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2月 8日上午，淮北市
委副书记、市长戴启远，市委副书
记、常务副市长、市委政法委书记李
明，市委常委、濉溪县委书记李加玉
顶风冒雪来到安徽公司承建的符夹
铁路扩能工程青龙山特大桥施工现
场，看望慰问一线职工。上海铁路局
徐州枢纽指挥部指挥长董传新、安
徽公司副总经理兼符夹项目经理李
士军等全程陪同慰问。

在施工现场，戴启远与符夹项
目部现场施工人员亲切握手，表示

慰问，并送上诚挚的新春祝福。董传
新向戴启远一行详细介绍了工程近
况。

戴启远指出，符夹线扩能工程
与淮北高铁项目息息相关，对推动
淮北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备受
全市 220 万人民关注。中铁二十四
局安徽公司的全体参建者不畏严
寒、顶风冒雪、连续奋战，保证了工
程的顺利推进，取得的成绩值得肯
定，同时希望施工单位增强信心、克
服困难、倒排工期、再接再厉、再创

佳绩，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
快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早建成、早见
效，不辜负全市人民的期望。

李士军代表施工单位作了表态
发言。李士军指出，符夹任务使命虽
光荣，责任更重大，我们不光要撸起
袖子干，更要甩开膀子干，绝不辜负
淮北市委市政府的期望，将严格按
照上海铁路局及铁路总公司确定的
节点目标按期开通，发扬“振奋、担
当、创新”精神，为淮北高铁起航做
贡献。 （安徽公司 刘露 陈国泰）

中 共 中 铁 二十 四 局集 团有 限 公 司 委 员 会 主 办
2017年 2月 28日 星期二 第 3期 （总第 266期）

在匀韵晕郧 栽陨耘 耘砸 杂匀陨 杂陨 允哉 允陨 栽哉粤晕
本报讯 近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

悉，集团公司成功取得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承包特级资质。至此，集团公司已拥有铁路
工程、市政公用工程两项特级资质，以及铁
道行业、市政行业两项甲级设计资质。

集团公司秉持“干一项工程，树一座丰
碑，创一方信誉，拓一片市场”的理念，先后
“安全、文明、优质、高效”地承建了一大批国
家铁路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为铁路运输扩能
和高铁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积极
进军市政公用工程领域，参与了全国 20多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市政公用大中型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为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推动当地经济腾飞作出了不懈努力，斩
获了众多荣誉。

先后荣获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国家优
质工程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中国市
政工程金杯奖等国家级优质工程奖 20 余
项，省部级优质工程奖 80余项，获得全国优
秀施工企业、全国质量管理先进企业、全国
用户满意企业、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全
国建筑业诚信企业、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企
业等国家、省部级荣誉 60余项。

集团公司先后参与京沪、京福、沪昆、京
九、成昆等 60多条高速、普速铁路干线及
10余个铁路枢纽的建设，掌握了高铁建设、
临近营业线施工、铁路既有线下长大箱涵顶
进等国内行业高精尖的技术和工艺。

集团公司在市政工程领域的高墩异型、深水大跨桥
梁施工中独具匠心，在断层破碎带、软弱围岩、膨胀性围
岩、高地应力、含瓦斯地层、涌水、溶岩等复杂特殊地质
条件下的隧道和地下工程施工中具有精湛工艺和独特
技术，建成的上海长江大桥是世界上最大的公轨合建斜
拉桥、世界上最大的桥隧结合工程；合肥方兴湖隧道是
全国最宽的湖底隧道；常州青洋大桥是国内首次设计、
首次施工的“人在中间走，车在两侧行”的城市桥梁。

顺利实现“双特双甲”资质目标，为集团公司拓宽
经营领域、进入高端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日前，集团
公司已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领取了“双特双甲”新的资
质证书。 （集团公司企业发展处 党委宣传部）

本报讯 近日，集团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王立新，副总经理王肖文一
行，深入成都地区施工一线，先后到
轨道交通分公司成都地铁 6 号线土
建 14标项目部、上海公司神仙树项
目部、新余公司蒲都高速公路 TJ-3
标项目部检查指导工作。

在成都地铁 6号线土建 14标项
目施工现场，王立新、王肖文一行在
西南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任仕国、轨
道交通分公司副总经理蒋曙永等陪
同下，查看了工地现场施工情况，听
取了项目施工生产工作汇报。王立新
对项目部驻地标准化建设和安全文
明施工管控等工作表示肯定，并就下
一步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要加强
与设计单位的沟通联系，完善施工方

案，超前谋划，科学统筹，提高工作效
率，实现项目收益。二是要加强项目
安全文明施工常态化管理，高度重视
安全质量，注重细节，精益求精，打造
精品工程。三是要加快施工进度，在
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加大人员设
备投入，满足业主工期要求，确保期
到必成。四是要把握住成都地铁建设
的大好机遇，全力以赴干好在建项
目，实现在西南地区的滚动发展。

