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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成都讯（通讯员刘敏 肖劲 段云川）在成都

轨道交通“5条线路”同时开通之际，新运公司成都地

铁维保项目部切实为6号线正常运营提供安全保障，

认真做好安全保驾、现场值守、设备设施故障处理、应

急抢险等工作。

成都轨道交通 6 号线 I、II、III 期工程线路全长

68.88公里，北起望丛祠站、南至兰家沟站，贯穿主城

南北主轴，在此次开通的“5条线路”中是线路最长、

站点最多的地铁线，新运公司负责其正线、辅助线、车

辆段、停车场车场线及出入段线路等轨道设备日常巡

检、保养、维修及应急抢修救援工作。他们根据成都

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维保分公司安全保驾方案要求，精

心策划、科学安排，成立安全保驾领导小组，负责组织

各部门、工区在维保期间做好应急组织、故障处置、信

息上报等各项工作；提前做好备品备件、工器具、防汛

物资的准备和就近存放工作，确保发生设备或系统功

能故障时，物资到位迅速及时；全体员工手机24小时

通畅，收到生产调度故障处置或应急任务信息后均能

立即赶往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做好出现突发事件

时，严格遵循“先通后复”处理原则，优先保证行车、客

运秩序的正常等预案；做好设备设施有关信息上报工

作，信息传递均及时、准确、详细；对在新型冠状肺炎

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中遇到的异常情况，及时呈报有

关单位和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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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浙江萧山讯（通讯员王绍雯 李佳文）上月

30日，由六公司承建的杭州地铁 1号线、7号线萧山

国际机场站正式双线开通运营，结束了萧山国际机

场不通地铁的历史。

杭州地铁 1号线萧山国际机场站作为全国当前

最大单体地铁车站，整个站点全长 535.5米，标准段

宽71.4米、最宽80米，总建筑面积8.1万多平方米，相

当于8个标准车站的体量。六公司承建的这项轨道

交通工程，是企业建设领域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随着萧山国际机场站的投入使用，杭州地铁实

