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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线传输接入网采

设备，接入既有程控、既有
办公系统。
中心站新设传输、接入
网管系统及网管复示终端各
1 套。
该项目合同工期 50 天，

用光缆传输，以链型方式组
网，全网共 6 个站点。
传输系统各站新设

计划于 12 月底设备安装调
试完成，具备开通条件。

SDH 622Mb/s 车站设备，

该项目的成功中标，既

利用站间既有光缆构成链

是对我公司铁路专网通信建

型 1+1 MSTP 传输系统；接

设能力的肯定，也体现了公

入网系统各站新设 GPON

司在铁路、轨道交通行业通

ONU 设备，经过分光器后

信项目中的竞争优势和综合

汇聚到中心站 GPON OLT

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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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砚高速项目掀起建设新高潮
蒙文砚高速公路取消省界收费站项目掀起了新的建

绥延高速项目全面展开调试作业
现阶段，绥延高速项目已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主

设高潮，该工程所涵盖的三大系统都有极大进展：一、主

管领导多次跟班作业，
现场检查施工安全，
指导施工技术，

线 ETC 门架系统：硬件安装及单机调试全部完成。目前

分析施工难点，
提出应对措施，为现场施工人员排忧解难。

正紧张有序的开展与云南省联网中心及交通部数据中心

该项目所包含道路监控、指示、控制系统及隧道应急

的联网调试工作；二、车道覆盖改造系统：车道机电设备

电话与有线广播、控制系统等设备安装工作全部完成，干

安装及单机调试全部完成，正在配合联网调试；三、入口

线光缆接续全部完成，收费站至绥德西中心控制机房光路

治超系统：全部设备安装完成，正在进行单机调试，计划

测试完成，为整个系统调试创造了基础条件。

下月初开始组网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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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期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公司调配多名技术人员
前往现场，分为四组展开调试作业，截止 20 日，隧道光
电标志、车道指示器、情报板、微波亮度仪单机调试均完
在紧张的施工中，项目部所有施工人员，能主动学习，
积极沟通，严格按照业主要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优
质、高效的完成施工任务，给业主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蒙文砚项目部 刘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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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80%以上，隧道紧急电话单机调试完成 50%以上，摄
像机单机调试完成 20%以上。
在加快单机调试进度的同时，项目部做好了全力开展
系统联调联试的准备工作，全力以赴保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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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安迁改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
目前，阳安线光电缆迁改项目勉县至勉西段顺利完工。
施工前期，公司第二项目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勘
查，对既有光电缆径路进行摸排确认，在重要部位做醒目
标记，现场绘制勘查径路图，分析施工重点难点，提前协

通信铁塔迁建工程顺利通过验收
新建银西铁路（陕西段）站前工程 YXZQ-3 标段通信
铁塔迁建工程是对影响新线建设的西平铁路乾县车站通信
铁塔进行迁建、拆除及倒接施工。

调相关单位现场确定方案，为后期合理安排施工计划、保
证施工进度提供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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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主要是在临近西平铁路既有线进行通信铁塔基础
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提前探挖缆沟，保证地下既有
光电缆安全的情况下，开展缆沟开挖作业。缆沟开挖、光
电缆敷设和接续、线路警示标志埋设等作业严格按照铁路
通信工程相关施工规范要求进行，确保施工质量符合要求。
同时安排专人负责配合铁路、电信运营商、广电等单位进
行光电缆割接作业，保证项目关键工作顺利实施。

开挖、钢筋机构绑扎、支模、浇筑，铁塔组装、天馈系统
安装及业务倒接。施工期间，项目部严格按照施工方案，
把控各工序施工质量，合理组织劳动力、施工机械设备等
资源，积极落实施工进度计划的执行情况，及时解决施工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安全高效完成施工任务。
11 月 14 日，天馈系统倒接完成，顺利开通。11 月 20

