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轨道公司
党风廉政建设，切实提高党员领导干
部党性修养，增强拒腐防变能力，2月
26日下午，轨道公司党委、纪委组织领
导班子成员、三副总师、机关各部门负
责人、项目部党政主管等 30余人参观
了上海市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
育基地和中共四大纪念馆。

警示教育基地以反腐倡廉为主
题，通过丰富的图文资料、翔实的案例
分析，生动展示了党和政府反腐倡廉
的方针政策。结合真实的案例分析，聆

听讲解员耐心细致的解说，观看警示
教育片中触目惊心的案例，每个人都
经历了一次思想与灵魂的洗礼，对权
力观和利益观进行了深度思考，体悟
到“贪廉一念间，荣辱两重天”的深刻
含义。

中共四大纪念馆以党史知识与文
化内涵为脉络，凸显了“党的四大”在中
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上的重大意义。一行
人参观了展厅内丰富的文物、手稿、照
片、图片以及影像资料，清晰地了解了
“中共四大”召开前后的历史环境，加深

了对党光辉战斗历程和对中国特色革
命道路不懈探索的认识，并表示，要学
习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信
念、执着奉献、勇于变革、善于创新、心
系群众、一心为民的精神。

通过开展此次活动，党员干部提
高了抵御职务犯罪的能力，筑牢了拒
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加强了党性锤炼
和党史学习，增强了对工作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纷纷表示要更好地立足本
职，为公司发展壮大添砖加瓦。

（轨道公司 张峰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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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加强项目技术管理工
作，提高公司技术管理水平，2月 16日
下午，南昌公司在机关七楼会议室召
开 2017年工程技术管理交流会，集团
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许伟书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了
集 团 公 司 厦 门
BIM 应用技术交
流会精神，学习了
集团公司《工程技
术管理考核办法
（试行）》，贵阳地
铁项目部介绍了
项目 BIM 技术应
用情况，福平铁
路、南昌站改、昆
明绕城项目部就
技术工作作了交
流发言。南昌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李开明，副总经理张
春德分别总结了 2016 年公司技术管
理工作，并就 2017年技术管理工作提
出了要求。党委书记吴明华出席会议。

许伟书认真听取了交流发言和情
况汇报，充分肯定了南昌公司 2016年

取得的各项成绩。
许伟书指出，2017年，集团公司技

术管理工作的思路是建立健全技术管
理体系、全面推行技术管理考核、进一
步加强技术培训、开展好技术交流；科
技管理工作的思路是进一步发挥好科
技对市场竞争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加
大科技成果的运用转化力度、研究建
立博士后工作站、积极申报国家级工
法、积极申报国家级科技奖。他对南昌
公司技术管理人员提出了四点希望：
一要尽心尽责，戒浮躁要踏实，戒马虎
要认真。二要勤勉学习，加强学习，跟
上发展趋势，不做井底之蛙。三要善于
总结，会总结才能提高，要把自己的施
工经验认真总结出来，形成论文和技
术成果。四要积极交流，在交流中研讨
问题、分享成果，形成合作共赢的良性
循环。

（南昌公司 谠躬炜）

本报讯 2月 22日上午，集团公司
福宜高速公路项目经理部及项目党工
委正式挂牌成立。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西南指挥部指挥长王肖文为福宜高速
公路项目经理部、福宜高速公路项目党
工委揭牌。

集团公司承建的昆明福宜高速公
路Ⅲ标段起讫里程为 K20+795～
K30+940，主线全长 10.145 千米（含已
建成梁王路隧道和道路 3508米）。起点
沿梁王路跨朝云街、锦绣大街，下穿新
火车南站，出既有梁王隧道后跨越昆玉
铁路，在 K30+000附近跨越黄马高速
并设置互通与其相接。根据目前设计方
案，标段内路基长 2352米（除已建成梁
王路路基 1812米外剩余 540米）；特大
桥 3座，分别为梁王路 1#高架桥 833
米（全长 6213米）、梁王路 2#高架桥
2283.5 米、分离式万溪冲特大桥单幅
2980.5 米；互通两处，分别为梁王立交
和万溪冲互通立交。该标段预估投资超
15亿元。设计计划工期三年。

福宜高速公路项目属云南省综合
交通 5年大会战中的重点高速公路项
目，连接昆明主城区和呈贡新城，途经
昆明火车南站，对快速疏解高铁客流有
至关重要的作用，受到昆明市委市政府
高度关注。

福宜高速公路项目，是中国铁建在
昆明市首个 PPP项目，也是集团公司首
次参与昆仑投资集团在云南投融资的项
目。该项目对集团公司在 PPP领域拓展市场和在
西南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项目全体参
建人员将保持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危机感，充分
认识干好福宜项目的重要性，坚决树立敢打必胜
的信心和理念。 （福宜高速公路项目部 何仁军）

本报讯 2 月 16 日，设备安装公
司杭黄项目部浦阳江特大桥杭州方
向箱梁架设已全部完成，累计完成箱
梁架设 129 榀。

浦阳江特大桥箱梁总数 143 榀，
现已完成箱梁架设 129 榀，此工点的
顺利完为杭黄铁路的按期建成奠定
了基础。由于冬季施工受恶劣气候条
件影响，加之区间存在上跨沪昆线封
锁施工、上跨六个大长连续梁施工以
及架桥机拆装掉头，大大影响了施工