现了 1号线、7号线与机场轨道快线、机场旅客通道

的无缝连接，萧山国际机场真正成为了“上天入地、

四通八达”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从杭州市区到机

场的路程也从原来的2至3小时缩短到1小时，不仅

极大地方便杭州市民的出行，而且为 2022年杭州亚

运会的举办提供了强有力的交通保障。

全国最大单体地铁车站

萧山国际机场站正式开通

本报广州讯（通讯员陆

璋媛 符羊云）2021年元旦，

广州地区迎来一股冷空气，

温度骤降，但这并没有吹散

施工人员的工作热情。城

通公司广州地铁 13号线三

项目部二工区工地，一派热

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大家没

有因为节日而暂缓进度，纷

纷坚守现场，稳步推进整体

形象进度。

为保质、保量地实现项

目工程节点目标任务，大家

“抢”字当头，诠释责任与担

当，加班加点赶进度。1月1
日，松溪站下吊2幅钢筋笼，

以实际行动吹响了“十四

五”开局之年的生产号角。

项目部后勤人员紧跟其上，

厨师准备了暖身的羊肉汤

为施工人员驱寒、暖身。他们这种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和

节点目标任务倒逼的情况下勇夺安全、质量、进度好成绩的行为，受

到业主、监理单位现场代表的高度评价。

下图是在松溪站进行下吊钢筋笼作业的情景。 （符羊云/摄）

本报西安讯（通讯员李洪川 石钰 李昭邑）上月

28日，装饰装修公司、电务公司参建的西安轨道交通

9号线（I期）项目通车。

装饰装修公司、电务公司承担了凤凰池站至秦

陵西站及相邻区间（9站 9区间）的砌筑与装饰装

修、动力与照明、通风与空调、给排水与消防、气体

灭火管网子系统、入口上盖钢结构（含深化设计）和

站点自来水引入等市政接驳工程施工及相关调试、

质保等工作。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突发的不利

环境下，他们从大局出发，团结一致，勇敢担当，加大

人力、物资、设备投入。全体施工人员更是主动放

弃节假日休息，“白 + 黑”24小时坚守岗位、挑灯夜

战抢进度，争分夺秒赶工期，圆满实现了节点工期

任务目标，推动了西安轨道交通工程建设。

据悉，全长 25.3公里、设计车站 15座的西安轨

道交通9号线西起灞桥区纺织城站，东至临潼区秦陵

西站，通车后缩短了临潼区副中心城市与西安主城

区的距离，联通了华清池、兵马俑博物馆等国家级

5A景区。

又讯（通讯员石钰 李洪川）上月 23日，在中国

中铁“西安地铁杯”建功立业劳动竞赛 2019年度先

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装饰装修公司西安轨

道交通9号线 I期 II标项目部荣获先进集体称号，项

目部经理洪健荣获先进个人称号。

上图是施工人员庆祝西安轨道交通 9号线正式

通车的情景。 （石 钰/摄）

西安轨道交通9号线通车

本报北京房山讯（通讯员于晨光 王怡唯）上月20日，电务公

司京原铁路项目部召开专题会，总结2020年度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以“抗疫情、保安全、促生产、稳质量”为主线部署2021年施工生

产工作。

项目部高度肯定了全体施工人员在2020年度极其艰难的情况

下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大家团结一心，狠抓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用心经营、努力生产，营造了稳中有进、进

