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新疆且末讯（通讯员胡玉兰）电务公

司新疆若民高速公路项目部认真做好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日前，主动联系地

方人民政府为中铁二局阿克提服务区施工的

全部143名农民工兄弟接种了新冠疫苗。

为确保施工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

障工程顺利推进，自去年以来，项目部就把精

准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作为政治工作来抓，全面落实各项防

疫措施。不久前，他们针对在高速公路阿克提

服务区地处沙漠腹地、距最近的若羌县城 150

多公里的实际，多方奔走联系解决施工人员接

种新冠疫苗的难题。经过细致沟通，项目部与

且末县塔提让乡人民政府共同商议并实施了

“包车服务农民工兄弟疫苗接种”措施。是日，

全体管理人员全程维护现场秩序，叮嘱施工人

员带上储存有核酸检测码的手机、戴好防疫口

罩，有序进行疫苗接种。经留观 30分钟后，又

安排专车把工人安全送回驻地。

项目部在日常防疫工作中，通过“防疫知

识课堂”、会议和QQ、微信等新闻传播平台向

参建人员宣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危害

性和具体的防控专业知

识，强化正面引导，及时

解答疑惑，营造了“疫苗

接种人人有责，利己利他

利国家”优良氛围。由于

大家思想统一，防疫责任

心高，有效地促进了接种

圆满进行。

左图是电务公司新

疆若民高速公路项目部

包车接送农民工兄弟接

种疫苗。 （胡玉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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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党话 跟党走 永当开路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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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二局重庆地铁4号线项目部

组织全员安全生产培训

本报广东博罗讯（通讯员母慧文）日

前，为期 4天的广汕项目DJ550型架桥机及

配套运梁车使用前验收工作圆满结束，新

运公司专家组一致认为，该大型设备技术

状况良好、预期使用安全，通过专业验收。

这次验收的内容包括设备技术状态和

档案资料、设备管理与现场操作、施工组织

和技术方案、安全技术操作规程与人员培

训 4个板块。新运公司专家组通过对架梁

现场设备机况、人员指挥操作检查指导和

对施工技术方案、设备安装方案、设备档

案、人员持证、报检取证等资料核查，认为

运架设备技术状况满足规范要求，人员操

作规范，一致同意验收合格并投入施工。

验收末次会上，验收组还对检查中发

现的 8个问题提出了细化整改意见，要求限

期整改后报备。项目部表示，立即进行整

改并制订针对性措施重点管控，进一步加

强设备指挥、操作人员技能培训，加强日常

检查和维护保养工作，杜绝设备违章指挥

操作及“带病”作业，坚决做到安全生产在

控、可控。

新运公司广汕项目部

DJ550架桥机通过验收

电务公司新疆若民高速项目部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二公司青岛地铁 6号线项目抓好

质量管理活动（通讯员张非凡）日前，

他们申报的“预留钢筋保护装置的研

发”课题荣获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2021年度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二等奖。

电务公司南京地铁宁句项目通过单位工程验收（通讯员杨忠来 袁媛）9月 1
日，南京至句容城际轨道交通工程系统设备单位工程经过业主、市监站、设计、监

理、运营单位组成的检查验收组现场检查，认为资料均合格，工程实体质量、外观、

功能等均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标准和设计要求，一致同意通过验收。

山西静兴高速路面 II标工程进展顺利（通讯员赵大可）日前，六公司项目部完

成了K58+700至K59+200段左幅ARAC—20橡胶沥青中面层试验段铺筑，为下一

步大面积、连续性沥青中面层摊铺施工提供了重要技术参数并积累了施工经验。

四公司长春地铁项目部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通讯员梁明清）日前，他们收到

合理化建议 37条，评选出优秀合理化建议 12条，对 5名优秀合理化建议者分别奖

励200元，促进了项目规范管理。

一公司贵南 I标项目部召开安全生产专项活动通报会暨安全教育培训会（通

讯员江清）8月 26日，全体员工认真学习中铁二局在粤项目安全检查总结通报视

频会精神，分析当前安全把控问题，对项目风险清单进行了管理、技术措施交底。

电务公司青岛地铁项目部安全文明施工抓得扎实（通讯员秦云鹏）日前，1号

线机电VI标安顺路站荣获“2021年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示范工地”称号，目前中

