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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二局

获中国建筑装饰行业最高荣誉奖获中国建筑装饰行业最高荣誉奖

五公司郑济铁路主体工程完成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

势，日益突出的竞争压力，中铁

二局用什么破解发展难题、增

强发展动力？靠什么践行新发

展理念、厚植发展优势？唯有

改革！

在刚刚过去的 2020 年，中

铁二局以刀刃向内的决心，开

启了一场程度更深、范围更广、

力度更大的改革。“不谋全局

者，不足谋一域。”本次改革不

是单纯的着眼于某一领域某一

方面的单项改革，而是一个系

统的、复杂的庞大工程，要坚持

以全局的眼光看待问题。随着

改革不断深入，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特征愈发明显，以百折不

挠的勇气打破常规，在讲大局

中破难题、克难关，是深化改革

的制胜关键。

改革如逆水行舟，过程中

势必会遭遇许多艰难险阻，涉

及到新旧发展理念的碰撞，个

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发

展现状与改革目标的交织。改

革的标准是什么？改革的立场

是什么？改革的程度在哪里？

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就要

从二局整体发展出发，遵循对全局改革有利、对二

局的发展有利的宗旨，从领导到职员都要始终服从

服务改革大局，直面问题，坚持集体利益为重，思

想和行动相统一，才能共同把深化改革走深走实，

落地见效。

深化改革是一盘大棋局，包括薪酬改革、项目管

控、机构改革、作风建设等等都囊括其中，各部门在

修订印发文件制度时不能仅盯着自己部门的一亩三

分地，不顾整体利益；要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不

挑三拣四、全凭喜好。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既抱有

“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也秉持广泛吸收借鉴优秀

经验的谦逊，统筹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利益关系，在

不断的“破”与“立”中持续推进深化改革步伐。

在深化改革过程中触碰到别人或自己的“奶

酪”在所难免，是勇往直前还是不敢出招，正是检

验二局干部改革意识和能力的“试金石”。新要求

对应新标准，要着力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

人导向，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

起来，把懒政、不作为、拖后腿的干部换下去，激

励干部勇挑重担，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壮大

改革生力军，不断突破各种形式“中梗阻”，汇集

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力量。

大浪淘沙，唯有奋斗者脱颖而出；破后而立，唯

有改革者晓喻新生。历史的车轮缓缓转动，中铁二

局在改革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必将焕发出新的光芒。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李洪川）近日，

2019-2020年度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及建筑

装饰行业科学技术奖正式公布，中铁二局装

修公司参建的贵州省职工医院（即贵州省工

伤职业康复医院）、成都市郫都区中医医院

（幕墙）、成都市郫都区中医医院（内装）等 3
个项目获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BIM+3D扫

