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咚咚咚……”

“谁呀？”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舍检了！”

这是城通公司广州地铁13号线三项目部二工

区突击检查职工宿舍的一幕。

身处亚热带的广州，没有春秋，只有冬夏，而

冬夏两季正是一线施工单位用电高峰和火灾频发

期。为有效预防和遏制员工宿舍各类安全事故发

生，持续深化项目部安全隐患排查与整治工作，早

在去年10月，项目部就更新了《后勤管理条例》，明

确了对后勤用电、用火的管理，加大了对不规范用

电、违章使用明火的处罚力度。

在执行《后勤管理条例》的过程中，对职工宿

舍的检查是项目部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进行舍

检时，安质部与办公室联合出检，按照“谁检查、谁

负责”的原则，着眼查漏洞、补短板、抓整改，要求

消除盲区、不留死角。为保证对职工宿舍的检查

真实有效，检查小组一般采用突击检查的方式进

行舍检。

“612，别忙着藏烟头了哈，都看到了。宿舍这

烟雾缭绕的，想不知道都难啊。”

“敲门没人，但是怎么门缝透出来冷风呢？好

家伙，宿舍无人空调竟开着16℃的低温！进来，先

拍个照留个证据再给他关了。”

“竟然还在宿舍里使用‘热得快’烧水，我说最

近怎么老跳闸呢，快拍下来！”

项目部的职工大都能遵守《后勤管理条例》的

规定，但也存在一些违规情况，最常见的就是忘关

空调、使用违禁大功率电器、在宿舍内吸烟等。对

于违规的宿舍，检查小组会做好记录，整理后在项

目部公告栏以及微信大群进行通报，并在当月的

月度例会上对当事人进行点名批评，在安全警示

大会上严肃提出，以防止类似问题重复发生。对于二次违规的人员，除通

报批评外，还会进行相应的罚款。

“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哦！”“在自己的宿舍里面都没有自由了吗？”起

初，违规的职工也会“不服气”，安环部便组织违规人员集中“上小课”，进

行宿舍安全用电、严禁明火的安全教育。

“危险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可能是某个劣质热水袋爆炸伤到人，可能

是某个小电锅因为高电压负荷引起电线着火，也可能是‘热得快’烧干了

水而引发火灾，还可能在宿舍里吸烟不小心点燃宿舍内配置的木质生活

家具、被褥、书本等易燃物，稍有不慎都可能引发火灾……如此种种都像

一颗定时炸弹，时刻威胁着大家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每次的“安全小课”

上，安环部部长的苦口婆心让违规人员认识到宿舍安全事关每一位员工

的切身利益，事关项目部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经过多次的舍检，如今大家的行为都越来越规范，鲜有违反《后勤管

理条例》的情况发生，不仅为项目部节约了可观的电费成本，还营造了安

全和谐的工作生活环境。

“我们的检查绝对不是故意找茬，工地宿舍是我们共同的家，只有大

家都严于律己，自觉遵守《后勤管理条例》，才能保护好我们的工地小家！”

安环部部长说，“为了大家，为了项目，我们还会继续‘扮黑脸’‘做坏人’，

绝不姑息每一次违规行为!”