中有为的优良态势，为推进工程开通奠定了基础。2020年，要继续

推进项目施工有序进行，针对京原铁路贯穿山区、地质复杂、隧道

多、施工面难展开等影响形象进度的困难，施工人员临近春节流动

性大的实际，提前树立忧患意识，防微杜渐，进行台账化安全检查，

坚决零容忍安全事故隐患，对重大安全危险源分级、分部防控，一事

一处理，一事一预防，保障节前、节后安全稳定；必须严格按照规范

进行施工，不松懈，不冒进，保障工程质量；强化防疫意识，加强防疫

管理，做好防疫检查，减少人员外出活动。

电务公司京原铁路项目

部署2021年生产

本报四川温江讯（通讯员李肖

依）节能降耗记于心，提质增效践于

行。去年，四公司阅湖和庭项目部数

管齐下开展降本增效各项活动，掀起

“节支创效”热潮，助推企业“成本管

控年”落到实处。

他们加强宣讲宣传“千元节支，

万元创效”的重要意义，面向全体施

工人员征集在节能降耗、创新创效、

物资设备管理、安全质量等方面合理

化建议 80多条，并通过QQ群、微信

群发布宣传视频、海报等，推动“节约

光荣、效益为先”理念深入人心。同

时，聚焦日常生活、生产点滴，要求从

小事做起，提高节能意识，压实自身

节能责任，在办公、生活区域提倡随

手关灯、节约用水；在各种会议上要

求无纸化办公，打印初稿尽量利用废

旧纸张的背面进行打印，打印时尽量

避免印错、印坏甚至印多的浪费现

象；在食堂就餐时，要求按需盛菜，杜

绝浪费；下班前半小时关闭空调机以

减少用电量等。

项目部还大力弘扬社会主义义

务劳动精神，组织青年员工成立青年

志愿者服务队主动开展各种形式的

义务劳动，搭设施工现场安全通道、

涂刷防护栏警示漆、铺设现场地毯、

清除地下室积水等，累计减少人工

费用 6000多元。为解决施工中存在

的难题，年轻专业技术干部积极开展

创新创效活动，大力倡导技术创新，

经过多次比较、不断总结，摸索出了

新型《室内天棚给水管道安装简易方

法》《一种简易的构造柱浇筑工装》

等技术成果，在实际应用中既维护了

施工人员生命安全和绿色施工理念，

又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操作难

度，取得了较好效益，降低工程成本

16.33万元。

四公司阅湖和庭项目部

数管齐下推动降本
增效理念深入人心

西昌金属构件厂

群安员助力安全管理

本报贵阳讯（通讯员吴文权 刘朝辉）上月 31
日，由一公司承建的贵阳市东纵线延伸段项目道路 I
标段建成通车。贵阳市人民政府市长陈晏参加通车

仪式。

一公司项目部在施工中克服了资金短缺、拆迁

难度大、施工条件差等困难，全体施工人员艰苦奋

斗、团结一致，优质、高效地推动了项目建设。I标段

通车，再次极大的提升了中铁二局品牌形象，为在当

地建筑市场开拓奠定了基础。

据悉，东纵线延伸段项目道路 I标段位于贵阳市

观山湖区金华镇，宾阳大道与沪昆、贵黄高速之间，

标内设计收费站管理用房1栋、5进9出收费站1座。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朱文彪 全荟燚）履约守信，

勇创佳绩！上月31日，建筑公司国家成都农业科技

中心项目部所承建工程通过竣工验收，提前5个半月

兑现工期任务目标，受到广泛赞誉。

去年初，项目部就围绕年度目标任务重新部署、

细化工期，确立了“6·30”“9·30”“12·30”3个节点

工期任务目标。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肆虐情

况下，他们“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科学、饱满

安排施工任务。在施工中，项目部把工期节点作为

政治目标来抓，优化施工组织设计，增加施工班组设

备，全力做好物资、人员投入，先后开展了“2020年

上半年劳动竞赛”“决战四季度，决胜‘12·30’保竣

工”专项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激励全体施工人员

持续投入大干高潮，在确保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的前

提下，有条不紊地全面做好了“均衡”生产，取得了优

良的社会效益。

图是成都农业科技中心1号、2号地块。

（朱文彪/摄）

建筑公司成都农科中心项目部

提前5个半月兑现工期目标

本报贵阳讯（通讯员白祥 谭琼芳 黎文武）上月29日，一公司

承建的贵阳轨道交通3号线项目中曹司站，经过全体参建员工历时

728天的奋力拼搏，主体结构全面浇筑完工，并取得了“决战四季

度，决胜保目标”专项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最后胜利。

这座位于花溪大道中段的中曹司车站是贵阳轨道交通3号线 I
期工程 29座车站中规模最大的车站，全长 478.8米、标准段宽 21.3
米，设计地下2层14米岛式站台、换乘节点处局部3层结构。

