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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时荒无人烟，走时万家灯火，转

战大江南北，为新中国建设添砖加瓦，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风吹日晒，肤色成了

“工地黑”，这是对王明清最好的描述。

他 22年工龄、17年党龄，是五公司基

层项目一名普通的施工管理员——负责

施工现场的组织协调、安全管理等工作，

对每天的施工内容跟进监控，是连接项

目部与工友们的“纽带”。由于工作极其

认真负责，为人谦逊友善，大家都亲切的

称呼他为“王工”。

酷暑严寒，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守

施工一线。早晨 6时，天微微亮，马路上

的灯还亮着，王明清已规范地戴好安全

帽，穿上反光背心，赶在去施工现场的路

上。来到工地，他先检查一圈施工现场

的情况，确保整个工地具备安全生产条

件后，工友们才陆续到达。这时，王工开

始组织大家开展每天施工前的班前安全

讲话，结合当天的施工内容特点，给大家

强调安全帽、安全带等安全防护工具的

使用和施工中应当注意的安全事项，并

根据最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情况，大力宣讲疫情防控“小知识”。他

说：“安全大于天，坚持好每天的班前讲

话，为的是让每一位施工人员安安全全

上班，都能够挣到钱回家，既是对工作负

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家人负责。”

王明清工作 22年，参加过内昆、青藏、宜

万铁路，南京、兰州、南通、苏州地铁和京

沪、成灌、兰新高铁等工程建设项目，足

迹从大西南到青藏高原，从华北平原到

大西北，遍布了大半个中国。

冲锋在前，牢记党员身份，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是王明清的自觉意识和行动。

2014年，受特大暴雨影响，施工现场地下

水位上升，出现基坑涌水、涌砂险情，基

坑随时有变形甚至塌方的风险，他不顾

个人安危，第一时间下到基坑查看险情，

并立即组织人员进行应急抢险……他扛

着沙袋，冲在最前面，筒靴陷在了泥泞

里，就光着脚奔跑；泥巴裹满了裤腿，就

卷起裤子、撸起袖子。最终，在大家共同

努力下，险情得到控制，但他仍然值守在

现场，直到险情完全消除。像这样的险

情，王明清已经遇到过很多次了，但每次

都能从容应对，并且化险为夷。王明清

就像施工现场的“定海神针”，大家只要

看到他在，心里就都有了底。工作以来，

他多次被公司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

秀员工”。

聚少离多，舍小家为大家，筑路只为

万家团圆。王明清是四川人，家在南充

市，身上透着一种质朴，从 23岁出来工

作，照顾不到家庭，多年的在外奔波、风

吹日晒，让他看起来比同龄人显老 10岁；

“常年在外工作，平时也很少有假期，一

年只有春节才能够与家人团聚一次，倘

若遇上施工大干抢工期或者意外情况，

一年也回不了一次家。

“是什么让你坚持这份工作 22年

呢？”笔者这样问他。

王明清思索了一会儿，“以前回家，

要坐几天几夜的绿皮火车，轰隆轰隆声

音，那是很痛苦的。现在回家，飞机高

铁，不管去哪里，当天就可以到达。我们

修高速路、修铁路、修地铁，为的就是让

大家出行更方便、回家更容易。我回不

了家，又算什么呢？有更多的人因为我

们修的路，能够及时回家与家人团聚，想

到这些，我充满自豪，是很有成就感的！”