本报江西南昌讯（通讯员金蓥林）3月

24 日，随着 32 米箱梁稳稳落在横岗左四

1#、2#桥墩，标志着中铁二局昌景黄铁路 7
标项目部成功首架，该标段918孔箱梁的架

设工作正式展开。

为确保桥梁架设工作顺利开展，项目

部提前编制架梁及架桥机拼装方案，组织

召开专家评审会，按照程序进行报审，督促

各相关部门对作业队进行技术交底和安全

培训。架梁前，项目部积极主动开展桥墩

交接工作，对交接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的划

分，对垫石的凿毛工作进行了督促。强化

过程控制，严格要求架桥机岗位操作人员

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按照架梁规范作业。

昌景黄高铁是一条连接江西省南昌市

与景德镇市、安徽省黄山市的高速铁路，全

长 289.807千米。中铁二局主要承担站前

工程 CJHZQJX-7标项目的施工，包含“两

站、五线、一所”，项目二分部主要承担 918
孔箱梁预制、架设及桥面系工作，截止目前

已经成功完成箱梁预制46孔。

本报浙江绍兴讯（通讯员楚克帅）3月

23日，一公司舜江大桥项目MG80T/32M大

型龙门吊整体吊装成功，吹响了主桥施工

的号角。

舜江大桥路线全长 1266米，桥梁工程

857.7米，分为主桥和引桥两部分，其中主

桥结构形式为下承式钢箱梁系杆拱桥，长

176米，施工技术难度大。本次吊装的大型

龙门吊最大起吊重量 80吨，跨距 32米，起

重高度 33米。因舜江大桥项目地处闹市

区，施工环境复杂，安全风险极高，又加上

安装场地受限，给设备安装带来了极大的

困难。

为保证龙门吊顺利完成吊装，项目部

多次组织专家论证会、技术分析会、安全技

术交底会、安装起吊准备布置会。按照方

案要求，项目部把握每个细节，精心布置，

合理安排，动员项目全体员工加强现场安

全盯控，同时公司指派工程部、安质部、物

机部专家组到项目部指导帮扶，让每个环

节达到完全可控状态。

本报新疆若羌讯（通讯员赖 标 杜

川）3月24日，由五公司若民项目部施工的

若民高速公路 SG3标段亚喀托格腊克桥第

一片预制梁顺利架设。

五公司若民项目部施工管段内共有

大、小桥6座，需预制224片梁，其中13米空

心板梁共计 160 片，20 米箱梁共计 64 片。

为稳妥做好若民项目在沙漠中第一片梁的

架设工作，项目部针对地质结构松软、施工

场地狭窄、施工设备材料组织困难等特点，

结合总体施工组织编制了详细的专项施工

方案，组织管理人员对方案合理性进行评

审；项目工程部、安环部对架设梁片吊车的

摆放位置进行了最佳的安排，对设计参数

和施工控制的参数进行了检算，确定了合

理的技术参数作为施工的控制指标。同时

项目部围绕总体工期目标大力开展“品质

工程”活动，组织特种作业人员专题培训，

对安全技术、操作要领、质量控制等方面专

业技能知识进行交底，确保首片预制梁架

设严格按照施工标准化、安全生产标准化

要求进行。

本报浙江绍兴讯（通讯员刘 超）3月23
日，二公司金甬铁路项目南山湖特大桥主

墩挂篮顺利完成预压。

南山湖特大桥全长 1235.41米，为本标

段的重难点工程，工期紧张。全桥0-15#墩
5线并列，其中 12-15#为 5跨连续梁并列，

已挂篮预压完成的单线连续梁桥面宽 5.5
米，梁高7米，采用悬灌菱形挂篮施工，其中

最大节段 A1 长 3 米，单边混凝土方量 48
方，重127.2吨，最大预压荷载140吨。

为保证南山湖特大桥主墩挂篮预压顺

利完成，在施工过程中，项目部组织对相关

技术、管理及现场操作人员进行专项技术

交底，对挂篮安装、预压施工工艺进行详细

讲解，同时对挂篮安装质量标准进行明确，

使相关人员能够清楚各自的职责分工。安

装前对挂篮零配件进行进场验收，安装完

成后进行自检，自检合格后，局指挥部、监

理单位、业主单位进行了联合验收，最终确

保预压工作顺利完成。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张 勇 陈 瑜）近

日，五公司完成成都锦言大桥项目 0#承台

混凝土浇筑，提前完成又一重要节点目标，

为后续施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项目部坚持每晚召开碰头会，梳理施

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协调解决；主

动出击，派专人办理夜间施工许可证，采用

两班制作业，积极推动项目施工生产，把因

设计变更延误的时间抢回来。此次0#承台

共浇筑完成混凝土 2350余立方米，浇筑时

间 30多个小时，较 1#承台施工节省了近 1
个月的宝贵时间。

上图为舜江大桥项目MG80T/32M大

型龙门吊整体吊装的情景。张 璞/摄
下图为昌景黄铁路7标项目部 JQX450

架桥机架桥的情景。李 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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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二局爆破公司

举办爆破作业三大员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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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昆明讯（通讯员宋 庆）3月 27日，昆明市委副书