段三站基础设施基本完成并已进入调试阶段。

房地产公司青城旅游项目开展安全生产专项行动（通讯员王攸 慎力）连日

来，他们掀起了“大反思、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专项整治活动热潮，根据企业实

际对查出的安全、质量事故隐患及时整改到位，并严格执行验收闭环管理。

新运公司成昆铁路项目部圆满完成冕宁站改 II级施工任务（通讯员秦艳龙

梁丰）8月31日19时，560多名施工人员在有限封锁时间内争分夺秒、有条不紊地

按照既定计划展开作业，23时30分，安全、优质实现预定目标。

杭州地铁8号线项目安全生产形势喜人（通讯员庞玉龙 吴隆志 周开涛）截

至9月10日，六公司项目部实现安全生产520天，这是认真落实中国中铁安全生产

“2468”管理要点，细化施工管理落实“管”“ 监”责任，抓好安全生产专项行动取

得的初步成效。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领导到南玉铁路检查工作（通讯员罗龙 李龙智）9月 8日，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文，副总经理周志刚、廉向东在铁投集团董

事长陈华梁、南玉公司副总经理罗阳明等陪同下深入站前VII标项目检查指导工

作，高度肯定中铁二局全力推进施工生产进度管控、抓实安全质量基础管理。

电务公司新疆若民高速公路项目部组织员工学习新《安全生产法》（通讯员胡

玉兰）9月 6日，项目部安全总监围绕新法修订“10大要点”，通过表格对照形式分

解其变化内容，结合典型事故案例给全体员工上了一堂生动、形象、具体的安全

生产课，并开展了互问互答探讨交流。

房地产物管公司为业主提供优质服务（通讯员郭婷婷 顾凤仙）8月 28日，他

们在天新项目中铁城·锦南汇小区开展了“物业优惠缴费”、小业主“展望新学期”