描测量及骨架单元式技术在幕墙工程中的

研究及应用》《基于BIM技术的建筑机电装

修专业设计施工一体化研究及运用》2项成

果获建筑装饰行业科学技术奖。

此次获奖的贵州省工伤职业康复医院

装修工程于2019年4月28开工，总工期122
天，装修面积 103765平方米，是贵州省单体

面积最大的综合性医院。成都市郫都区中

医医院建筑面积约71154.32平方米，装修公

司施工内容包括室内二次装修工程、幕墙工

程、二装电气安装工程、二装卫生洁具安装

工程、医疗深化装饰与安装工程、医用气体

工程等。

获奖成果《BIM+3D扫描测量及骨架单

元式技术在幕墙工程中的研究及应用》是装

修公司以西部文化产业中心项目为依托，开

展的超高层建筑构件式幕墙工程关键技术

研究；《基于BIM技术的建筑机电装修专业

设计施工一体化研究及运用》是以中铁大桥

局桥梁科技大厦项目为依托，运用BIM技术

在建筑综合体机电安装与装饰装修一体化

施工中的探索与研究。

据悉，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原名全国建

筑工程装饰奖，由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主办，

是建设部批准设立的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的

最高荣誉奖；建筑装饰行业科学技术奖是我

国建筑装饰行业唯一的科学技术奖。

2020年，装修公司全年科研立项 5项，

申报企业级工法 7项；通过实用新型专利 8
项，申报受理专利 8项；主编中国建筑装饰

行业标准《室内石材及陶瓷板干挂技术规

程》，参编国家标准《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智能

化技术要求》《建筑构配件术语》，以及《建筑

装饰装修 BIM测量技术规程》等 16个行业

标准；成功申报成都市知识产权优势示范单

位、四川省建设科技协会 BIM 分会委员单

位，顺利通过“四川省技术中心”认定。 本报河北雄安讯（通讯员徐 芳

龙运佳）元旦节期间，电务公司雄安

站机电安装项目部收到业主中国雄

安集团有限公司发来的感谢信，信中

对项目部在配合保障京雄城际铁路

上月27日如期全线开通运营、雄安站

正式投入使用等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自开工以来，项目部坚持“一天

也不耽误，一天也不懈怠”，在缺少施

工作业面的情况下见缝插针，与业

主、兄弟单位紧密配合，克服时间紧、

任务重、疫情防控、交叉作业和雨季、

冬期施工等诸多不利因素，合理调配

资源，积极解决施工中的重难点问

题，在过程中强化管理，在质量安全

上如履薄冰，保障了各项工序无缝隙

衔接、高标准推进。在京雄城际铁路

全线开通之际，更是积极配合业主，

全力以赴完成室外可视部分施工内

容，包括雄安站西侧广场地下空间给

水、排水与雄安站站前N21路市政管

网接驳及相关井室、部分冷却循环供

回水管道、室外消火栓干管、水泵接

合器及景观预留水表井等，达到了业

主对一切配套施工节点的要求。正

如感谢信中所说，“全体人员勇担时

代使命，秉承工匠精神、劳模精神、铁

军精神，恪尽职守，日夜鏖战，让配套

工程一天天向美而生，项目主体一天

天向好而生，体现了国企的责任担当

和优秀的管理水平。”

电务公司雄安项目部

收到业主感谢专函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欧子维）日

前，设计院“BIM技术在新跨度大型公

铁两用桥梁工程综合应用”成果在四

川省第三届建设工程 BIM 应用大赛

中荣获综合组二等奖。

近年来，设计院致力于BIM技术

的研究与推广，持续加大投入，提升

技术能力，市场占有率和美誉度持续

提高。目前设计院在 BIM 技术应用

方面拥有国家发明专利 4项、实用新

型专利1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

铁二局工程项目BIM管理平台”在广

佛城际环线、南宁地铁3号线、成都地

铁 8 号线、成都天府机场、中铁卓越

城、郑济客专等多个项目推广应用；

拥有专业技术人员近20人，其中四川

省BIM专家 2人、资深博士 1人、硕士

2人，专业涵盖建筑、结构、电气、给排

水、暖通、概预算、装饰装修、工程管

理等。

设计院 BIM 团队以优质高效的

BIM技术服务，助推业主精准决策，加

强项目成本控制、缩短项目工期、优

化设计方案、提高施工效率、减少施

工错误，大大提高了工程项目的集成

化程度和精细化管理水平。近年来，

多个项目受到业主来电来函褒扬，在

行业领域内取得了不俗成绩，先后斩

获四川省首届BIM大赛二等奖、四川

省第二届建设工程 BIM 应用大赛一

等奖、中国建筑协会BIM应用成果三

等奖等多个奖项。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朱鹏宇 陈

鹏）近日,六公司《天府机场地铁与隧

道工程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荣获

了中国市政工程协会“2020年第二届

‘市政杯’BIM应用技能大赛”三等奖、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2020
第三届‘优路杯’全国BIM技术大赛”

铜奖、四川省建筑业协会“2020年四

川省建设工程 BIM 应用大赛”二等

奖、铁路 BIM联盟“第二届‘联盟杯’

