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公司高举开路先锋大旗，

传承、重塑和发扬开路先锋文化，激励着

一代又一代六公司人走南闯北，甘于奉

献。为推动文化治企的进程，公司一次

次地整理、修订文化理念体系。六公司

第三次党代会前夕，“共进”文化自公司

“强企富工 和谐共进”发展理念中孕育，

在基层各项目对“共进家园”的深度打造

中逐步成型。“六共六进”内涵，激发了打

造中国中铁三级工程公司排头兵的昂扬

斗志，成为六公司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寄

托和心灵家园。

历经几轮更名、改制、整合，六公司

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发展之路。2006年

与专业施工能力突出的路桥公司整合，

2008年与以机械设备管理为特色的六分

公司整合，2010年与以制梁施工见长的

制架梁直属大队整合……三度整合、三

次壮大，六公司在施工能力、技术管理、

机械设备、人才队伍等方面有了前所未

有的提高，施工领

域 进 一 步 得 到 拓

展，公司朝着强盛

之路大踏步前行。

目前公司生产

规模趋于平稳，年

施工生产能力稳定

在 60 亿元以上，业

绩遍布全国 26个省

市自治区直辖市，

直达全球 3洲 4国，

创造出了多项荣膺中国建筑工程鲁班

奖、国家优质工程奖、国家科技进步奖、

詹天佑土木工程奖、中国市政工程金杯

奖、天府杯优质工程金奖等优质精品工

程。公司在 2019年荣登中国中铁三级

工程公司 20强第 9名，连续 2年荣获中

施协年度“诚信典型企业”称号，被评为

企业信用评价AAA级信用企业，涌现出

一大批国家级、省部级先进集体和个人，

充分积攒着公司勇往直前、走企业强盛

之路的底气。

近年来，为进一步巩固发展成果，六

公司逐年完善内控管理体系，开展管理

实验室活动，依托管理革新，实行物资集

中采购、资金集中管控、经营片区划分、

职业经理人管理体系搭建、清退冗员优

化机构等举措，依托领导班子实地调研、

“执行力建设年”、挂牌中国中铁路基与

地基技术中心、加强公司能力建设和机

构改革，为企业的改革发展提供支持。

六公司全面加快制度治企进程，加强流

程梳理和职责对应。强推责任成本管

理，公司加强量价管控、开展成本督查、

建立联动机制、贯彻落实成本管理绩效

考核，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不断健全成本

管理体系制度；整改“审批流程”提效率，

强化流程运转效率监控；实行项目工期

节点考核制度，在建项目工资总额包干，

本部过程考核、KPI指标考核、履约考评

等激励措施，抓实考核激励机制。公司

发展的基本面得到大幅改善，板块业务、

资质体系、发展质量、规范管理等方面的

优势日益突出，内生动力更加强劲。

50多年发展历程，改革由浅入深，紧

扣建设新时代开路先锋的愿景，六公司

人踏上全面深化改革、勇走复兴之路的

征程。六公司充分发挥党委领导作用，

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明确提出要建

设“有能力、有规模、有效益、有文化、有

信誉”的“五有”三级工程公司的总体目

标，“坚定一个目标，巩固两个坚持，实现

三个提升，凝聚四个动能”的总体思路先

行引领。六公司党委以思想引领为根，

坚持立足于务虚学习法与公司党委中心

组学习和专题学习

有机结合，不断校准

企业发展航线；以务

实党建为魂，扎实开

展“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规

范“三重一大”决策，

全面上线中国中铁

“三重一大”决策和

运行应用系统，压实

“两个责任”，立足

“三基”建设，全面推行“四化”党建工作

机制，实现系统谋划提档、清单量化提

质、考核评价提效；以完善梯队为要，积

极构建“公开招聘、组织比选、民主推

荐”三位一体的选人用人机制，建立锻炼

期培养机制，实行“德、能、勤、绩、廉”

全面考核，建立写实档案；以正风肃纪

为纲，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

党内监督工作，通过抓好督查督办和考

核问责机制建设，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要求真正落实到企业经营管理

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以品牌建设为

基，持续在各大央级媒体唱响发展主旋

律，培育“共进”文化品牌，统一前进步

调，激发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精气神；以共

建共享为本，深入开展“三推工作”“属

地共建”，为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搭

建平台，扩大基层群团组织的覆盖面和

影响力。

向全面深化改革要动力，以久久为

功精神抓落实。六公司正吹响奋力建设

中国中铁三级工程公司排头兵的冲锋

号，在改革中走向未来！

·六公司党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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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班组是安全生产的第一道防线，也是预防和减少各类

