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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获评 2018 年工程建设行业信息化集成应用典型案例

KS

本报讯 11 月 16 日至 17 日，第
十四届工程建设行业信息化高峰论坛
暨 信息 化 成果 展 示交 流 会在 郑 州举
“2018 年工程建
办。公司协同平台获得
设行业信息化集成应用典型案例”荣
誉，公司总经理周孝武受邀参会并作
交流发言。
近年来，公司在转型升级和结构
调整的基础上，通过建设和应用综合
项目管理系统，实现两级总部面向项
目的协同管理，有力提升了企业项目
履约能力建设。
“十三五”期间，公司以

本报讯 日前，
公司第四分局新疆 KS 段 II
标喜获业主贺信一封。业主方高度肯定了公司
的施工能力，特向为奋战在封堵一线的全体建
打造全过程、综合型工程公司为方向， 越”的企业理念，不断提高企业生产、经
设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感谢。
公司的信息化紧紧围绕构建“三商三 营、管理、决策的效率和水平，从而实现
贺 信 说 到 ， 公 司 所 承 建 的 KS 段 II 标
局”战略格局，继承和发展信息化建设 企业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TBM1-1 隧洞在 2018 年 9 月 6 日掘进至桩号
以市场、
项目和协同为中心，以实
成果，
本次会议由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
3+887 处时遭遇突涌水，
TBM 被迫停机。此次突
现全产业链业务贯通为重点，优化 PRP 会主办，
《施工企业管理》 杂志社承办。
涌水水量大、压力高、出水点不集中等特点致使
应用，探索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 ERP， 会议以“求实融合突破”为主题，分享和
封堵非常困难，但最终于 11 月 3 日成功封堵，
辅助公司实现集团
“三个标杆”
企业。
交流信息化应用于企业决策、职能部门
可喜可贺。
并顺利步进，
周孝武在发言中分析了企业信息 管理、项目现场管控、新技术应用、新模
两个月来，
公司高度重视，派出专家组常驻
介绍了公司信息化建设 式推广等多个层面的发展成果。来自相
化与管理变革，
KS 项目一线，指导涌水处理工作，为封堵涌水
现状、信息化建设主要成果，以及对企 关行业协会、施工企业、IT 服务商等近
出谋划策，
提供了强大的技术保障。项目领导、
业信息化建设的感悟。周孝武表示，水 3000 余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工程技术人员及专职安全员不分昼夜 24 小时
电三局将继续秉承“自强不息、勇于超
（张锐 李晨）
轮流值班，
全体员工充分发扬电建人“自强不息
不怕累，保障了
勇于超越”
的企业精神，不怕苦、
封堵工作顺利完成。
这次突发事件的成功解决不仅展现了公司
监理在贺信表示：
利实现，并提前 5 天 发！业主、
相信在水电
KS 项目建设者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的品质精
完成合同节点表示热 三局的正确引领下，项目部能够理顺管
神，也验证了公司较强的施工实力和较高的管
烈祝贺。
理思路、克服困难、顽强拼搏，完成后续
理水平，受到额河建管局领导和该标段内其他
贺信称赞道：自工程 各项节点目标及建设任务。
参建单位的一致好评。
开工以来，导流洞工 此次收到业主监理的联名贺信，是对项
最后贺信中提到，希望项目部全体建设者
程实现进出口明挖及 目部付出的一种肯定，也是对项目部的
团结奋进的优良作风和精神，进一
继续发扬吃苦耐劳、
洞挖、混凝土浇筑、截 激励与期望。项目部将再接再厉、勇于
步加强工程管理，坚持精细化施工，创先争优，奋力拼
流阶段验收等建设性 挑战，再创佳绩，为展现公司良好信誉
搏，
再创佳绩，
圆满完成全部工程建设任务！
目标，截流目标的实 而努力。
（折园园）
现是项目部克服各种
（毛应丽 / 报道 王志山 / 摄影）
困难险阻、战胜
“7.23”洪 水 ，精 心 施
工、顽强拼搏的结果，充分展现了公司
本报讯 11 月 14 日至 18 日，在河北丰 能发电有限公司应邀参加。
良好的实力、
形象和信誉。
各单位参编人员通过 4 天紧张的编审会
新征程，筑梦南公再出 宁抽水蓄能电站召开了《水电水利工程斜井压
扬帆
“一带一路”
《水利水电工程 议，对四项行业标准的初稿中的内容逐条逐句
力钢管溜放及定位工艺导则》
竖井压力钢管吊装工艺导则》
《水电水利工程 的进行了充分而认真的讨论和细致的修改完
施工机械安全操作规程自动焊机》
《水电水利 善，形成了四项标准的意见征询稿，顺利完成了
工程施工机械安全操作规程自动火焰切割机》
任务。
进行改造升级后，才满足架设要求，此
四项电力行业标准的第三次编审会。
编审会的完成，标志着标准编制工作又完
在陕西省属于首例。
会议由公司主办，
河北丰宁抽水蓄能有限
成一项重大节点任务，有力的推进了四项标准
为确保架梁顺利，项目部精心组
标准参加单位江苏国信溧阳抽水蓄 的后续工作。
（廖钧）
织，合理调配人员和机械设备，细化分 公司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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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南公 1 水电站截流获业主监理联名贺信

本报讯 11 月 16 日，公司收到业
主、监理发来的联名贺信，对公司第二
分局承建的南公 1 水电站河床截流顺

公司主编四项电力行业标准编审会在丰宁项目召开

国道 310 项目渭河特大桥梁体架设全部完成
本报讯 11 月 25 日，随着一声
哨响，履带吊的吊绳缓缓松开，渭河特
大桥最后一片 T 梁成功架设，标志着
渭河特大桥 T 梁吊装圆满完成，大桥
左右幅实现贯通，为桥面系及附属工
程施工的全面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渭河特大桥 50.6 米预制 T 梁为
国内非标准 T 梁，梁长 50.6 米，梁高
2.8 米，梁重约 206.9 吨，属于陕西省
重
内最长最重公路桥梁。由于跨径长、
量大，在国内常规公路桥梁架桥机中
均无法架设，架桥机架设困难，经项目
部与架桥机厂家技术攻关，对架桥机

