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长春讯 中国中铁长春地铁5、6
号线总包部3月7日召开2022年度总结表
彰暨2023年复工动员大会。中铁一局二
公司长春地铁5号线九工区项目部荣获业
主单位2022年度“开路先锋杯”劳动竞赛

“先进单位”荣誉称号，获得奖励30万元；
项目经理侯拉平、党支部书记周立飞等5
名同志荣获“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此次多项荣誉的获得，体现了业主单位
对项目部在施工组织、安全质量、成本管控

等方面工作的充分认可和肯定。2023年是
长春地铁主体结构攻坚年，项目全体员工
将继续围绕“一个中心、一条主线、一个确
保”的总体工作目标，秉承“主动担当、主动
作为”的工作理念，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狠
抓安全质量管理工作，保持良好的工作作
风，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和扎实的工作态
度投入到2023年的各项工作中，为公司早
日建成“主力三级公司”而努力奋斗！

（通讯员 赵亚维 王琳）

长春地铁5号线九工区获多项荣誉

本报定西讯 近日，定西市定西市安定
区陇水源水务发展有限公司对2022年度定
西市安定区水务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给予表彰，中铁一局市政环
保公司施工的黄河流域定西市安定区关川河
福门桥至教育东路段生态综合治理工程荣获
施工先进单位荣誉、项目技术负责人张振发
同志荣获优秀施工单位先进个人荣誉。

黄河流域定西市安定区关川河福门桥

至教育东路段生态综合治理工程，范围为
西河思源学校桥至下游关川河福门桥处，
规划治理河段长约3.825千米。该项目是
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工程。
项目建成后，将着力提升关川河河段生态
环境，为市民营造一个修心养性的好去处，
对防洪减灾、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群众幸福
感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讯员 阮雪洁）

中铁一局市政环保公司

定西生态综合治理工程获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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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西大新县出发，沿着新建成的
大凭高速一路向南，到达位于靠近中越
边境的龙州县，短短146.1公里路段，随
处可见的各种数字化信息终端设备，可
调节变光的路灯照明系统，在给人带来
无限便捷的同时，也让人由衷感叹科技
带来的交通工程的崭新变革。

“科技的发展，给很多之前不能有效
破解的难题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作为
工程建设者，我们也一直在综合运用最
新的科技创新成果，让工程最大化满足
各方需求。”中铁一局电务公司大凭高速
机电工程项目总工程师姚卫宏说。

大凭高速是广西高速路网的重要构
成之一。主线共有桥梁 52 座，隧道 41
座，为了降低隧道内外的光线强度不一
造成的视觉盲区，设计中往往会在隧道
口组立引道照明灯具。但同时，此举又
造成部分路段桥下农作物因照明灯光的
长期照射只开花不结果，给当地村民造
成了很大困扰。

研究表明光照时间的长短对植物花
芽分化和开花具有显著的影响，植物开
花对不同昼夜长短交换的周期性的适
应，叫做光周期现象。适宜的光照强度
和光照时间会使作物快速固定二氧化碳
产生有机物，达到增产的目的。而桥梁
上的引道照明对桥下农作物而言属于过

渡补光，则打乱了农作物的“生理周期”，
造成农作物只生长不结果，影响了农作
物的产量。

怎么做才能既满足设计规范，确保
行车安全，又能破解长期光照造成的农
作物减产问题呢？虽说之前参与过包括
邵怀、水麻、常吉、磨思等多条高速机电

工程建设，施工经验丰富，但对于姚卫宏
来说，这个问题还是头一次遇到。

“群众利益无小事，无论如何都要攻
克这个难题。”这是项目全员的共识。对
此，项目负责人张朋刚当即召开专题会
议，联合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及设备厂商
展开多方协商。最终，经过反复讨论，制

定了改进原有固定光源灯具设备为可调
节光源角度+局部遮光的解决方案，并
同意加快落实推进。

经过改进，技术人员协同厂商将原
灯具LED光源等分为四块，每块光源均
可根据需求进行 0°至 45°的旋转，以
达到调节发光角度作用。同时在每块光
源两侧设置遮光板，防止LED光线向灯
具后侧照射，确保了从源头上解决漏光
等问题的发生。经过不断的测试和改
进，项目部最终调试出了合适的灯具转
角及遮光板长度，并在确保路面照度前
提下有效地解决了桥梁引道路灯对桥底
的光污染问题。该成果不仅在全线多个
桥梁段进行了推广应用，还申报了国家
发明专利。