该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凝聚了第二项目部的团队力

日，项目负责人与站前施工单位、通信段相关负责人对该

量，部门成员各司其职，奋勇向前，为按期完成整体工程

工程进行了竣工验收，一致认为工程质量合格，符合验标

建设助力。

要求，可以交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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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最佳员工表彰

冬季安全注意事项
进入秋冬季，气温逐渐降低，空气干燥，雨雪雾等极端

在阳安线光电缆迁改

工作，独立作业能力和施工

天气增多是引发车辆、人身、火灾事故的高发时段，为了消

项目施工中，惠涛涛尽职尽

组织能力均有显著提升，为

除各类安全隐患，避免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公司安全生产工

责、不辞劳苦、与人为善，

项目顺利推进贡献自己的力

积极与业主及施工队伍协

量。

作稳定有序，冬季施工安全注意事项如下：
用电安全：电气线路、设备的使用必须符合防火要求，
严禁超负荷使用，严禁私拉乱接电源插板，严禁使用破损、
电源线裸露的电源插板，严禁电源插板串接使用，对老化电

调沟通，有效推进了施工生
产进度。

源线路、插板应及时更换。
安
质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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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及交通安全：驾驶人员加强冬季驾驶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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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掌握冬季驾驶过程中常见问题的处理方法，为车辆
装备必要的防冻装置，冰雪区域作业车辆，必须配置防滑链，
做好车辆保养工作，及时进行检查维护，以免气温下降时造
绥延项目部 李召哲

成启动困难。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

现场施工作业安全：注意个人保暖防寒防风，穿戴冬
季防护用品，冬季作业时必须穿防滑鞋，防止滑倒跌伤，雪
天高处作业时，必须及时清理干净影响作业的冰雪并采取防
滑措施。
根据天气变化和现场实际，认真排查安全隐患，提前做
好安全预防准备工作，确保冬季施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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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目部 惠涛涛

少年”，希望他们在正青春，

在绥延高速项目施工

正拼搏之际，敢于与时间赛

中，李召哲认真负责、团结

跑，不断充实和挑战自我，

同事，在做好现场管理工作

向更高更远的目标迈进。

的同时，积极参与施工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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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员工入职培训

心得体会

迎着“金九银十”的校园招聘热潮，公司受邀参加西

蒙文砚高速公路 ETC 改造工程开工以来，参与建设

安翻译学院、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的全体成员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完成施工建设中的每一

等院校秋季招聘会，公司相关招聘人员前往参加。

道工序，面对未曾遇到的难题，大家团结协作，迎难而上，

通过严挑细选、层层选拔，最终择优录用四位新员工
加入我们的团队。11 月 16 日，企管部相关人员对新员工
进行了入职培训，从公司概况、管理制度、企业文化及通
信工程技术、安全、质量全方位培训，让新员工对自己所
学的所做的工作有了更加具象的理解，除此之外，对于新
员工比较关注的薪酬结构、职级晋升等方面做了清晰的讲
盛
泽
文
化

解。

入职培训好似一个窗口，是新员工们了解公司、融入
公司的一个重要通道，公司为新员工提供了发展平台，鼓
励支持员工的职业成长。希望新员工通过此次学习，能够
尽快融入工作团队，在工作岗位上实现自身价值，积极进
取，跟随公司发展的脚步，协力同心，共圆梦想。

时刻彰显“盛于合，泽于众”的企业精神。
我通过在蒙自带领工队进行 ETC 门架基础开挖、绑
筋、支模、测量、浇筑、养护等施工作业，盯控现场安全
防护，加深了对项目建设诸多工序及业务知识的理解，在
项目经理和同事的指导帮助下，逐渐提升了自身的技术和
施工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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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铁还需自身硬”，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严格
要求自己，认真总结此次施工经验，吸取教训，增强全局
意识，施工中充分考虑多种因素，做到未雨绸缪，有的放
矢，稳步推进工作计划，不辜负公司对我的期望。
第一项目部 刘凡

企管部 闫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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