开工以来，项目部按照全盖挖逆作法施工设计规范，科学组织，

精心施工，认真落实季度、月度和每周、每日生产计划，生产例会认

真分析难题，及时整改落实；坚决落实“三高四化”要求，着力强化现

场安全、质量、环境保护和临建设施等标准化管理，认真排查、整改

安全、质量、环境保护、文明施工中的事故隐患和存在问题，均按“五

定”原则进行闭合整改，他们成立施工人员实名制管理领导小组并

设置劳资专管员，不断健全和完善施工人员实名制管理有关制度，

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切实维护和稳定了劳动力资源。

项目部疫情防控、复工达产“两不误”，并认真贯彻中铁二局各

项改革管理制度，深入开展“防疫情、保增长、大干 100天”劳动竞

赛，确保了中曹司站施工各个关键节点工期目标任务圆满实现。

贵阳轨道交通3号线项目

中曹司站主体完工

一公司承建的贵阳市东纵线

延伸段道路 I标建成通车

“冬眠”，是某些动物的特性。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作为一项日常

工作，却断然不能有任何“冬眠”期。咱们仔细观察身边发生的的许

多不幸事故，不少是发生在“冬眠”期的。

有的施工单位，在施工大战或安全生产工作受检后，就从紧张状

态进入松弛状态。殊不知，安全事故乘虚而入，造成人员伤亡，财物

受损。更有甚者，安全工作的规章、制度及应急措施，表面上看似乎

清醒严谨，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放置脑后。试想，这样的“安全管理”能

不让大家捏一把汗呢？这种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一旦进入“冬眠”，事

故就随时可能出现在自己身上或是身旁。

咱们经常讲，安全重如泰山。要克服安全工作的“冬眠”期，首

先，要时刻重视，提高警醒，生产过程中，每时每刻都要想着安全，睁

大眼睛，看看安全规章是否健全，看看安全措施是否到位，看看安全

管理制度是否有“硬件”和“软件”的保障落实、看看排查出的安全生

产事故隐患是否整改闭环。其次，要形成全员抓安全、保安全的良好

局面，工作中做到相互监督、相互提醒，筑牢安全生产的大堤，确保安

全管理工作万无一失。同时，基层项目对于安全工作要舍得投入，该

花的钱，决不能抠门，否则，一旦发生事故，酿成悲剧，损失就再也难

以挽救回来了。

安全工作不能“冬眠”
·梁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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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四川西昌讯（通讯员朱素

芬）为促进安全生产“大反思、大排

查、大整顿”活动深入开展，西昌金属

构件厂积极发挥群安员作用，全力构

筑安全生产防线。

西昌金属构件厂组建之初，就按

照中铁二局群安工作要求，从各作业

班（组）中选拔出 3名熟悉规章制度

和工艺流程，具有一定事故隐患识别

能力和处置经验的员工进入群安员

队伍。他们针对各岗位特点，对初选

出的群安员进行 20个学时以上的专

业培训，经考试合格后正式聘用为群

安员。在生产过程中，群安员主动亮

明身份，落实群安员背心、袖标、《群

安员工作手册》等“装备”，每天穿戴

好身份“标识”才能上岗，确保生产车

间各关键工序、关键岗位均有群安员

参与安全生产监督。

构件厂工会还在党政组织的大

力支持下主动作为，积极把做好群安

工作与企业正在开展的安全生产“大

反思、大排查、大整顿”专项活动有机

结合起来，各类安全生产管理活动均

有全体群安员全过程参与，群安员的

工作责任心、识别和排查各类安全事

故隐患的专业技能显著提高，应急处

置能力达到规范标准。

一公司钢结构分公司、电务公司福州地铁5号线项目部

认真做好消防安全应急救援演练
本报贵阳讯（通讯员黄仁兵 杨洪）为认真做好消防安

全教育工作，全面提高员工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技能，

上月 30日，一公司钢结构分公司举行消防安全演练，并进

行消防和安全知识专业培训。

培训中，讲解和分析了火灾预防、报警，初期火灾扑救

方法，电气着火扑救应当注意的事项，可燃易燃物品的管

理，火种的处理和火场逃生自救等消防和安全专业知识。

同时，特别强调全体员工应当认真履行日常消防义务，安全

质量环保部门应当更加精细地担当起日常防火和消防设施

检查。通过培训和演练，有效地提高了员工的防火意识和

防范、抢险救援技能。

本报福州讯（通讯员黄强）上月25日，电务公司福州地

铁 5号线机电项目部开展消防救援应急演练，旨在加强冬

季消防安全管理，提高全体施工人员的消防意识、自我防护

和应急救援。

是日15时，项目部书记宣讲了消防救援应急演练的重

要意义，要求全体施工人员把演练当实战，并详细讲解和示

范消防安全基本知识、火灾发生时的处置程序和干粉灭火

器的正确使用方法等。随后，40多名施工人员参与了现场

模拟火灾消防救援应急演练，整个演练过程有条不紊。大

家基本掌握了在复杂地铁施工环境中发生火灾时的应急处

置技能，提高了员工灭火救灾、自防援救能力。
图是一公司钢结构分公司消防灭火演练的情景图是一公司钢结构分公司消防灭火演练的情景。。（（杨杨 洪洪//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