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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党话 跟党走 永当开路先锋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林嗣杰 邓嘉雪）6月

1日9时，三公司举行“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

安全质量宣誓活动。在家班子成员、基层 30多

个单位的 1100多名员工等在主、分会场同步参

加。

今年 6月，是全国第二十个“安全生产月”。

三公司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坚，紧扣“落实安全责任，推

动安全发展”的“安全生产月”主题，继续贯彻落

实中国中铁、中铁二局有关“安全生产月”活动

要求，旨在进一步提高全员安全意识、传播安全

知识、弘扬安全文化、营造安全氛围，全面落实

新时期中国中铁安全生产“2468”管理要点，推

进安全生产“管”“监”系统责任落实，为企业安

全生产、稳定受控提供坚实保障，决心以优异成

绩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本报北京门头沟讯（通讯员王一博 宋邦

华）6月1日，四公司国道109公路、北京地铁昌

平 04标项目部分别组织全体员工参加了以“落

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为主题的“安全生

产月”启动仪式暨安全质量视频宣誓活动。

是日 9时，员工们统一着装、队列整齐，“今

天，我郑重宣誓:我是一名中国中铁员工，我工作

的安全和质量，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和荣誉！我

郑重承诺:忠诚企业、恪尽职守、珍爱生命、铸造

精品......”铿锵的宣誓声回荡在项目部上空。

宣誓完毕后，大家在宣誓板上郑重地签上

自己的名字，并表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全国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坚活动，以高

昂的斗志、踏实的态度，认真开展“安全生产月”

活动。

本报综合消息（通讯员张倩 宋宝 殳彤

郭建）6月1日9时，资产公司本部、南京禄口皮

草城项目分别在成都、南京，房地产公司、资产

公司在四川大邑花水湾地区的巴登开发公司、

物业公司和中铁温泉酒店、巴登酒店、资源中心

联合开展了“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安全质量

宣誓活动，旨在提高全员安全生产意识，牢固树

立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

资产公司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对企业安全生

产管理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各项目要持续深入

开展资产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生产安全、食品

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和整治工作，做好防洪防汛

准备，确保企业运营安全稳定。

集团公司在巴登酒店举办知识更新培训班

的55名学员也参加了宣誓和签名活动。

本报贵阳讯（通讯员黄仁兵 杨洪）6月 1
日上午9时，一公司钢结构工程分公司组织全体

员工参加“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安全质量宣

誓活动。

全体员工着装整齐、精神饱满。大家举起

右手庄严宣誓，做出郑重承诺，并在横幅上庄严

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表达了确保安全生产的

信心和决心。

本报深圳讯（通讯员段理 陶洪）6月1日，

装饰装修公司岗厦北项目部开展安全生产月动

员部署暨宣誓活动，26名管理人员参与宣誓和

签名。

在施工现场，装饰装修公司1名副总经理带

领大家郑重宣誓承诺“今天，我郑重宣誓……”