记、市长刘佳晨到一公司昆明草海项目调研。

刘佳晨一行前往昆明草海项目1号湿地、5号湿地、环

湖路实地查看了项目建设推进情况，现场听取了草海北片

区环湖路、湿地建设汇报。他对项目湿地、环湖路建设及

生态保护成效表示充分肯定。刘佳晨强调，各级各部门要

强化责任落实，加强沟通协调，全力支持环湖路、湿地建设

有序推进。项目部要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高标准、

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施工，争取早日将环湖路、湿地交还于

民，为草海北片区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报吉林桦甸讯（通讯员和庚 黎华鑫）3月 24日，吉

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王振才一行到四公司承建

的延（吉）长（春）高速公路蒲烟段04标项目调研。

调研期间，王振才一行实地查看了3号钢筋厂、大东沟

隧道及红石隧道施工进展，了解了项目部疫情防控、复工

复产情况，听取了项目经理对总体施工安排、施工进度推

进、安全质量管控、施工重难点等相关内容的汇报。王振

才肯定了项目部在施工建设推进方面所付出的积极努力，

对工程前期整体进展表示满意。他要求项目部进一步科

学合理优化施工安排，确保顺利实现延长高速提前 1年开

通的目标，帮助桦甸更好地融入长吉经济圈、融入全省“一

主六双”产业布局空间，助力桦甸早日实现“打造长吉旅游

中心城市、长白山下最美驿站”等目标愿景。

本报云南绿春讯（通讯员顾吉华）3月25日，云南省交

通运输厅副厅长陈跃率云南省县域高速调研组到中铁二

局勐绿高速公路10标项目调研指导工作。

陈跃一行在绿谷隧道进口施工现场听取了项目负责

人关于标段工程概况的介绍，详细了解勐绿高速公路控制

性工程李仙江特大桥工程进度。陈跃对中铁二局文明施

工、高效优质推进工程建设成果给予了高度肯定。他强

调，勐绿高速公路作为云南省重点工程、是推动云南经济

发展的强大引擎，对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及巩固脱贫致富具

有重大意义，希望中国中铁参建单位狠抓标准化、规范化

施工管理，凝心聚力，将勐绿高速公路建设成云南标杆性

示范工程，同时希望中国中铁为云南县域高速建设贡献更

大力量。

春天，桥梁在快速“生长”

中铁二局昌景黄铁路项
目部实现桥梁首架

一公司舜江大桥项目大
型龙门吊整体吊装成功

五公司若民项目部顺利
架设亚喀托格腊克桥第一片梁

二公司金甬铁路项目南
山湖特大桥主墩挂篮顺利完
成预压

五公司完成成都锦言大
桥0#承台混凝土浇筑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罗 文）3月29
日，为期 8天的中铁二局 2021年第一

期爆破作业三大员（爆破员、安全员、

保管员）培训班结束。本次培训由中

铁二局爆破公司主办，来自中铁二局、

中铁五局、中铁八局、葛洲坝易普利等

涉爆作业单位的 110名作业人员参加

了培训。

爆破公司高度重视此次培训工

作，严格疫情防治管控要求，全面系统

安排授课内容。在进行民爆物品安全

管理法律法规和典型事故案例学习的

基础上，重点进行爆破基础知识、爆破

方法及操作技术、爆破作业新技术及

现场安全管理等业务技能实操学习，

理论结合实际，安全与技能并举，以切

实提高爆破作业人员业务技能和安全

管控意识，为参培人员上好爆破作业

持证上岗第一课。

按照培训计划，此次新训班自 22
日开班，为期 8天，严格实行封闭式管

理，采取人脸识别考勤与机考、面试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经考核合格方能持

证上岗。29日下午，在110名参培人员

完成 72学时的培训后，会务组按照公

安部对爆破作业人员考核要求，组织

全体参培人员进行现场考核，全程由

成都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和考

核专家组成员监考。经考核，108人通

过机考和面试，合格率达98.18%。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杨昊蹄）3月23日，在经历了

