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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西、神大线数据通信网接入车间班组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2019 年 7月 30 日至 31 日，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

程管理所组织集团公司计统部、

电务部、科信部、西安通信段、

西延公司及设计、监理、施工、

厂家、设备管理等单位对我单位

承建的包西、神大线数据通信网

接入车间班组建设工程进行竣工

验收。

验收组成员一行深入工程现

场，从外部观感、施工质量、工

程完成情况等各个环节进行

了细致检查，经核查验收，综

合评审，验收组形成一致意

见，认为该工程严格执行现行

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条文，竣工

验收程序符合要求，工程质量

达到验收标准。

该项目验收的顺利通过，

为真正实现铁路班组管理简

捷化，标准化、规范化、信息

化提供了基础条件，使西安局

集团公司的运输生产和经营

管理得到端到端的保障，为全

面实现“智慧铁路”奠定了坚

实基础。

安全管理

1、高速公路沿线施工作业须知....................................................................(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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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7月 23 日，西安通信段高铁办对我公司实施的高铁基

站铁塔地面整修工程进行了验收。

该工程主要对西安动车所公安楼、大西、郑西高铁沿线六处基

站及铁塔院落地坪塌陷、地面裂缝、墙体开裂等情况进行整修。

施工人员严格按照施工方案，对塌陷地坪、开裂及塌陷墙体进

行拆除，依据规范要求进行场地平整、回填夯实、混凝土硬化、台

阶及墙体恢复等整修作业，对翻修后墙体顶部安装高刺铁丝网，施

工过程中，项目负责人及时了解施工进度，把控各工序施工质量，

并要求施工人员定期对完成浇筑的场地进行排水及沉降观测，确保

施工质量符合技术标准要求。

该项目的验收完成，为大西、郑西高铁基站的通信安全提供了

有力保障，为我公司房建施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中通信车间环境整治项目完成

汉中通信车间环境整治项目

主要包括门窗更换、线路整修、

围墙翻新、室内及伙食团整修等。

施工前，项目经理与车间负

责人详细沟通，明确施工范围及

施工方案，在车间管理人员的配

合下，将不易挪动的办公家具、

材料机具等进行分类堆放、集中

遮盖；施工中，作业人员严格把

关材料质量，妥善保护施工现场

周围设备管线不受损坏，做好各

项质量检查，对已完工程做好成

品保护，保持施工现场环境整洁；

施工完成后，西安通信段办公

室及汉中车间组织对该项目进

行了验收。

该项目的顺利实施，为我

公司在装饰装修工程方面积累

了诸多经验，公司下一步将以

此为契机，将每项类似工程做

细、做好、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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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砚高速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开工建设

根据国务院关于《2019 年底取消省界高速公路收费站》文件

要求，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所属云南资管分公司决定实施蒙文砚高

速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7 月 26 日，我公司所承建该工

程蒙自至马塘段项目顺利开工。

该工程分为 ETC门架建设、分中心及收费站改造和 ETC车道

覆盖两个分项工程，在施工工期紧、安全风险大、质量难点多的

情况下，公司积极响应中交集团要求，安排人员提前进场，完成

各项审批手续，提前开展安全技术教育并组织材料及工器具进场，

为工程按期开工奠定基础。

该工程建成后，将在深化收费公路改革制度，提升城市综合

交通运输网效率起到积极作用。

系统集成部 刘龙龙

高速公路沿线施工作业须知

近期，公司承揽的高速公路沿线施工项目较多，为充分保证

施工安全，践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管理方针，项目部施

工作业期间应注意以下几点内容：

（1）施工人员穿戴反光标志服，作业机械必须按照标准涂以

枯黄色，并按标准安装黄色警示灯；

（2）施工时，应通过公路管理部门利用高速公路可变情报板

等手段发布道路施工消息，提醒过路车辆注意施工情况；

（3）施工区与通行区采用移动式隔离护栏、围挡板以及锥形

标进行严格分离，摆放防撞桶，防止车辆不慎误入，保证施工安

全和交通安全；

（4）安全设施布放应从上流开始顺车流方向布置，其中锥形

交通标志的布设间距为 4-5m；安全设施的撤除应从施工区的末端

开始逆车流方向撤除，若为半幅封闭施工作业，则应先开放施工

封闭区交通后再进行安全设施的撤除；

（5）在高路堤路肩、陡边坡等路段施工作业时，应采取防滑

坠落措施，注意防备危岩、浮石滚落；

（6）施工人员及车辆机械应在控制区内，不得擅离岗位，不

能随意变更交通控制区或扩大作业区；

（7）工程结束前应将施工现场所有标志和作业设施、材料清

理出场，不准在路面、中央分隔带、路肩、边坡上放置施工机具、

材料及废弃杂物，保证路容路貌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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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最佳员工表彰 新环境 新起点 新未来