交通的发展，城市的繁荣，是千千万

万像王明清这样的普通建设者辛勤付出

的结果。是呀，当穿梭在城市的道路上，

坐在高铁上、地铁上，走在回家的路上，

看着连向远方的坦途大道，心之所向，身

之所往，正是王明清们给了我们通达四

方的便利。

平 凡 的 筑 路 人
·本报通讯员 蒋成杰·

本报贵州绥阳讯（通讯员

李诗锐）1月 1日，一公司桐新

高速公路 III标项目部承建的黄

鱼江大桥 7号墩右幅 0号块首

次浇筑胜利完成，这也是桐新

全线浇筑的首个连续梁0号块，

不仅为下一步挂篮拼装及预压

施工奠定了基础，而且为连续

梁其他 0号块施工浇筑提供了

数据指导和有力的技术支撑。

黄鱼江大桥主桥为 73+2×
135+73（米）连 续 刚 构 ，全 长

705.5米，其中主桥长 416米、7
号墩身高 106米，0号块长 12
米、高8.5米，设计混凝土421立

方米，箱梁底板宽 6.8米、顶板

宽 12.8米，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55。由于是典型的高空作业，

安全风险、施工难度均极大。

为此，一公司桐新 III标项目部

多次召开专题会，从节段托架

安装、模板拼装、起吊设备选

择、模板安装加固措施的选择，

到混凝土浇筑质量控制等施工

环节均反复研究、论证，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

浇筑作业中，领导人员现场带班，及时发现和解决疑难问题；现场

施工技术人员严格按照预先编制的方案，紧盯每一个施工步骤、每一道

工序，对施工环节全程跟踪指导；安全人员紧盯施工现场，查、排安全施

工隐患，确保了安全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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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士气，增强了全体参建员工

干好后续工程的信心和决心。

成昆铁路公司对他们高标准的施工

管理、过硬的安全质量、高速度的施工进

度给予了高度赞扬。他们 3次荣获成昆铁

路公司表扬贺电，即 4月 8日峨攀线冕宁

站 1道Ш级施工按计划圆满完成贺电，8
月 29日轨道工程安全顺利铺通贺电，9月

1日冕宁站改信号倒替工程按期安全优质

高效完成贺电。西昌制梁场女子装吊工

班还荣获“十佳四川省五一巾帼标兵岗”

称号。项目部把“文化驿站”打造成为职

（民）工的精神家园，进一步提升工会服务

职（民）工的能力，提高整体服务水平，被

四川省总工会命名为“四川省职工（农民

工）文化驿站”。项目部团支部也紧跟党

的号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本职岗位、争创

一流业绩，充分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

用，先后荣获中铁二局、凉山州及中国中

铁“青年文明号”荣誉称号。

历经 2年披荆斩棘，700多个日夜奋

战，中铁二局成昆项目部按期实现了业主

各项节点目标，不仅证明了二局新运人再

上成昆的责任和担当，更极大地鼓舞了全

体参建人员的士气，增强了信心。项目部

决心继承成昆铁路革命先烈的“敢于牺

牲、敢于战斗、敢于奉献”的老成昆精神，

持续抓重点、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狠

抓工作落实，以蹄急步稳、勇毅笃行的精

神状态，为打造“热血成昆、实干成昆、精

品成昆、美丽成昆”做出新的贡献。

再 上 成 昆 谱 新 篇
本报记者 李 杨 本报通讯员 梁 丰 梁 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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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更迭，辞旧迎新。无论企业，

还是员工，对新的一年都充满希望。尽

管新年起好步、开好局要做的工作很

多，但在掂量孰重孰轻的过程中，一切

憧憬、希冀、企盼无不依托两个字：安

全！唯有安全，才能把新的希望变成现

实，实现企业提质增效、员工平安幸福。

一般来说，大家通常比较重视年末

的安全生产，而新年之初，常常有一种

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安全生产意识有所

松懈，行动上也有所懈怠。当前，又至

壬寅春节来临之际，许多员工都在思考

过年的事了。古人云：“天下之事，成于

惧而败于忽。”任何时候，咱们对安全生

产工作的麻痹，都是极其危险的，或是

事故即将来临。

新的一年开始了，越是各种事情千

头万绪，越要上紧安全发条。一年之事

在于始，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安

全工作更是如此。年初是打基础的时

期，这个时期的安全生产好与坏，直接

关系到一年的安全成败。务必要迈好

安全生产第一步，为全年安全生产打好

优良基础。

年初上紧安全发条，就要既全面客

观、实事求是地总结成绩，提炼经验，使

之发扬光大，又要态度端正、直面现实，

自我揭短，查找和剖析影响安全生产的

具体问题，在寻找差距的同时，增强对

安全生产严峻形势的再认识。要针对

全年工作的新特点、新考验、新挑战，按

照安全生产的客观规律要求，结合实际

制订新的安全工作计划，并认真落实措

施、全面强化执行。要加大安全事故隐

患排查整治力度，不放过任何影响安全

生产的“小”问题、“小”细节，坚决做到

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不留死角、不留盲区、不

留后患。要始终盯住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安

全事故多发时段、安全隐患突出部位的闭合

整治，不管问题大小、花多大工夫，均必须责

任到人，一件一件整改到位，把《中铁二局安

全生产红线规定》真正全面、细致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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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至3日，中铁二局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站后工程项目部全体施工人员主动放弃