“在广西交投集团的统筹协调下，在
设计单位及设备厂商等参建单位的一体
推进下，大凭路的建设聚集了各种新型
数字化设备和智慧化控制系统，凝聚了
工程建设者的心血和智慧，后续我们还
将立足取得的新成果，不断用科技赋能
广西交通路网建设。”张朋刚说。

（通讯员 尚永超 张敏）

新型智慧路灯赋能和谐工程建设
——中铁一局电务公司广西大凭智慧高速工程建设纪实

昌九高铁跨杭瑞高速转体桥桩基开始施工
本报江西九江讯 由中铁一局承建的

新建京港高速铁路九江至南昌段CJZQ-1
标项目节点控制性工程——右线跨杭瑞高
速特大桥转体桥桩基3月9日开始施工。

昌九高铁CJZQ-1标位于江西省九江

市境内，线路长 17.025 公里，包含桥梁 20
座、隧道8座、区间路基23段、站场路基1
段，工程多次跨越既有线，跨越杭瑞、福银
等高速公路，安全风险高、施工难度大。

（通讯员 乔锦涛 黄文忠）

本报内蒙古包头讯 截至3月初，新
运公司包头铁路公司完成年累煤炭运量
650.37万吨，同比增长20.4%，刷新开运以
来煤炭运量增长最高纪录。

今年以来，分公司立足安全运输生
产，全力推进能源保供工作，着眼于提高
运输效率，多措并举提升运量。通过与业
主建立动态工作沟通机制，全方位掌握机
车上线运营和调度情况，第一时间优化运
输组织方案，强化机列衔接提高效率，结
合季节性特点，开展机车设备春鉴、安全
整治等工作，为安全运输夯实设备保障。

针对入春以来，蒙陕宁地区降温降雪对
铁路运输带来的挑战。分公司采取提效率、
促运输、保供应，最大限度地挖掘运输潜力，
有效提升分公司运输能力；针对机车小辅
修、临修时机，全面压缩各环节作业时间，做
到紧密衔接，有效压缩机车扣修时间，提高
了机车利用率，确保行车组织科学合理、流
程最优；同时定期组织开展机车乘务员、检
修人员业务能力培训班，重点加大对在机车
操作、检修、行车组织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力
度，提高作业水平和业务能力，助力能源运
输保供。 （通讯员 何帅 毕泽鹏）

新运包头铁路公司煤炭运量同比增长超20%

本报西安讯 中铁一局物贸公司3月7
日对西渝高铁（康渝段）站前二标进行产品
回访调研。交流中，项目负责人表示，物贸
公司承建的玻璃幕墙外包工程值得点赞，装
配式房屋生产管控严、质量效率高、现场安
装快，有力保障了项目合理有序运转。

无独有偶，近期公司在沪宁合沪宁段
站前Ⅶ标三分部和呼和浩特新机场飞行
区附属工程等项目中所承建的装配式房
屋同样大放光彩，其安装快捷、节能环保、
移动便捷、安全耐用等优点受到业主单位
一致好评，不断巩固了企业良好的品牌形
象，市场份额逐步扩大。究其原因，就是
公司始终坚持精品建造，以优质全面的现
场服务不断增强基础管理能力，以矢志创
新的精神风貌推进技术水平迅速提高。

在项目建设中，物贸公司践行“前方
精准设计+后方精品生产”的管理组织模
式。技术小组提前奔赴一线，详细掌握客
户需求和关注要点，经过与项目沟通对接
后，确定房屋整体采用结构，立即着手方
案设计，以网格化智能模拟手段做出效果