宣誓后，大家依次在“安全质量宣誓词”上留下

签名。这名副总经理宣读了中国中铁2021年安

全生产倡议书，要求全员对标一流、学习先进，

确保手中无差错、身边无漏洞、岗位高质量。随

后，就项目部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进行周密部署，

强调必须落实到各工区责任人和全体施工人

员。

据了解，装饰装修公司岗厦北项目部已结

合自身实际，将逐步开展防洪汛防台风抢险应

急救援演练、行为安全之星、安全生产知识培训

竞赛等系列活动。

本报广西兴业讯（通讯员罗龙）6月 1日 9
时整，新运公司南玉项目部组织全体员工在梁

场开展了“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质量安全宣

誓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和安全生产“零事故”理念，强化质量安

全红线意识。

项目部以“安全生产月”宣誓和签名活动为

契机，大力排查安全、质量事故隐患并彻底治

理。他们要求全体施工人员深刻理解誓词内

涵，牢固树立质量安全红线意识，规范岗位行

为，以实际行动践行“质量安全是工程建设的生

命线”的施工理念，坚决杜绝工程质量安全事

故，确保工程质量安全可控。

项目部负责同志表示，要进一步提高全员

安全生产意识，营造人人关心安全、重视安全、

创造安全、享受安全的优良氛围，保质、保量地

完成项目施工生产任务，以实际行动向建党100
周年献礼。

本报四川德阳讯（通讯员张波）6月 1日 9
时，变电、接触网、通号3个专业化分公司代表在

电务公司德阳基地参加中国中铁 2021年“安全

生产月”启动仪式暨安全质量宣誓活动。

德阳基地负责同志要求大家在第二十个全

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中，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

切实把安全责任落实到行动上。大力开展安全

生产教育警示活动，建立全员盯防安全生产战

线，充分发挥群安员、班组长、青安岗作用，调动

一线工人参与到项目安全质量管理之中，全面

强化现场安全生产工作，切实保障各项目施工

生产安全稳定推进，为建党100周年营造优良的

安全环境。

本报福州讯（通讯员刘帅）6月1日9时，六

公司荆溪项目部全体施工人员参加“安全生产

月”启动仪式暨安全质量宣誓活动。

大家通过视频方式，认真听取了中国中铁

股份公司党委书记陈云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

要讲话和中铁一局 109国道项目部经理田钢发

出的安全倡议。会后，全体人员在宣誓板上庄

严签字，表示将持续加强技术、安全交底，主动

接受安全、质量教育培训。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曾天蓉 何伟）6月 1
日，全国第二十个“安全生产月”拉开序幕。建

筑公司租赁分公司组织全体员

工开展了主题为“落实安全责

任，推动安全发展”的宣誓和签

名活动。

在租赁分公司经理的带领

下，全体员工庄严宣誓，郑重承

诺。宣誓完毕后，员工们进行了

签名。近年来，建筑公司租赁分

公司坚持把安全生产作为第一

要务来抓，坚持重心下沉至作业

班（组），通过开展常态化“我来

讲安全”“我来讲技能”和每天班

前安全讲话，抓实大培训和大交

底，确保了一线操作人员懂操作

技能、知晓安全知识；通过“管”

“监”分离，实施安全责任再监

督，有力地促进企业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稳定。

本报青海同仁讯（通讯员蒋

念）6月1日，中铁二局西成铁路

项目部全体员工参加了“安全生

产月”启动仪式暨安全质量宣誓

签名活动。

是日9时，项目部安全总监宣讲了集团公司

关于2021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安排的通知”，传

达了活动主题和具体安排，并组织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要求全体员

工强化“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零事故”理念，切

实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落在行动上。随后，全

体员工起立，高举右手，由安全总监领誓，大家

高声朗诵安全质量誓词。施工人员纷纷表示，

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遵守规章制

度，严格执行规范规程，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

全防线，确保安全生产、产品优质。

本报云南绿春讯（通讯员顾吉华）6月1日，

五公司勐绿高速项目部在施工现场启动了第二

十个全国“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

全体施工人员庄严宣誓和签名，表示要继

续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项目部负

责同志表示，要把“安全生产月”活动与“安全风

险隐患排查整治检查”结合起来，重点突出防洪

防汛、高边坡施工安全、隧道施工安全、起重吊

装施工安全管理工作，加强班子成员带班和现

场盯控，及时排查治理安全事故隐患；落实作业

人员生产“大培训、大交底”教育培训，开展好安

全讲座、安全体验、安全研讨交流等活动。

本报深圳讯（通讯员董润康）6月1日，深圳

公司广州地铁11号线项目部全体管理人员开展

了“安全生产月”宣誓和签名活动。

项目部员工集体签订了安全宣誓承诺，表

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狠抓安全生产管

理。随后，由项目部经理带队开展了安全生产

大检查，认真排查治理安全事故隐患风险，收到

较好效果。

本报浙江金华讯（通讯员吴明志）6月 1日

9 时，中铁二局金义东项目部开展“安全生产月”