元旦节日休息时间，坚守一线工地，辛勤努力工作，在确保安全生产、工程质量、文明施工

的前提下加快作业进度，力争夺得新年首季“开门红”，受到路局和业主、设计、监理单位

高度评价。

上图是电务公司员工在桥口特大桥进行接触网作业的情景。 （陈明云/摄）

本报广东佛山讯（通讯员唐俊杰 张辉）上月20日14时01分，中铁

二局承建的佛山地铁 3号线供电系统逢沙站停车场至镇安 35kV交流系

统送电成功，提前 10天实现节点任务目标，在全线各参建单位中率先实

现首通段交流系统送电，受到业主、运营、设计、监理单位一致好评。

施工中，电务公司项目部坚决执行领导人员带班制度，严格把控现

场安全质量、文明施工和施工工艺、施工节点，按日倒排工期，按照各节

点目标提前完成有关验收工作。这次送电前夕，他们又科学组织、提前

策划，编制全面、详细的送电方案，多次召开送电安排专题会，明确各作

业班（组）责任分工，细化送电步骤，会后集中组织送电小组进行培训以

及现场模拟。同时，还组织试验室、监理、运营及厂家进行了送电前联

合大检查，重点确认变电所系统、环网电缆系统送电启动条件，以确保

送电过程稳定、安全。

这次送电成功，标志着项目部实现了“决战决胜四季度”生产目标，

为接触网送电及通信、信号系统调试创造了有利条件。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陈鹏）截至上月 24日，六公

司完成了 2021年度经营任务，签订合同额 158.96亿

元，为集团公司计划的102.55%。

——实施核心客户战略，互信合作进一步深化。

坚持业主走访制度，分管片区领导人员每季度至少拜

访 2次区域指挥部和有关业主，进一步深化与各大核

心客户的有效沟通联系，形成深度互信，为企业稳健发

展提供重要的订单支撑。

——坚持“以干促揽”，在建促经营成效显著。狠

抓在建项目诚信履约，严控安全质量，兑现工期节点，

以干好在建赢得业主的充分信任和尊重。昌景黄项目

部通过干好在建实现滚动经营，先后增加了“京九预留

线新增工程”“南昌东站区域四干渠临时工程及新建预

留通道工程”“南昌东站综合配套项目预留地铁工程”