事故的最前沿阵地，做好劳务班组安全生产管理必须用“心”。

一是“爱心”。在日常的劳务班组管理工作中，要做到认真

执行安全生产法规，一丝不苟把好安全生产每一道关口，需要

真心实意地用爱心做好每一件事。有了爱心，才会有责任心，

才会把安全生产措施落到实处。在劳务班组安全生产管理中

如果缺乏爱心，那么，“安全”就会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写在笔记

本上、公布在会议中，就不会真正做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

合治理”，真正把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放在心上。同时，生活在

一个充满爱心和团结的劳务班组的施工人员，才会富有爱心，

才会在工作中互相配合、自觉地执行各项安全法规，做到“不伤

害他人”“保护他人不受伤害”，真正做到一门心思想着安全，做

好安全措施，像关心自家兄弟一样去理解、关爱自己的工友。

也只有了解劳务班组成员的思想状况，才能及时发现施工人员

的不稳定情绪，及时调整、及时防范，在工作安排上有所选择，

防止事故发生。

二是“耐心”。施工现场管理员要耐心地开好班前、班后

会，不厌其烦地天天讲安全、事事讲安全，结合现场工作实际，

认真吸取血的教训，做好施工人员的安全思想教育，不断强化

大家的安全生产意识，增强安全责任心，使其明白“安全责任重

于泰山”，从而在工作中自觉地变“要我安全”为“我要安全”。

同时，施工现场管理员要耐心做好施工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

不断提高大家的业务技术素质，避免工作中的盲干、蛮干，使大

家懂安全、会安全。班后会上要仔细分析一些事故发生的原

因，对事故隐患要及时整改，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

三是“细心”。施工现场管理员直接面对的是每一位施工

人员、每一件具体的工作任务，需要解决的也是一个个具体的

问题，经常遇到的是“这件工作由谁来做，怎么做，应注意什么”

之类的“小问题”，所以，只有细心，才能发现问题，敏锐发现安

全事故隐患，把事故消灭于萌芽状态。粗心大意、马马虎虎，必

然酿成恶果。

四是“狠心”。施工现场管理员对“三违”一定“狠心”刹，决

不能心慈手软，姑息迁就。因为在很多时候，违章作业并不是

没被发现，而是碍于情面，或者这样那样的原因，对待违章听之

任之，视而不见，最终酿成事故。要做好劳务班组安全生产管

理工作，杜绝事故，就必须杜绝违章作业这一重要“源头”。而

要堵住这个“源头”，就要求在安全管理中下“狠心”去反违章、

消灭违章作业。只有这样，才能以“无违章班组”去实现基层安

全零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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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四川西昌讯（通讯员梁

丰）日前，国铁集团检查组在深入

成昆项目开展铁路建设安全大检

查暨2019年度铁路公司建设管理

评价工作时，称赞新运公司成昆

项目安全生产、工程质量、施工进

度工作抓得扎实。

新运公司高度重视这次迎检

工作，总经理提前奔赴成昆项目

施工现场协助指导，专题梳理国

铁集团检查重点，落实安全风险

防控要求和问题整改、班子成员

风险包保制度贯彻和现场质量安

全管理情况，做好安全、质量、工

期、投资、依法建设管理等各项工

作。

检查组着重检查了架梁施工

现场，认真听取汇报，详细检查施

工方案、作业指导书、设备台账等

内业资料，称赞新运公司成昆项

目部安全生产、工程质量、施工进

度工作抓得扎实，并勉励项目部

继续加强现场施工安全风险管

控，做好施工配合，不断加快施工

进度，早日惠及民生，助力脱贫决

战。

目前，成昆项目部正掀起“抗

疫情、保增长，大干100天”社会主

义劳动竞赛活动高潮，优化实施

性施工组织设计，全力加快施工

进度，确保如期兑现开通目标。

本报山东郓城讯（通讯员魏少华 记者水阳洋）

6月 8日，随着第 533孔箱梁成功浇筑完成，中铁二

局鲁南高铁郓城制梁场提前 22天完成箱梁预制任

务，实现业主下达的工期任务目标。

占地面积233.41亩的郓城制梁场主要承担新建

鲁南高速铁路QHTJ—3标533孔箱梁预制任务。自

2018 年 12 月 20 日开工以来，项目部秉承“精品鲁

南、绿色高铁”建设理念，以“高起点开局、高标准建

设、高质量推进”等各项要求开展工作，积极克服工

期紧、任务重等困难。自今年2月复工以来，全体参

建员工齐心协力战疫情，争分夺秒抓生产，迅速掀起

了施工大干热潮，为按期完成箱梁预制做出了贡献。

又讯（通讯员李先明 张松林 魏少华）6月 5
日10时，随着WE——SC900H型运架一体架桥机开

始退机，标志着新运公司鲁南项目部安全顺利完成

穿越钢混结构系杆拱首孔箱梁架设。

上图是施工人员庆祝完成全部箱梁预制任务。

（魏松明/摄）

鲁南高速铁路项目郓城制梁场

提前22天完成箱梁预制

本报昆明讯（通讯员郭贵蓉）6月 17日，国家隧

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昆明队参加了云南省滇中引水

工程隧洞突泥涌水综合应急救援救护演练，旨在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强化地方人民政府与社会企业应急联动机制，

切实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是日上午的演练由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