图，邀请项目人员进行“面对面”比对论
证，指出差异、立即修改，不断提升客户满
意度，迅速完成整体设计，搭建和巩固与
客户的战略合作关系。

质量赢得信誉，信誉带来效益。在装配
式房屋生产安装中，公司持续提高厂区管理
效能，着眼于构建全流程、全要素、全覆盖的
标准化生产。签订订货函后，厂区立即安排
生产计划，从材料堆放到各流程细节均严格
按照高标准进行作业。生产技术部、安全质
量部等职能部门排班期、列名单，落实班前
讲话制度，派专人到车间全天候盯控生产，
层层贯彻安全理念、环环相扣紧抓质量。

沪宁合沪宁段站前Ⅶ标三分部 60 间
装配式房屋和 2700 多平方米 K 式房屋用
时1个月时间顺利竣工；呼和浩特新机场
飞行区附属工程64间装配式房屋、走道箱
现场安装也进入尾声，从签订订货函、申
请工号、报运输计划、加工生产，到产品发
运完成用时仅6天。装配式房屋在临建场
景应用的优势得到充分体现。

（通讯员 惠明 李炳垚 尚子玥）

中铁一局物贸公司装配式房屋获好评

路段引道路灯安装效果。

在中铁一局合新铁路项目部的施工
现场，近日可见劳务工人正在有序安装
承台墩身钢筋定位卡具、支撑垫石模板、
墩顶安全防护架等工装，张贴安全警示

标志、工艺流程展示牌、产业工人学习
栏，为施工现场装扮“靓装”，形成了一道
别样的风景。

中铁一局承建合新铁路安徽段站前

五标工程，正线长度 34.556 公里。主要
工程内容包含梁桥工程 2 座，分别为跨
京沪高铁特大桥、定远1号特大桥；重难
点工程为跨京沪高铁钢桁转体梁及跨滁
淮高速连续梁。

自项目部成立以来，以确保质量安
全为核心，以“四个标准化”为基本内涵，
以技术、管理、作业和工作流程标准为主
要依据，以“四化”建设为支撑手段，让项
目建设更加安全、优质、高效。

项目部持续加强“四化”建设，推行
新工艺，配备新工装，做到生产工业化、
施工专业化、作业机械化、管理信息化，
实现“标准高、效率高、误差小、零缺陷”。

本着“质量管理精细、检测工作规
范、硬件设施标准、人员配备专业”原则，
项目部在中心试验室及各分室建设中，
按照检测功能设置了加工室、混凝土室、
力学室等14个功能室，并在醒目位置张
贴环境温度、主要检测项目、操作规程等
展示牌，规范全体试验人员的检测行
为。同时，配备数字显微镜、氯离子测定
仪、云母含量测定仪等设备，对粉煤灰以
及海砂、混合砂、云母含量进行辨别、区
分和测定，以专业化的试验检测水平，筑
牢原材料的质量关口。

另外，创新打造可视化标养室，设
置了电子显示屏，滚动显示标养室内温
度、湿度、试件具体位置摆放以及养护
剩余时间等信息。在墙面建造了透明
观察窗口，实时查看室内具体养护情
况、雾化情况。

为实现工厂化、机械化生产，项目部
积极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和智能化管理
系统，在钢筋加工厂配备有钢筋笼滚焊
机、钢筋切断机、调直机、车丝机和数控
钢筋弯圆机、全自动定位网焊接机、A墙
钢筋自动弯箍、抓取、焊接一体化工作
站，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减小操作误差。
在梁场配备一体化装配式钢筋绑扎胎

具，并在其中间增设4米操作平台，安装
2台桥吊和1个自动伸缩雨棚，极大缩减
钢筋绑扎工序时间，实现 24 小时作业。
同时，还配备了智能张拉、压浆、割索凿
毛设备以及预埋件智能检测平台，全面
保障箱梁预制施工质量。

项目部充分利用信息化管理手段，
围绕人、机、料、法、环等关键要素，立足
生产过程、进度控制和质量管控等多个
方面，建立了拌和站集中控制系统和梁
场智慧控制中心，内含有料仓监测系统、
车辆调度指挥系统、粉料仓电子门禁系
统和智慧喷淋养生系统、智能张拉系统、
智能压浆系统，实时反馈设备运行状态、
生产指标数据、安全预警信息，使得管理
更加形象化、图表化。