在神仙树项目部工地，王立新、
王肖文在任仕国、上海公司党委书记
刘建东、副总经理余刚等陪同下检查
指导工作。王立新在听取了现场施工
情况汇报后，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
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遵守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增强工作的责任心，

进一步优化完善高空作业风险控制
措施，确保各项管理制度落到实处，
积极做好文明工地建设，不断提高职
工队伍素质，提高管理水平，提升企
业形象。二是要加强环保意识，在抓
好施工生产的同时，切实履行社会责
任，注重环境保护，加大环境治理力
度和投入，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三是要把好工程质量关，牢固树立
“以诚信树信誉、以品牌拓市场”理
念，为成都市交出一项优质工程，打
造集团公司在西南地区的亮丽名片。

在蒲都高速公路 TJ-3 标项目
部，王立新、王肖文在新余公司执行
董事、党委书记钟栋材等陪同下，查
看了 TJ-3 标搅拌站及项目部驻地，
听取了工程概况、前期工作情况和下
一步工作计划汇报。王立新对搅拌站
有条不紊地推进工作、工地标准化建
设和驻地建设表示满意，并对今后工
作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要高度重视西
南区域市场对集团公司当前及未来
发展的重要性，珍惜机会、珍惜项目、
珍惜市场，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
切实做到以现场拓市场。二是要规规
矩矩做好文明施工，保护当地青山绿
水的环境，彰显央企风范和担当。三
是要把好安全质量关，安全质量是永
恒的主题，项目部要始终把安全管理
工作放在首位，贯穿到项目的每个环
节、每个细节。四是要精打细算，开源
节流，促进项目取得良好收益，为公
司再创佳绩。
（轨道交通分公司黄炎 上海公

司姜品其 新余公司杜廷建胡华成）

本报讯 2月 8日上午，新余市市委书记蒋斌，带
领市委办主任、市发改委主任、市人社局局长、市政法
委副书记等一行 6人，莅临蒙华铁路 32标项目部驻
地，对项目部职工进行慰问并调研相关工作。项目经理
王平、党工委书记席国富等陪同调研。

王平对蒙华铁路 32标工程概况、目前施工进展情
况、农民工工资发放及在当地上缴税收款等情况，进行
了详细的汇报。蒋斌在认真听取汇报后，对蒙华铁路
32标的工程建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集团公司为新
余市的社会经济建设与稳定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

蒋斌表示，利用春节后刚上班时间，代表市委、市
政府来到蒙华铁路 32标项目部，有三个出发点：一是
来看望一线建设者，给蒙华铁路参建单位的职工拜个
晚年，同时，了解项目施工有哪些需要市相关部委给予
支持、帮助的地方，相关部委尽力给予帮助，解决相关
问题。二是来学习铁路建设央企单位的先进管理模式
与理念，希望通过这种形式的对接，进一步加强路地建
设与联系，共建共赢。三是对蒙华铁路 32标项目部在
农民工工资发放这方面好的做法，进行调研。

就进一步消除农民工工资隐患问题，蒋斌提出了
三点希望：一是希望蒙华项目部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工
资发放保障制度，规范发放，加强监督管理，提升工作
水平。二是在农民工工资问题上，希望市人社局与项目
部联手，举办分包作业队负责人研讨培训班，并探讨一
个新的有效模式或做法，推广到全市其他工程建设工
地上实施。三是希望项目部在保障农民工工资发放问
题上，继续起示范带动作用。

席国富代表项目部感谢了蒋斌书记一行对项目的
关心、支持与帮助，并表态，项目部将积极配合市人社
局搞好保障农民工工资发放的新模式、做法，履行好央
企的示范带动作用，为新余市经济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蒙华铁路项目部 陈小龙 潘涛）

本报讯 2月 15日下午，上海铁
路局副局长刘建堂在南京铁路枢纽
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史良洪的陪
同下，来到南京尧化门货场项目部慰
问并检查工作。这是新春过后，刘建
堂检查的首个工地。

刘建堂在了解了项目施工现场
的复工情况和去年完成的实物量后，
召开了工作会议。

刘建堂指出，项目自去年 6 月
10日进场以来，虽然前期工作困难
重重，但是经过多方面整合，通过项
目人员的共同努力，现已基本完成既
定目标任务。对今年的施工任务，刘
建堂强调，安全生产仍然是一切工作
的重中之重，项目部要继续做好安全
保障工作，保持好不发生任何安全事
故的良好纪录；同时，做好协调工作、

维稳工作，与当地政府保持有效沟
通。

最后，刘建堂表示，上海公司无
论是前期工作还是现场施工，都完成
得十分到位，充分体现了敢打硬仗、
能打胜仗的精神，希望项目人员再接
再厉，抓住重难点问题，确保项目年
底开通启用。

（上海公司刘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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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到成都地区部分项目检查指导工作

王立新、王肖文一行在成都地铁 号线土建 标项目部查看现场

蒋斌到蒙华铁路 32标调研慰问

戴启远到符夹项目部调研

刘建堂检查南京尧化门货场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