等施工任务，合同总额从 16亿元增加到 30亿元以上，

充分验证了“干好在建就是最大的经营”理念。

——强化营销策划，区域经营成效初显。编制省

级营销策划，进一步明确各区域市场形势、核心客户资

源、重点项目、经营思路等，同时完善资源整合五星项

目，有针对性地开展重点项目营销策划，重人员牵头、

重资源投入、重关系维护，推动项目加速落地。内蒙古

区域成功中标昆都仑河昆区段河道整治工程，实现了

近 3年来的首次零突破；泰国收费站项目艰难中标落

地，打开了泰国市场，为后续经营奠定了基础。

——加强经营要素建设，资源优势更加明显。制

定经营人员专项考核，形成差异化分配，让作出贡献的

人得到实惠，进一步提高了经营活力。配置 10个营销

分支机构，逐步减少兼职经理，并选拔 13位 3至 5年以

上项目工作经历且适合搞经营的中层干部到经营系

统，培养了一批“想干事、能干事、敢干事”的经营强将。

同时，加大员工取证、资质申报力度，成功新增一级建

造师 46人、造价师 8人，其中民航专业 3人，并成功申

报公路路面养护资质，进一步巩固了企业公路路面专

业施工竞争优势。

六公司超额完成年度经营任务
佛山地铁3号线项目部

首通段率先送电

本报新疆且末讯（通讯员周玮 胡玉

兰 黄云权）上月 30日，中铁二局参建

的新疆若羌至民丰高速公路开通运营，

实现了“决战决胜四季度”的目标任务。

作为全线唯一机电施工单位，电务

公司项目部以开局即决战的勇气精心科

学组织施工，把全线划分为 3个片区，班

子成员采取片区蹲点、分头沉底管理模

式，始终坚持样板引路，严把安全、质量

关，多次优化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各专

业作业队多次召开施工现场工艺交流

会，落实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具体措施，

并扎实开展党员带头护安全和安全生产

“大培训、大考核”活动。他们还超前谋

划物资材料供应，远赴 800公里外的库尔

勒进行市场调查，加强与五公司等土建

单位沟通协调。在业主多次压缩工期，

要求提前实现开通目标的情况下，全体

施工人员克服困难，挑灯夜战，先后扫除

了点多线长、交叉施工单位多、安全风险

大、疫情有所反弹、材料供应紧张、施工

用水短缺、作业环境恶劣等“拦路虎”，按

期完成了施工任务。

据悉，若民高速公路是环塔里木盆

地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

后，为实现“疆内环起来、进出疆快起来”

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

上图是施工人员庆祝若民高速公路

开通的情景。 （胡玉兰/摄）

新疆若（羌）民（丰）
高速公路开通运营

本报重庆永川讯（通讯员李雨民）截至上月 26日，中铁二局渝昆项目永川

制梁场完成第87榀箱梁预制，圆满完成2021年度生产任务。

永川制梁场主要承担新建重庆至昆明高速铁路川渝段站前 2标范围 25座

桥梁共计 450榀箱梁的预制施工任务。这座占地面积约 196.75亩、计划月产能

力 60孔的制梁场自去年 3月 20日开始建场以来，全体员工奋力拼搏，认真做好

项目管理、原材料检验及混凝土配合比等工作，7月 30日预制首孔箱梁，10月

20日通过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简支箱梁生产许可证实地核查。

目前，全体参建员工正集中精力，力争在壬寅春节前完成 17榀箱梁的架设

任务，并做好制梁后期维护工序，落实与架桥队的对接工作。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余勇积 夏薿梹）去年，房地

产公司西郡英华项目实现签约 15.71亿元，为计划的

119.46%；回款 14.48亿元，占计划的 136.23%；提取监

管户资金9.87亿元，有效提升了企业现金流。

在工作中，他们针对房地产市场形势多地出台销

售资金监管、许多房企面临项目产品回款不畅等情况，

主动作为，开动脑筋，从年初就开始谋划，围绕快开快

销、销售回款、监管资金提取等工作，按照“主要领导

厘清思路抓部署，全员参与抓落实”

推进模式，协调政府有关部门把项目

及房地产公司纳入公积金贷款白名

单，避免预告、预抵押及 5%的贷款

额度保证金；积极推动银行预审、销

售合同备案与公积金面签，协调承办

银行落实项目额度并催促放款。同

时，协调区质监站及时组织现场验

收、有关单位快速完成资料签章；加

强与区、市住建局的沟通汇报，派专

人驻点蹲守，确保申报资料线下、线

上快速签批，项目前 5次监管内 2.15
亿元均实现快速提取；采取措施实

现企业信用加10分达A级，用银行保

函置换 10%预售监管资金额度。从

而，确保了产品卖得好，资金回得来、

用得着。

据了解，西郡英华 IV期项目现

金流在去年 6月 15日实现回正，较周

期目标责任书提前 3个半月，自 6月

份取得首批次销售回款以来，项目回

款指标逐月稳定提高。

房地产西郡英华项目

抓好资金回笼

永川制梁场完成年度任务

日前，经过6个小时的奋力拼搏，四公司承建的天津地铁4号线北段控制

性工程——新建四十七中天桥主梁架设成功，在“决战决胜四季度”社会主义

劳动竞赛中夺得胜利，为天津地铁工程建设“再提速”奉献了力量。

下图是新建四十七中天桥主梁架设的情景。 （谢春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