游园活动，有效促进了物业与业主的沟通交流，营造了快乐、和谐的小区氛围。

本报重庆江北讯（通讯员羊磊 何攀）为全

面落实“大反思、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专项

行动，日前，中铁二局重庆地铁 4号线项目部认

真组织召开安全生产专项培训会。

培训过程中，他们以 PPT的形式展示施工

现场常见的临电、钢筋结构、模板支立、文明施

工、临边防护等安全事故隐患，并告知施工隐

患导致的风险及伤害，从多个角度详细讲解新

《安全生产法》和国家、行业、企业有关安全管

理规范。

与会同志还通过互动方式，再次复习了施

工隐患发生事故时紧急救护的基本原则、急救

方式和注意事项，提高了员工的安全生产管理

素质。

本报苏州讯（通讯员龙施竹）日前，五公司

苏州地铁 7号线V标项目部召开了“安全警示

日”警示教育会及风险交底培训会，并对安全

生产工作进行布置。

会议要求项目部全体员工认真汲取近期

国内安全事故惨痛教训，坚持“安全第一，预防

为主”，严格按标准化程序作业，切实转化为

“推进工作抓落实”的行动自觉。会上，他们宣

布了领导人员带班值班表，详细填写带班记

录，紧盯项目施工中出现的问题；每日早晨，领

导人员、部门（班、组）负责同志要进行班前讲

话；工程、物机部门要严格执行技术管理制度、

开展工程技术攻关、加强施工监测和引入专业

技术干部现场值班制度，做好机械设备工作前

检查和试运转工作，坚决落实防吊装结构失

稳、防高空坠落、防物体落下伤人、防止汽车起

重机倾翻、防吊装结构失稳的“五防”要求和有

关技术规定、应急措施，并确保汛期施工安全。

五公司苏州地铁7号线5标项目部

召开警示风险交底培训会

本报杭州讯（通讯员周开涛 庞玉龙）日前，由六

公司牵头，新运、电务公司参建的杭州地铁 8号线新湾

车辆段综合安装工程圆满竣工并按期交付投入运营，

为地铁综合安装工程施工积累了技术、管理经验。

这座车辆段工程主要负责杭州地铁 2号、7号、8
号线机车大架修任务。2019年 8月 1日，中铁二局中

标车辆段机电安装、装饰，轨道、接触网、起重机、钢

平台及全段室外综合管线和构筑物、道路等工程，合

同造价 4.9324亿元，六公司承担造价 3.3396亿元施工

任务。他们采用“共建项目”管理，切实加强成本、

量价管控，实现了“12·23”接车、“3·22”车辆段热滑、

“5·26”单位工程验收、“5·27”消防验收、“6·28”运营

通车等重大节点工期目标。

在合同履约过程中，六公司采用“专业管理+”模

式，充分与参建分部负责同志沟通会商，确保其技术方

案科学、有效，补齐了项目管理者对专业不熟、管理经

验欠缺的短板。专业技术管理干部勤调查、细研究、共

决策，有力地助推项目正常推进，确保了竣工交验目

标，开创了六公司地铁综合安装工程施工管理新领域。

本报广西兴业讯（通讯员罗龙 王铁

砚）进入三季度以来，新运公司南玉铁路项

目部抓紧当前施工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拼

搏三季度、全力提进度”社会主义劳动竞

赛，多项措施促生产，迅速掀起了施工大干

新热潮并取得可喜成效。

今年是南玉铁路项目建设的关键之

年，工期紧、任务重。为了保质保量完成年

度施工生产任务，项目部及时组织召开推

进施工生产专题会议，明确各项工作安排，

大力发扬中铁二局“开路先锋”精神，全体

员工迅速掀起施工大干高潮。面对现场施

工工点多、工期紧等情况，项目部不等不

靠，科学组织，倒排工期，制订每星期生产

计划。同时，积极开展“拼搏三季度、全力

拼进度”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明确责任

目标，紧盯形象进度，严把安全质量关，从

材料供应、机械设备、人员组织、试验检测

等多个环节加强现场服务管理，努力确保

完成竞赛目标任务。

截至目前，项目部开累完成桩基 4129
根，为设计数量的 99.4％；承台 435个，为

设计数量的 83.7％；墩台 408个，为设计数

量的 78.5％；隧道累计开挖 4773延米，为

设计数量 73.2％；制、架梁作业正按计划

有序推进。

下图是施工中的兴业特大桥。

（罗 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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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什么？安全是平安，安全是

无事故，安全是幸福，安全是遵章守纪

……除此之外，你还想到安全还是效

益，而且是最大的效益了吗？

一个企业，你可以百日无事故、千

日无事故、万日无事故，但“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我们经不起偶然间的一次

重大安全事故，因为一旦发生非但没有

了效益，反而会产生极大的负经济效

益、负社会效益，甚至让企业无法在市

场立足和生存。

那么，如何做好项目安全工作、如

何做到项目安全可控、如何让安全助力

施工生产？我以为，唯有先解决思想认

识问题，才能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让安全产生最大效益。

何出此言？因为在我们的项目管

理者以及施工人员中，通常把生产放在

第一，有人认为只要施工生产上去了，

就会有效益；有的甚至把安全制度当作

“摆设”，搞形式主义，开开会、挂几幅宣

传标语、到工地“摆拍”几张照片、写一

个安全总结就算交差了事。

8 月 15 日，集团公司生产管理系统

专题会部署了安全生产全员学习、培

训、考核专项行动，每半年考核一次。这样一来，安全业务考核就

会成为常态，目的之一就是提高全员的安全生产意识，解决对安

全管理认识不到位的问题。而各级领导人员对安全的认识是否

到位，是搞好安全生产、实现企业和项目效益最大化的关健。

大家也许还记得那场震惊中外的“3·28”山西王家岭矿难吧：

153人被困井下，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大营救，115人升井、38人

遇难。有资料统计整个矿难营救费用1亿多元。想想看，这个矿

山这些年来创造了多少价值呢？又有资料表明：这是一个在建矿

井，建设资金已投入10亿元，年设计生产能力500万吨，以每吨煤

炭 800 元计算，一年下来营业收入 4.4 亿元，按 10％的利润一年

4400 万元，两年半的利润没了，还没有算上前期投入的建设资

金，再加上那38条生命呢？38个家庭顷刻之间陷入没顶之灾，没

有了笑声……

不按规章办事可能是为了一时之便，但欲速则不达，出了事

故你就是千古罪人！我们一定要警醒起来，深刻汲取惨痛教训，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必须牢固树立安全就是最大效益的发