进度，增加了施工难度。
针对以上难点，项目部组织各岗

位人员细化施工方案、进行安全技术
交底、召开专题讨论会，并制订了一
系列有针对性的方案。一是落实安全
技术交底，打好安全战。进行安全生
产交流，针对冬季施工、架桥机高空
作业、临近营业线施工展开讨论，强
调安全的重要性，强调安全生产两手
抓，做出高质量高标准的优质工程。
二是召开动员大会，打好生产战。明

确分工，各司其职，将每项工作落实
到位，进行针对性技术交底。在腊月
天坚持二十四小时轮班作业，保证工
程进度和工程质量，得到了业主领导
的认可，获业主和局项目部的一致好
评。

此节点如期完工体现了安装公
司铺架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
杭黄铁路的按期完工打下了坚实基
础。

（设备安装公司 卢喆）

本报讯 2月 16日 15时，轨道公
司成都地铁 6 号线 14 标观东站完成
最后一根围护桩浇筑，至此观东站主
体 324根围护桩全部完成，标志着车
站将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观东站是成都地铁 6 号线一、二
期工程终点站，为地下二层单柱双跨
岛式明挖车站。车站结构为箱型框架
结构，主体总长 298米，标准段宽 21.1
米。本站车站小里程端（北端）为双线
盾构始发，大里程端（南端）左线接暗
挖区间，右线为盾构接收。

项目部自 2016年 7月进场以来，
在当地政府部门、地铁公司、成投公司
以及轨交公司等上级单位的大力支持
和帮助下，积极开展前期工作，于 10
月 1日完成首桩，是成都地铁 6号线
一、二期工程最早开工的车站之一。但
受到道路疏解、管线迁改影响，无法全

面展开作业面。对此项
目部及时优化施工方
案及计划，积极与各管
线产权单位进行沟通。
在完成 238 根围护桩
后，由于设计方案变
更，车站由 444米缩短
至 298米，围护桩施工
也因此暂停了近一个
半月，项目部积极组
织，重点施作冠梁及挡
土墙，形成了小里程位
置围护结构封闭，为
12 月 2 日深基坑开挖
奠定了基础。设计方案稳定后，项目部
立即进场钻机恢复围护桩施工，克服
了桩位调整、不良地质、管线影响、埋
钻头等诸多难题，顺利完成了全部围
护桩。

目前车站正处于冠梁封闭及土方
开挖阶段，项目部必将继续努力，上下
同欲，凝心聚力，甩开膀子拼命干，掀
起大干新高潮，力保盾构下井节点目
标顺利实现。 （轨道交通分公司）

本报讯 近日，漳州市云（霄）平（和）高速公
路联建隧道正式开始掘进。

由集团公司承建的海西网漳州云霄至平和
（闽粤界）高速公路路基土建工程 A5标段路线总
长 8.974公里，于 2017年 2月开工，合同工期 24
个月，按 24.5米宽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
设，全线设计行车速度为 80公里／小时，桥涵设
计荷载为公路 1级。

该隧道为云平高速公路项目重点控制性工
程。进口位于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联建村，左洞
长 2869米，右洞长 2873米，采用分离式双洞布
置。隧道左右洞进口分别处于半径为 1820米和
1600米的圆曲线上。纵坡均采用 2%单向坡。

该项目工期紧，工序多，安全压力大。项目部表
示将严格按照施工规范、质量标准和管理要求，精心
制定严密科学的保障制度和措施，确保本工程安全、
优质、高效的完成。 （福建公司 苏双欣 罗虎）

本报讯 2月 25日晚，九景衢铁路江西段项
目部组织各分部在项目部四楼会议室召开了剩余
工程施工进度推进会议，制定剩余工程时间节点，
细排计划，落实责任人，采取措施，确保“7.26”开
通目标的实现。

根据铁路总公司统一部署，由集团公司承建的
九景衢铁路铜九增建二线段计划于 2017年 7月 26
日开通，新线段计划于 8月 1日正式开始联调联试，
11月全线开通。为确保这一目标实现，项目部采取
措施，加大推动力度：一是制定了详细的剩余工程时
间节点安排，定人定责；二是对环水保变更手续、附
属工程、铜九增建二线开通相关 LKJ数据申报、竣
工文件的编制等相关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三是要
求全体人员要高度重视，要有大局观念，相互协调，
服从局项目部统一安排；四是局项目部要靠前指挥，
每周对各分部进行考核，检查进度完成情况，坚定不
移完成节点目标，共同确保“7.26”铜九增建二线段
开通目标和九景衢新线 8月 1日联调联试目标的
实现。 （九景衢江西段 杨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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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平高速联建隧道动工

九景衢铁路江西段召开工程推进会

许伟书出席南昌公司工程技术管理交流会

杭黄铁路浦阳江特大桥杭州方向箱梁架设完成

成都地铁 6号线观东站主体围护桩完成

轨道公司组织参观教育活动

围护桩基坑

交流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