启动仪式及宣誓、签名活动。

全体施工人员认真参加了中国中铁“安全

生产月”启动仪式暨安全质量视频宣誓活动，观

看《生命重于泰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大家表示，要以实际行动

扎实推进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

攻坚、金义东项目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落实好

“大培训大交底”“安全质量隐患排查行动”。

落实安全责任 推动安全发展

中铁二局基层各单位启动“安全生产月”活动

上图是 6月 1日，新运公司南玉项目部员工在梁场开展的“安全生产

月”启动仪式暨质量安全宣誓活动上签名的情景。 （罗 龙/摄）

下图是建筑公司租赁分公司员工在“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

横幅旁庄严宣誓。 （曾天蓉/摄）

上图是四公司国道109公路项目部员工宣誓后签名。 （王一博/摄）

下图是四川大邑花水湾地区的资产公司中铁温泉酒店、巴登酒店、资

源中心和房地产公司巴登开发公司、物业公司与集团公司知识更新培训

班联合开展的“安全生产月”宣誓活动。 （殳 彤/摄）

上图是三公司本部全体员工参加“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安全质量宣誓活动的情景。 （夏邦根/摄）

下图是资产公司南京禄口皮草城项目举行“安全生产月”宣誓活动。 （冯嘉星/摄）

左图是深圳公司广州地铁 11号线项目部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月”宣

誓的情景。 （董润康/摄）

本报南宁讯（通讯员阳炫耀）日前，五公司吴隆项目部召开“大培训、大交底”

活动宣传贯彻专题会，旨在落实全体施工人员安全培训工作，提高其安全生产意识和

技能。

与会的劳务队伍、项目部部门负责同志等认真学习了企业新近颁发的开展“大培

训、大交底”活动系列文件。大家结合生产实际，议定项目活动具体方案，要求安全总

监会同安全质量环境、工程、物资机械部和综合办公室共同狠抓落实，汇总培训人员

名单、工种细化培训资料，并制作学习卡片。同时，为提高学习质量和效率，项目部决

定安排专人老师授课，分批次进行“小班”培训，便于现场施工人员学习、记忆和掌握，

切实提高学习效果，让施工人员在“大培训、大交底”学习活动中坐得住、听得懂、记得

牢、用得上。

五公司吴隆项目部

抓好安全大培训大交底抓好安全大培训大交底

本报贵州威宁讯（通讯员勾韵竹）日前，电务公司

智能化分公司威围高速公路机电项目部正式启动外场

设备安装施工。

项目部提前半个月对全部机械设备的操作进行多

次交底。安装过程中全程监控，确保安装符合设计及

规范要求。安装完成后对设备的各项参数进行检查和

记录，确保各项数据指标无误。此次设备安装作业，标

志着威围项目施工进入了全面加速冲刺阶段。

电务公司威围高速项目

全面启动外场机电设备安装全面启动外场机电设备安装

本报浙江绍兴讯（通讯员楚克帅）日前，一公

司舜江大桥项目部开展了起重吊装事故应急救援

演练，以增强全体施工人员作业安全、自我防范意

识和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在绍兴市上虞区舜江大桥拼宽施工现场，2名

作业人员演绎在P15号墩工地使用龙门吊吊运墩

柱钢模板的过程中因挂钩挂点选择错误，导致模

板距地 50厘米时发生脱钩坠落，不幸“砸伤”并压

住1名作业人员腿部。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故”，现

场其他工作人员迅速判断事故危害程度，立即向

工程应急指挥部报告、请求救援。随后，技术保障

组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对现场无次生事故发生可

能进行检查，并制定临时救援方案。同时，抢险救

援组人员立即赶到，使用撬棍迅速撬起模板展开

营救。医疗组人员立即用剪刀将受伤者裤腿剪

破，对伤口进行消毒清理止血包扎后送上急救车

辆，送往医院救治。演练中，后勤保障组人员还配

合现场，联系应急设施，安排救护车辆。经过一番

努力救援，受伤者及时送到医院得到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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