展理念，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自觉扛起确保安全生产、维护

企业生产经营安全大旗，坚决遏制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切实

维护员工生命、企业财产安全。

什么是正效益，什么是负效益？说起来简单，做起来艰难。

王家岭煤矿施工过程中存在赶工期、赶进度而忽视安全的严重问

题，也曾责令其限期改正。就在出事故的这一天，仍安排14个掘

进队同时作业。王家岭工程项目部曾先后 5次刷新该公司掘进

纪录，获得上级 420万元奖励。所以说，发生特大事故决不是偶

然的。我们有必要问一下，值得吗？相当不值，我们有必要再问

一下孰轻孰重？当然是安全生产最重！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在分析原因，吸取教训，制订改

进措施的同时，应注重从思想上找原因，挖根源；要始终坚持“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正确处理好安全

生产与企业改革、发展和效益的关系。当安

全生产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发生冲突时，必须

服从安全，这不仅是对国家、社会、企业、员工

负责，而且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基

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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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江苏无锡讯（通讯员温壁好）9月 4
日，四公司无锡天河地块开发项目部荣登无

锡市建筑工地夏季大气重点污染治理“红

榜”，消息刊登在了《无锡日报》上。

今年以来，四公司项目部积极响应无锡

市臭氧污染攻坚专项活动号召，在做好安全

生产、文明施工、生态保护工作的同时，动员

全体员工全力以赴抓好建筑工地臭氧污染

攻坚各项工作。项目部高度重视臭氧污染

治理攻坚工作，加大投入、科学实施，坚持对

大型车辆出场进行冲洗，不间断洒水管控施

工便道扬尘和围挡喷淋降尘作业，并做好源

头控制污水排放、低噪音设备运用、节能减

排等工作。

项目部还通过会议、宣传栏、标语等方

式大力宣传夏季大气重点污染治理、臭氧污

染攻坚专项行动的重要意义，定期组织全体

施工人员学习节能减排、安全文明、疫情防

控等文件，有效地把施工污染扼杀在萌芽状

态，其文明施工、污染减排、高标准办公驻地

及临时设施建设等均受到地方人民政府高

度评价。

本报杭州讯（通讯员成勇 马腾

海）9月 3日，杭州 2022亚运会组委会

副秘书长、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

卫强到中铁二局亚运村施工现场调研

指导工作。

坐落在钱塘江南岸的杭州亚运村

是 2022亚运会最大的标志性建筑群，

设置有运动员村、技术官员村、新闻媒

体村、国际区与公共区等区域，面积

113公顷，建筑面积约 241万平方米。

六公司承建的平澜路是亚运村交通主

干道与亚运村“C”位国际区与公共区

的进出要道，全体参建员工在机电安

装、道面作业中始终按照“2021年底全

面竣工”目标，科学组织、精心施工，各

项工作安全、优质、文明地稳步推进。

陈卫强深入平澜路施工现场认真查

看，听取汇报，充分肯定了中铁二局现

阶段工作，要求铆足干劲，为明年初亚

运村试运营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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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成都讯（通讯员黄广平）日

前，装饰装修公司中房沙五精装项目

部连续收到 2面城投置地优山禧园业

主送来的锦旗，获得业主充分肯定。

优山禧园 2202户主罗长平把“热

情服务暖人心、情系业主办实事”锦旗

递到质保专员王进手中时连连道谢，

称赞“中铁二局装饰装修公司真是办

实事的企业！值得业主信赖！”今年 1
月，项目进入交房后的 3个月质保整改

期，装饰装修公司在确定“耐心讲解、

有诉必复、限时整改”原则的同时，通

过制订实施方案、细化工作举措、强化

落实保证，管理人员一对一、面对面倾

听意见，高效、优质地完成了空调出风

口、增补美缝胶、加固松动锁扣等 200
多起整改事项。质保整改期后，项目

部仍专人蹲守现场，主动承揽任务，持

续提供服务，其诚信履约、以升级服务

标准推动发展提质受到广泛好评。

中房沙五精装项目部

受到业主充分肯定

杭州亚运会组委会官员

到亚运村工地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