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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树誉

学党史学党史 守初心守初心 开新局开新局

党旗引我当先锋党旗引我当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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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省委书记王建军
调研中铁二局西成铁路项目听党话 跟党走 永当开路先锋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 占才胜 查忠

明）6月1日9时整，根据中国中铁统一

部署，中铁二局本部、区域指挥部、子

（分）公司、附营单位及基层项目部共

计 2万余人，同时举行庄严的“安全生

产月”启动仪式暨视频宣誓活动，标志

着以“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

为主题的第二十个全国“安全生产月”

活动在公司范围内正式启动。

在启动仪式上，中国中铁党委书

记、董事长陈云就“安全生产月”活动

进行了部署；中国中铁安全生产总监

李凤超领读安全质量誓词，全体员工

集体进行安全质量宣誓；各单位组织

开展了安全生产承诺签名活动。

正在贵南高铁 5标（广西段）项目

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以及施工生产

推进工作的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汪海旺在该项目部参加宣誓活动；

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威及其他在蓉班子

成员在公司会议中心参加宣誓活动。

2021年6月是全国第二十个“安全

生产月”，主题是“落实安全责任，推动

安全发展”。根据上级要求，中铁二局

定于 2021年 6月在全公司所属各单位

和所有在建项目同时开展“安全生产

月”活动。要求各单位和项目部结合

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重要论述上来，进一步提高对安全

生产宣传教育工作的认识，将“安全生

产月”活动纳入全年安全生产重点工

作计划，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

同检查、同落实。

要强化事故预防，全面深入开展

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加强防

范，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

和保障措施。突出重要区域、重点工

程、重点单位、重要环节、重要装置等

“五重”风险防控，加强领导带班和现

场盯控，及时排查治理安全隐患，确保

活动期间施工生产的安全稳定。

要确保活动实效，把“安全生产

月”各项活动与解决当前安全发展、安

全生产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相结合，与

常态化疫情防控、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整治等各项工作相结合，与推动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相结合，突出重点

单位和重点项目，着力解决重点难点

问题，因地制宜开展好各项活动，切实

达到以活动促工作、以活动保安全的

目的，推动安全生产水平提升和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在“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中铁

二局及所属各单位、项目部将安排党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精

神，同时，将通过开展好安全质量宣誓

活动、“专项整治集中攻坚战”专题宣

传活动、安全生产“大培训、大交底”活

动、防范生产安全惯性事故宣贯活动、

学习姜春平同志先进事迹活动、“6·16
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以及提高安全

宣传“五进”的针对性精准性、开展好

应急演练、积极参加“安全生产万里

行”等系列活动，教育引导企业各级领

导干部职工强化“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和“零事故”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

安全“两件大事”，落实“管”“监”责任，

宣贯落实“2468”管理要点，全力维护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为庆祝建党100周

年营造良好安全环境。

2万余人共同宣誓，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营造良好安全环境

中铁二局启动“安全生产月”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人命关天，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

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对施工单

位来说，安全生产就是底线，是不能踩踏、不能跨越、不能侵犯

的“红线”，安全生产大于天。

当前，全公司范围内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

查整治和安全生产“大培训、大交底”活动，我们学习贯彻习总

书记加强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必须把贯彻落实新时期安全

生产“2468”管理要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以及建筑

施工领域典型案例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树立安全意识，

强化危机意识。

“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
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安全事故往往就发生在

一瞬间的大意，规避安全事故的最好方法就是防微杜渐，进一

步查找隐患、查漏弥缺，对逾越安全“红线”的行为一查到底，

以“零容忍”的态度层层压实责任、严肃问责，并对出现的问题

深查原因，完善措施。如今，安全生产问题多呈现隐蔽性、随

机性的特点，我们要根据项目现场实际，不断补充完善“问题

库”，紧盯工程建设行为，抓住重点部位、重点环节、重点人员，

找准可能发生问题的源头，及时将问题隐患消除在萌芽时期。

当前，作业人员安全生产“大培训、大交底”活动正热火朝

天的进行，各项目要入脑入心，落实到位。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整治绝不是“走过场”“应景式”一阵风，更不是开开会、翻翻资

料了事。而是应该把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纳入制度建设，

融入重要领域和关键岗位管理的各环节，有针对性地补齐制

度短板，从而建立完善的管控、监督体系。现场项目安全生产，要围绕“重视、

检查、整改、问责、提高”五个环节，按照“严、细、实”的标准，对隧道工程、桥梁

工程、路基工程、站房工程、原材料与构配件等工程实体重点关注，对违章作

业、操作习惯、安全意识、劳动纪律等意识行为高度重视，从而确保每个人、每

道工序、每项工程的质量安全，树立高效优质的企业形象。

对安全负责，就是对生命负责、对企业的生存发展负责。筑牢企业安全生

产基石，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唯有让安全生产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时刻高

悬，才能永怀敬畏之心，永远牢记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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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西河池讯（通讯员 熊根基 罗灿