长达4年的商铺去存攻坚战后，中铁二局地产盈庭公

司月映长滩栖悦组团的商铺产品全面售罄。

月映长滩栖悦组团于 2014年 10月取得两层底

商共计67套商铺产品的预售证。结合项目实际情况

与商业市场环境，公司于 2017
年将该批商铺面向市场进行销

售。其中一层商业产品因面积

较小、总价适中、投资价值较高

等原因，在较短时间内便基本

售罄；而二层的商铺因面积较

大、总价较高，销售难度较大，一度滞销。面对困难，

中铁城项目的营销人员始终坚持不放弃、不言败的

精神，贯彻落实地产公司“盘存量、谋发展、强管理”

的总体部署，积极开展商铺去存攻坚战，通过努力，

商铺产品目前已全部售出。

地产公司月映长滩栖悦组团

商铺产品全面售罄

本报陕西宝鸡讯（通讯员夏 雪）

近日，三公司旬凤项目部组织了一支

志愿队，对项目部弃土场、便道等进行

草籽撒播，有效防止弃土场的扬尘污

染，有力推进环境治理工作。

旬凤高速公路沿线植被茂密，环

水保一直是项目的重点工作。在施工

过程中，项目部全面贯彻落实环境保

护等理念，多措并举坚持守住“发展和

生态”两条底线,在改善麟游县交通条

件的同时守住当地的绿水青山。

目前，为降低施工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项目部积极组织人员对边坡附

属沿线垃圾进行清扫，同时在施工成

型的弃土场喷撒草籽，在草未长出来

之前，对弃土场地表采用密目网覆盖

的方式防止水土流失、污染河道。

上图为项目部员工在施工成型的

弃土场播撒草籽的情景。

夏 雪/摄

三公司旬凤项目部

践行生态建设 打造绿色高速

3 月 29 日，中

铁二局乐西高速

公路 SG 标项目部

组织开展了森林

防火应急演练暨消防应急演练活动，向全

体参建职工普及森林防火和消防知识，帮

助大家提升日常防范及应急避险的能力。

上图为项目职工专注填写《工程项目消防

知识问卷调查》的情景。

右图为应急演练前，乐山政安消防宣传中心教官讲解

紧急避险和逃生知识的情景。 王 波 彭启航 摄影报道

国家铁路局广州安全监督管理局到

物资公司南宁分公司检查（通讯员周荣

杰）近日，由国家铁路局广州安全监督管

理局牵头和南宁货运中心组成的专项检

查组到物资公司南宁分公司铁路专用线检查安全管理工作，分公司积极组织、认

真迎检，顺利通过此次安全检查。

威围高速公路第一台箱式变电站顺利吊装（通讯员李永杰）3月26日，电务公

司智能化分公司威围高速公路项目部顺利完成金斗收费站第一台箱式变电站吊

装工作，为威围高速全线变电站安装工程拉开了序幕。

渝昆高铁永川制梁场破土动工（通讯员苏建鹏 邓连川）3月 20日，中铁二局

新运公司承建的渝昆高铁2标永川制梁场正式破土动工。该制梁场位于重庆市永

川区，占地面积约180亩，采取横列式布置，主要承担标段450孔箱梁预制架设及

桥面系施工任务。

一公司贵阳市乌当区马东路项目主体工程完工（通讯员黄 松 李小利）3月26
日，一公司贵阳市乌当区马东路项目1号桥右幅顶板顺利完成浇筑。至此，项目部

桥梁主体工程全部完工。马东路是乌当区规划路网的一条骨干道路，路线长度

3.4千米，设置桥梁2座，菱形立交1座。

四公司静兴公路项目部连续4年开展“地球一小时”活动（通讯员华才鑫）3月

27日晚，四公司山西静兴高速公路项目部全体职民工在20时30分至21时30分共

同熄灭不必要的灯光、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用实际行动支持环保事业、推广环保理

念。这已是项目部自成立以来连续第4年参加“地球一小时”活动。

中铁二局厦门地铁6-3标项目部征地拆迁工作取得新突破（通讯员朱 敏）近

日，随着一幢幢被拆除的房屋“轰隆”倒地的响声，中铁二局城通公司承建的厦门

地铁6-3标项目征地拆迁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下一步施工大干创造了有利

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