铁路工程BIM大赛”三等奖。

设计院、六公司BIM技术

在应用赛场再创佳绩

旬凤高速公路是 G3511 菏宝高速

的重要组成路段，也是陕西省高速公路

网规划中的重要组成路段，建成后，能

够进一步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布局，形

成新的横贯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省

的东西向大通道，对促进新丝绸之路经

济带、关天经济区的快速发展以及区域

矿产和旅游资源开发具有重要推动作

用。

项目主体工程分为 9个标段，中铁

二局三公司负责施工 4、5 两个标段。

2018年3月，时任三公司总经理率队开

展施工调查，决定将项目部驻地建在桑

树坪村贤坡最高顶上。贤坡位于国道

旁边，交通方便，站在塬上，沿着深涧蜿

蜒向前的施工线路便可尽收眼底。“我

们公司在陕西先后参建榆神、神佳米、

绥延等高速公路，树立了良好的信誉。

现在，我们站在关中麟游这个高地，就

要以此为新的起点，高标准，严要求，在

三秦大地上树立起中铁二局和三公司

的又一面旗帜。”“新起点、高标准、严要

求”从此便成为三公司人在旬凤高速公

路建设中的总纲领。而旬凤高速公路

项目，也被列为三公司头号重点工程，

并成为集团公司特别关注项目。

三公司对项目高度重视，从各项目

抽调精兵强将组建了强大的项目部领

导班子。经理杨智亮和常务副经理邓

小江都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高级工

程师；副经理孙鹏工作业绩突出，获得

过中铁二局劳模等多项荣誉；副经理杨

元平、总工付冬相更是后起之秀的代

表；项目部党支部书记、老党员焦云，是

大家公认的能人。项目部还设置了总

经济师、总会计师、安全总监和专职工

会主席，并公推直选了兼职团委书记。

这样强大和健全的项目班子在三

公司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俗话说“火

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旬凤高速公路

项目部这列崭新的火车有了强力的车

头，从一开始便开足了马力，在关中北

部的高塬上、山涧中冲锋向前，不可阻

挡。

焦云坚持组织班子成员开展中心

组学习，及时宣贯中央重大方针政策和

上级文件精神；坚持民主集中制，重大

问题集体决策。

杨智亮总是吃苦在前，生产安排、

物资供应、设备调转、奖金保障、队伍配

置，每一件事他都得亲自过问。

邓小江主持制订生产计划、重难点

工程任务清单，深入分析问题，研究解

决措施，及时督促落实。

孙鹏、杨元平蹲点一线，分别组织

指挥任务最繁重的两个工区的施工生

产。

工会主席青海波进县下乡，走村串

户，与各级政府部门的同志和老百姓建

立了深厚的友谊。

付冬相总是在项目部需要的时候

拿出优化方案，技术管理全程保障施工

生产。

安全总监徐赫组织制定安全管理

制度，并逐一落实到现场，手把手教导

作业人员。

总经济师白洪非，创新劳务引进方

式，摸索劳务合同单价签订新模式，建

立成本预警机制，有效规避风险。

针对后期路面污染，项目部主动担

当，组织员工义务劳动，分段清扫路面，

班子成员也多次拿起扫帚，与一线员工

一起，一直坚持到最后。（下转第四版）

勇当新时代的开路先锋
中铁二局重点工程建设巡礼（3）

2020年12月25日，陕西省麟游县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旬凤高

速公路太峪至麟游段正式通车，麟游县从此结束了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陕西

从此进入了“县县通高速公路”的新时代。麟游人民奔走相告，十里八乡的老

乡们冒着零下十度的严寒，来到麟游收费站外，与中铁交投、中铁二局以及陕

西省交通厅、麟游县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同志一起，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

刻。

“太不容易了。”没有兴高采烈的欢呼、也没有如释重负的轻松，项目书记

轻轻地发出了一声感叹。

是啊，太不容易了。3年时间，1000多个日日夜夜，多少汗水，多少心血，多

少欢乐，多少辛酸……一幕幕往事伴着凌厉的寒风扑面而来，堂堂汉子眼含热

泪，几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谁也说不出更多的话来。

开局就讲高度

题图题图：：旬凤高速公路太峪至麟游区间旬凤高速公路太峪至麟游区间。。夏邦根夏邦根//摄摄

上图为贵州省职工医院（贵州省工伤职业康复医院）。刘荣樟/摄 上图为成都市郫都区中医医院幕墙全景。刘荣樟/摄

本报河南新乡讯（通讯员 陈大伟

李东）近日，五公司郑济铁路项目最后

一片公路墩盖梁浇筑顺利完成，标志着

五公司郑济铁路项目主体工程完成。

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部坚持“高

起点开局、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理

念，顺利开展各项工作。他们抓实技术

创新，以“劳模创新工作室”为契机，在

高速铁路大跨度钢结构桥梁应用无砟

轨道、连续钢桁梁施工等重点工程施工

中，通过开展工艺、工法及工装优化、技

术创新、科研攻关，完成了工程实践，形

成了《双层四线公铁两用钢桁梁施工关

键技术与应用研究》等科研成果，为公

司桥梁施工拓展了新领域。项目部高

度重视安全和质量管理工作，将其纳入

项目日常管理，建立安全质量风险责任

制和逐级负责制，把目标层层分解，横

向到底，纵向到边，形成完善的安全质

量责任保障体系，为项目施工生产保驾

护航。实施有效的组织和领导，制定合

理的施工生产计划，合理投入资源，开

展“抗疫情、保增长，大干 100天”和“决

战四季度，决胜保目标”等劳动竞赛，快

速突破，取得了显著成效，攻克了一个

又一个重难点。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

“严守红线作表率 提质增效当先锋”郑

济铁路党旗红党建主题活动为抓手，全

力抓好党群工作，开展丰富多彩的党建

活动，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

斗力。

郑济铁路既是山东省“三横三

纵”综合运输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河南省“米”字形高铁网络战略的

关键一笔。同时，郑济铁路对促进沿

线城市城镇化进程，满足中原城市

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际运输，沟通

东部沿海地区与中原、西部城市群,助
力中原崛起、西部大开发,形成我国东

中部地区向西连接云南、新疆出境通

道,以及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

的意义和作用。

本报贵阳讯（通讯员白 祥）日

前，贵阳轨道交通 3号线一期工程建

设管理公司专函集团公司，对贵阳轨

道 3号线项目中曹司站、花溪南停车

场出入线主体结构全面浇筑，再次提

前实现重大工期节点目标给予通报

表彰。

项目公司在表彰函中指出，承担

中曹司站、花溪南停车场出入线施工

的土建一标段项目部自开工以来，项

目班子科学组织，周密部署，广大参

战员工团结一心，积极投身施工建

设，尤其是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项目部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复工

复产、决战四季度等重点工作，全面

推行项目安全、质量、进度、文明

施工，大力掀起劳动竞赛热潮，信

用评价均位居全线各标段前列。这

种勇于担当、敢打敢拼、勇于奋

斗、严格兑现承诺的优良作风，为

全线施工单位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

用，值得高度肯定。

贵阳轨道3号线土建一标段

获项目公司专函通报表彰

业主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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