工程实体建设中，项目部以“聚焦
安全、聚焦现场、聚焦细节”为抓手，设
置定型护筒防护网罩、墩身模板附着式
安全平台、墩顶安全防护架，切实保障
作业人员施工安全；严格落实桩基“双
环切”破除、承台蓄水养护、承台环切凿
毛等施工工艺，使施工现场更加整齐、
规范、标准；配备桩头钢筋珍珠棉套管、
支撑垫石模板、墩身自动喷淋养护设
施、墩身钢筋定位槽卡具，把控施工质
量的各个细节。

同时，项目部认真贯彻“来时青山
绿水、走时绿水青山”环保要求，坚持
把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发展理念
贯穿到全过程，配备自动降尘喷淋系
统、龙门洗车机、砂石分离机、洒水车
等硬件设施，采取裸露土植草绿化、密
布网覆盖、减少硬化面等措施，创建生
态文明标段。

截止目前，项目部迎接各单位前来
观摩学习交流6次，展示了企业形象，起
到了“示范引领”作用，也为铁路建设标
准化管理推广贡献了一局力量！

（通讯员 闫昆）

合新铁路安徽段站前五标

画好施工生产与标准化建设的同心圆

中铁一局广州分公司承担的莞番高速公路6标段项目，目前已进入施工冲刺阶段，吹响了大干快上、奋力完成节
点目标的集结号。（东）莞番（禺）高速公路6标段全长4.3公里，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境内。广州分公司莞番项目施工重
点工程是石龙坑1号特大桥为双层桥。上图为特大桥施工现场全景。 通讯员 王冬生 蹇勇全 摄影报道松山湖大桥1号墩“0”号块穿钢绞线。

本报福建厦门讯 中铁一局城轨公
司承建的厦门电力与清水进岛隧道项目
J8 竖井正式 3 月 13 日进入实质性施工阶
段，吹响了本岛段施工大干的“号角”。

厦门电力与清水进岛隧道土建工程
全长约6千米，是目前国内最长的过海综
合管廊项目。J8竖井原设计采用明挖法+
顶管法施工，面临主干道多次交通导改、

雨水箱涵改迁、“大直径+长距离+曲线
段+硬岩”顶进等施工难点。项目部主动
提出将顶管变更为盾构工法，经过多方沟
通协调，利用本工程线路与规划地铁线路
有冲突，经主管单位及市政府会议审议通
过实现工法变更，促进了项目管理效益提
升的同时也极大的降低岛内段施工风险。

（通讯员 马航旭）

国内最长过海综合管廊项目有序施工

莞番高速公路施工冲刺

中铁一局三公司承建的梧州综合管廊项目南梧大道3月10日通车。南梧大道属
于梧州市城市主干路，该路段的开通，不仅缓解了苍海大道的交通压力，同时缩短了
通往梧州南站、西江机场、藤县的距离，为满足民生之需、促进城市提质增效，带动经
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工程自2022年4月启动建设，项目部克服各方面困
难、积极推进、狠抓施工，仅用11个月便完成建设任务。通讯员 张梦真 摄影报道

本报巴基斯坦拉合尔讯 在中铁
一局巴基斯坦拉合尔橙线项目顺利运
营两周年之际，3 月 13 日，项目运营管
理方北方-广州地铁联营体给中铁一局
和拉合尔橙线项目部发来感谢信。

信中对中铁一局巴基斯坦拉合尔
橙线项目部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和专

业精神点赞，并对整个团队运营期间的
出色表现表示感谢。项目运营期间，项
目部人员始终秉持务实高效的原则，克
服安全风险和疫情等多重困难，全力配
合项目运营管理方完成各项运维保障
工作，确保了橙线项目平稳安全运行。

（通讯员 李德鹏）

中铁一局巴基斯坦拉合尔橙线项目

收到北方-广州地铁联营体感谢信

中铁一局五公司参建的青岛地铁6号线二期项目部近日各项工作快速有序推进，全线
第一家完成建点、第一家开工的工区，实现了“跑步进场，先声夺人”的良好开端，受到业主
和公司领导的肯定。图为工人正在绑扎钢筋。 本报记者 牛荣健 通讯员 李向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