援服务队奔赴现场支援，经过2个

多小时的扑救，总面积约30亩的火情得到控制。

是日12时左右，一公司东纵线项目部附近突发山火，

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施工现场上空迅速被浓烟弥漫。得

知险情后，项目部立刻启动消防应急预案，第一时间成立

了由 32名职民工组成的应急救援服务队，带上灭火器 32
个、出动工具车3台奔赴现场支援。

此次险情发生在距离施工现场不远的山坡上，大片

茂密的灌木林正冒出熊熊烈火，山上荆棘密布，道路崎

岖。在项目部领导的统一指挥下，应急救援服务队队员

们团结协作，不慌不乱、反应迅速、合理分工，于下午15时

左右成功扑灭了火势。

目前，周边人员已被全部疏散，截止发稿前，暂未发

现火灾造成人员伤亡。

一公司一公司

紧急驰援突发火灾紧急驰援突发火灾

日前，四公司山西静兴高速公

路木兰岗预制梁场正式复工，恢复

预制梁施工。据悉，木兰岗预制梁

场今年承担着667片箱梁的预制任

务，是静兴高速公路项目按期推进

的关键。该工点自复工以来，项目部在严格落实各

项防疫措施的前提下，加快生产进度，现已有57位工

人到岗，正全力进行25米箱梁预制。

右图为木兰岗预制梁场大干的场景。

华才鑫 摄影报道

本报青岛讯（通讯员郑雪凝 郑

浩）3 月 13 日，青岛市仙山西路与胶济

铁路、青荣城际铁路及机场专用线交叉

处下方，挖掘机正有序清理表层杂物，

配合人工进行探沟开挖工作。一列火

车从上方营业线呼啸而过，宣告青岛新

机场高速连接线项目正式进入涉铁段

施工。

该段的施工将直接影响新机场高速

连接线先期工程能否按照业主要求工期

正常推进，是业主关注的重要节点工

程。二公司新机场高速连接线项目部高

度重视此段工程施工，提前谋动，先后到

济南、淄博、青岛等铁路部门签手续、办

计划，按涉铁施工的需求配置施工机械

及人员，同时为确保铁路行车安全及下

穿作业施工安全，项目部在施工前对全

体现场管理人员及作业人员进行了详细

的安全培训与交底，加强驻站与防护工

作。项目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按照集

团公司及二公司“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生产进度”的要求，以“决战三百天”的

决心，安全、快速、有序、全面推进项目的

施工生产。

二公司新机场高速连接线二公司新机场高速连接线

进入涉铁段施工进入涉铁段施工

本报江苏苏州讯（通讯员朱红洲）

近日，中铁二局312国道项目部组织开

展了疫情应急处置实战演练，确保应

对疫情时员工队伍能够随时“拉得出、

冲得上、打得赢”。

此次演练模拟民工驻地测温时发

现体征发烧疑似感染人员的场景。发

现情况后，项目疫情防控指挥部立刻

启动应急预案，紧急召开疫情防控领

导小组会议，布置突发疫情防控相关

工作，及时按照规定层层上报。同时，

保安人员赶赴现场，负责维持秩序，划

定警戒区域。接到电话后，疾控中心

指派专职医生、护士和驾驶员，做好个

人防护，带好消杀用品和医疗废物处

理袋到达宿舍楼，为疑似感染人员戴

上医用外科口罩，复测腋温，引导其至

转运车，从最近的疫情防控通道转送

至医院。项目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对

宿舍其余人员以及同住楼人员进行原

地隔离观察，要求不得随意走动，等待

诊断明确后进一步处理。

演练结束后，疫情防控指挥部主

要负责人进行了总结讲评，指出了此

次演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要

求全体员工充分认清当前严峻形势，

不断完善疫情防控应急预案，提升队

伍快速反应、整体联动、协同配合能

力，做到问题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

时解决。

下图为演练中测温人员向总指挥

部报告的情景。朱红洲/摄

中铁二局312国道项目部

开展疫情应急处置实战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