7 月 20 日，公司投资近千

万购置的首创国际城25幢A座

17 层办公区正式投入使用，是

我公司发展跨上新台阶的重要

标志。在公司蓬勃发展的大背景

下，充分考虑了公司业务发展致

使业务部门增加及人才队伍扩

充的需求，将进一步改善公司办

公环境，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和

提升员工归属感，拉开了公司宏

伟蓝图的发展序幕！

当日，公司企管部按照拟定

的详细搬迁计划，组织大家展开

办公室搬迁工作。各部室人员对

本部门档案资料进行整理装箱，

项目部搬运人员对各办公室物

资进行清点、整理、编号并装

车，在装卸以及运输过程中，

项目部搬运人员和各部室人员

密切配合，小心谨慎，保证各

部门搬迁物资档案完整送达目

的地，于 7月 21 日全面完成办

公室搬迁工作。

舒适、干净、整洁的新办

公环境需要大家共同维护，从

细节做起，适应新的办公秩序、

培养良好的企业文化，从自身

做起，提高整体能力，以创新

发展为工作思路，与公司发展

阶段相适应，团结一心，分工

合作，用全新的状态去迎接新

征程，创造新成绩。

工程管理部 王腾飞

作为绥延高速机电项目施工负责人，

常盼能够积极与甲方协调沟通，在施工准

备阶段克服多重困难，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在施工现场，他精心组织、科学管理，积

极带领施工人员开展各项工作任务，个人

组织协调能力进步较大，得到项目部成员

的一致认可。

七月份，公司投标项目较多，

王腾飞在编制投标文件过程中，能

够仔细阅读招标文件，精心编制投

标方案，认真细致的完成每一份标

书，同时，他在工程项目资料收集

及整理过程中，认真负责、执行能

力强，有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

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不断的总结经验，加强业务

学习，提高自身综合能力，以对工作高度负责的态度，尽职尽责

地做好本职工作，为公司员工做表率，继续以自己的行动引领身

边的同事，在未来创造更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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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4 日上午 8:30 分，公司召开 2019 年上半年经营分析暨

工作总结会议，公司部门经理以上人员参加会议。

首先，财务部对公司上半年生产经营工作进行总结分析，进一

步明确下半年财务重点工作；随后，各部门经理及主管领导对上半

年工作进行逐一汇报，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提出具体建

议及想法；会议主要就如何加强人才队伍管理体系建设、拓宽市场

项目开发、增强团队凝聚力等议题进行探讨，提出解决思路，最后，

董事长要求，各主管领导会后务必做好会议落实工作，对所提出的

问题及时采取相应解决方法和措施。

会议承前启后，贯穿全年，适时的总结、反思及计划，明确了

下半年的工作目标，为确保公司全年各项目标的圆满完成奠定基

础。

企管部 闫颖

包西、神大线项目开工建设以来，我所在的通信事业部成员恪

尽职守，积极克服诸多不利因素，面对恶劣的施工环境从不退缩，

他们发挥个人特长，勇于承担责任，顺利完成该项目施工收尾工作。

在项目后期，我作为现场临时负责人，独立协调处理相关事务，

刚开始难免会有工作失误，但部门经理从没有过多的指责和批评，

更多的是耐心指导和鼓励，经过半年的锻炼，细心学习他人长处，

改进自己的不足，并虚心向同事请教，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不一样的身份有着不同的体验，忙并收获着，累并快乐着，这对我

而言是最难忘的一次施工经历。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认真总结经验，磨炼意志，增长才干，

努力把工作做到更好。同时，也十分感谢领导对我的帮助和培养，

我会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加快成长的步伐，为公司项目建设贡献自

己的力量。

通信事业部 沈金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