辉）5月 31日，中铁二局党委书记、董事长汪

海旺带队到贵南高铁5标开展安全风险隐患

排查整治及施工生产推进工作。集团公司安

质等相关部门、中南指挥部、贵南高铁5标经

理部、参建子公司相关人员参加。

汪海旺一行实地检查了德庆隧道 1#和

3#斜井、白土双线特大桥、德惠隧道出口、永

仁隧道进口等工点。在对现场开展安全风险

隐患排查的同时，也对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技

术要求问询，检查项目管理人员对工艺及标

准规范的掌握情况。汪海旺边检查、边培训，

就施工临时用电、挖孔桩施工、隧道光面爆

破、移动模架施工等开展现场培训，要求现场

管理人员加强业务钻研，提高业务管理能力。

汪海旺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政治

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充分认清当前安全

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和抓好安全工作的极

端重要性，落实、落细各项责任措施，全力维

护安全生产形势稳定；要突出工作重点，紧盯

风险隐患，持续抓好隧道施工、桥梁移动模架

施工、桥梁挂篮现浇施工等重点区域的安全

隐患风险识别和隐患整治；要加强管理人员

业务知识培训，不断提升项目管理人员业务

管理水平；要强化责任担当，层层压实责任，

对重复出现重大突出隐患的项目主要管理人

员要严肃问责，并追究子公司包保领导、主要

领导责任；要认真组织抓好

“每个工点、每个部位、每个

点位”隐患排查整治，做到

“源头整改、系统整改、联动

整改”，为庆祝建党 100周年营造良好安全

环境。

5月 31日晚，汪海旺组织相关人员对贵

南高铁 5标剩余工程进行梳理，明确了各工

区各工点各项工期节点目标，要求公司各职

能部门、中南指挥部、贵南高铁 5标经理部、

各参建子公司严格按照施工组织要求，配齐

配强资源，强化过程管控，确保兑现工期目

标。

汪海旺到贵南高铁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 苏稆）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电务公司党委

高站位谋划部署，采取“三个一”学习

教育方式，多形式全方位开展富有特

色的学习、宣传和教育活动，促使党

员达到全域全员全程全面学习的目

的，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

实。

上好一堂“党史课”。坚持把学

习“四史”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

内容，通过“主题党日”活动，邀请公

司领导、支部书记等讲述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

史，引导全体党员在学习党史中汲取

忠诚干净担当的正能量，做到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开好一个“故事会”。为每名党

员发放《中国共产党简史》《习近平论

中国共产党历史》《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毛

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

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等学习读

本，党支部集中学习时，指定支部党

员讲述自己感悟最深的一段党史故

事，激励全体党员干部在讲述党史中

感悟共产党人的为民初心和责任担

当，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永远听党话、

跟党走。

忆好一段“峥嵘事”。坚持把红

色资源作为学习党史、重温初心的生

动教材，组织基层党员就近参观当地

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地，学习和了解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

设、改革的光辉历程，重温红色历史，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筑牢

信仰之基。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 邓连川 彭

建辉）5月19日、5月21日，新运公司

党委组织开展“增信崇德 红色教育”

主题党日活动。本部41名党员(入党

积极分子)参加此次活动。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分两批次进

行。5 月 19 日，在天全红军纪念馆

前，参加活动的党员一齐向红军烈士

敬献花篮并重温了入党誓词。在讲

解员的带领下，党员们重走了红军小

道，参观了红军纪念馆，了解了红军

长征史。5月21日上午，参加第二批

次活动的党员到“特级英雄”黄继光

的故居，了解了黄继光的成长经历和

生平事迹。当日下午，学员们在黄继

光纪念馆雕塑前重温了入党誓词，向

英雄鞠躬、鲜花，并认真参观了黄继

光纪念馆，观看了黄继光在“上甘岭”

战役中的宣传视频。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是新运公司

党委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举

措。本部广大党员在活动中更加坚

定了理想信念，淬炼了党性觉悟，有

助于进一步释放干事创业的激情，激

励广大党员干部职工以更加昂扬的

精神状态投入到为企业谋发展、为员

工谋幸福的事业中。

■近日，由交通运输部和中华全

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2020年感动

交通十大年度人物”推选宣传活动结

果揭晓，新运公司中老铁路铺轨标项

目经理胡彬荣获“2020年感动交通年度人物”。 (邓连川 彭建辉)
■5月31日，成都市2020-2021年度“成都工匠”命名大会在天府

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铁二局13名员工获得该项荣誉。电务公司接触网

分公司作业队长蒋梁，五公司雄安K1快速项目总工刘启飞,城通公司莆

田项目机电总工唐力，五公司成都锦言大桥项目经理唐智勇获“2021年
度成都工匠”称号；五公司高级技师任绍刚,测试公司高级工程师刘立

正，城通公司盾构机操作工黄承鹏,测试公司工程测量高级工程师王靠

省，新运公司桥梁工何健，六公司维修电工范俊涛，二公司隧道工段启

伟，三公司试验员程乔， 装修公司成都轨道交通8、9号线项目经理黄

小松获“2020年度成都工匠”称号。 (曹 松)

图一为汪海旺在贵南高铁5标（广西段）经理部参加宣誓活动 熊根基/摄
图二为张威带领本部员工在会议中心参加宣誓活动

图三为安全生产承诺签名的场景 张鸿鹄/摄

电务公司抓好“三个一”党史学习教育

新运公司开展“增信崇德 红色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55月月2424日日1212时整时整，，随着楼顶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随着楼顶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由中由中

铁二局承建的中韩光电产业园项目铁二局承建的中韩光电产业园项目BB地块地块BB0101bb楼栋楼栋（（实验厂房实验厂房））

按期成功封顶按期成功封顶。。BB0101bb是继是继 55月月 2222日日BB0303bb封顶后再次封顶的楼封顶后再次封顶的楼

栋栋，，为实现实验厂房能按期封顶为实现实验厂房能按期封顶，，项目部高度重视项目部高度重视，，不等不靠不等不靠，，积积

极开展工作极开展工作，，严格落实安全技术交底工作严格落实安全技术交底工作，，把控现场生产质量把控现场生产质量。。

以安全促生产以安全促生产、、以质量保安全以质量保安全，，确保了第二栋实验厂房按期封确保了第二栋实验厂房按期封

顶顶，，为献礼建党为献礼建党100100周年再创佳绩周年再创佳绩。。

张张 程程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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