理局、省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主办。演练科目围

绕突泥涌水险情发生后的紧急避险撤离、险情监测

评估、救援方案、洞内水面综合搜救、现场急救处置

救援节点等进行。

救援救护演练中，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

昆明队作为专业隧道救援队伍组织开展了现场险情

评估、救援方案制定、人员搜救、工程抢险等工作，其

组织有序、科学处置达到了科学、快速、安全救援的

目的。

这次综合应急救援救护演练，检验了发生突泥

涌水险情后的现场快速有效地组织抢险救援能力，

磨合了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昆明队与云南省

滇中引水管理局、中国中铁滇中引水楚雄红河段指

挥部和滇中引水工程施工单位二级救援队等单位的

应急救援协同保障机制，完善了滇中引水工程项目

应急管理体系。

不久前，中国中铁滇中引水工程指挥部委托国

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昆明队组建了滇中引水工

程应急救援保障中心。同时，在其指导下各分段项

目部成立了二级救援队，全面提升了防灾、减灾、救

灾能力。

据悉，滇中引水工程受水区域3.69万平方公里，

包括云南省内 35 个县（市、区），常年平均引水量

34.03亿立方米。工程以隧洞为主，洞身穿越地段存

在众多岩溶管道系统、活动断裂构造、断层密集破碎

带、高外水压力段、“滇中红层”软岩段、缓倾角岩层

洞段等，施工安全风险高。

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昆明队

参加地方救援救护演练

本报大连讯（通讯员蔡世康）经过精

心组织实施，6月 7日，二公司大连地铁

五号线后关村车辆段屋面板安装作业提

前完成，胜利实现业主对项目下达的“抗

疫情、保增长，大干100天”社会主义劳动

竞赛活动6月份首个节点目标，并于6月

8日通过业主验收。

该项目共 14个单体建筑，包括屋面

及防水等作业面积 8.6678万平方米，其

中运用、联合检修、工程车等 3库屋面板

均采用天基板材

质，高度均约为 10
米，起重安装任务

量大，起重作业和

高空作业安全风险高，业主下达第一个

节点任务目标要求“6·10”全部完成。为

此，项目部自 4月初就强化现场施工组

织，迅速安排作业人员、机械设备、物资

材料有序进场，加强现场技术指导，认真

做好安全生产监控和工程质量监管，严

格落实起重吊装卡控红线管理规定，落

实班组安全质量责任制管理。班子成员

全天候实行工序跟班作业，提前安全、优

质、环保地完成了天基板安装作业任务，

下图是通过屋面板安装验收的后关

村车辆段库区。 （蔡世康/摄）

本报贵阳讯（通讯员黄仁兵 杨洪）连日来，一公司钢结构工

程分公司扎实做好今年防洪防汛准备工作。

不久前，分公司成立了以经理、书记牵头的防洪防汛安全工

作组，完善和认真落实今年防洪防汛各项安全措施。他们对生

产车间、起吊设备、电力线路、避雷针、危旧厂房、库房、排水沟、

堡坎等重点部位进行细致排查并整改。员工们疏通排水沟3400
米、加固围墙、堡坎 55米、维修旧房 1600平方米、更换电力线路

2860米、维改避雷设施8处，并对起吊等机械设备进行了大检修。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徐芳 龙云佳）日前，电务

公司智能化分公司参建的中铁城·阅湖和庭项目消

防系统工程通过验收，夺取了“抗疫情、保增长，大干

100天”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首仗胜利。

中铁城·阅湖和庭是中铁二局在温江的住宅楼

盘项目，总建筑面积19.095万平方米，电务公司智能

化分公司承担其消防水源、消防电源、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和安全疏散、

防烟分区、防烟排烟系统等施工作业。经成都市温

江区质监站和建设、设计、监理、总包等单位严格检

查，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施工中，智能化分公司全体参建员工克服了土

建施工、常规设备安装装修、各系统设备单位和供货

商、集成商多，协调配合和涉及专业多等困难，主动

强化与建设、设计、监理和兄弟施工单位的沟通联

系，科学合理安排人力、物力，不断优化抢工措施，灵

活调整生产工序，抢抓作业面，确保了工期目标承诺

兑现。

左图是施工人员现场调试电子压力开关的情

景。 （徐 芳/摄）

电务公司中铁城·阅湖和庭项目

消防系统工程通过验收

二公司大连地铁5号线项目部

后关村车辆段屋面板安装通过验收

一公司钢结构工程分公司

扎实做好防洪防汛准备

本报新疆且末县讯（通讯员陈睿）日前，

中铁二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民高速公路项

目部组织施工人员进行了健康体检。

项目部与巴州美年大健康体检中心共同

设计了针对性极强的检查方案，由医务人员

深入所属工点为500多名施工人员进行了内

科、外科、肝功能、心电图、胸透、彩超等多项

检查，增强了大家的健康意识。

新疆若民高速公路项目部

组织施工人员健康体检

管理创新

勇走企业强盛之路

党建引领

勇走企业复兴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