工，召开技术交底会和安全专项教育，
责任明确到人，现场技术员和安全员全
程监督检查，严控每个施工环节，使安
全质量在可控状态下，
持续向前推进。
目前全桥 T 梁顺利架设完成，是项
目部开展“大干 100 天”劳动竞赛以来
取得的突破性成果，为完成特大桥年底
施工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国岭）

济南丹桂路综合管廊首仓顶板混凝土浇筑
本报讯 日前，路桥分局承建的
济南创新谷项目丹桂路综合管廊首仓
顶板混凝土开始浇筑，管廊主体封顶
混凝土施工逐渐展开。
为 确 保 首 仓 顶 板 混 凝 土
DGK3+700-DGK3+725 顺 利 浇 筑 ，项
目部在施工前对施工队伍从支架搭
设、止水及埋件安装、模板加固等各个
环节进行了详细的安全、技术、质量交
底，
确保现场规范施工。
顶板浇筑过程中，技术、质量管理

人员蹲守现场做技术指导，作业人员及
时对入仓的混凝土进行平仓振捣，同时
对仓内钢筋、埋件及模板安装情况进行
防止发生移位、变形现象。
实时监控，
项目部坚持“质量第一”的管理理
念，从材料供应、钢筋绑扎、模板埋件安
装到混凝土浇筑实行全过程管控，将标
准化施工应用在每一道工序上。此次首
仓顶板混凝土浇筑的顺利完成，为项目
后续结构施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夏新波）

白河水电站项目召开“大干 40 天”动员大会
本报讯 11 月 21 日，第一分局白
河水电站项目部组织全体参建队伍召
开了“大干 40 天·确保 2018 年度混凝
土浇筑总量达到 30 万立方米”目标劳
动竞赛动员大会。
会上，
项目部对本次劳动竞赛提出
了具体要求：一是项目要成立“大干 40
团结一致，明确
天”
劳动竞赛领导小组，
加强管控；二是各工区
职责，
落实责任，
作业队确保各种施工设备、人员在 25
日前配备到位，满足两班导施工要求，
加强自身施工组织管理，要有紧迫感，
责任感；三是实行周计划考核制度和奖
励激励措施；
四是设备物资部门提前落
实好各施工作业面所需材料和物资，针
对工地现场各家材料用量及新旧程度，

将旧模板和架管回收利用，提高材料完
好率、利用率；五是生产调度部门要根
据各工作面施工强度要求，结合工作实
际，加强施工进度控制，加强现场施工
管理，合理安排施工人员、机械设备，做
六是质量部门严格按设计
好工作协调；
图纸及规范要求进行备仓，做好浇筑工
程中混凝土振捣工作，
收面后及时覆盖
七是加强安全施工监督管
保温材料等；
理，
做好安全巡查工作，现场文明施工。
会议最后，
项目经理徐鲁成鼓舞全
体参建人员要以扎实的作风、饱满的热
情、
坚定的信心，
团结一致、继续发扬水
电人的精神，为实现“2018 年度混凝土
浇筑总量达到 30 万立方米”的施工目
标而奋勇拼搏。
（李洁）

西安线缆落地项目获杭州市地下管道开发有限公司好评
本报讯 11 月 22 日下午，杭州市地下管
道开发有限公司在西安市地下管网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陪同下到访中电建品质西安线缆落
进行施工技术与管理
地酒十路项目施工现场，
交流，各方通过相互交流和学习，实现优势互
补，
共同促进线缆落地的未来发展。
到访团对酒十路进行了现场实地查看，并
就顶管施工工艺流程、
过程质量控制等项目管
理、
技术方面问题进行了交流互动，同时，到访

团介绍了杭州市线缆落地实施模式，操作方法
等事项，
给予了市管网公司、
项目部很大启发。
通过现场查看、相互交流、翻阅项目工程施
工形象资料，到访团对项目部精心组织、精细计
划、合理安排、科学施工的管理工作给予好评，
并将对项目施工过程中管理方面的亮点工作借
鉴学习，同时预祝公司在西安基础设施建设市
场领域稳步发展，
取得更辉煌的成绩。
（李杏杏）

中开高速公路项目首榀预制箱梁架设完成
本报讯 11 月 26 日，由路桥分局承建的 梁工作顺利展开做充足准备，为顺利完成首片
中开高速公路项目首榀预制箱梁成功架设，标 箱梁的成功架设提供了保障。
志着工程实体施工迈入新阶段。
（康小龙 / 报道 屈青龙 / 摄影）
此次架设的预制箱梁跨径 30
米，自重 110 吨，采用 2 台 100 吨、
跨径 40 米的跨墩龙门吊架设。为
顺利完成“首梁”架设任务，项目部
召开了技术、安全技术交底会，积
极动员部署，严格落实架梁方案和
应急措施，梁场人员分工负责对存
梁区运梁顺序、起吊作业位置选择
及架梁通道进行了细致的隐患排
查，总承包部及监理单位提前到
场、现场督阵，并对架梁、运梁质量
安全控制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为架

镇安抽水蓄能电站 1 号施工支洞开始进洞施工
第一
本报讯 11 月 17 日，
随着一声巨响，
分局承建的镇安抽水蓄能电站 1 号施工支洞
放响进洞施工第一炮，标志着镇安项目 1 号施
工支洞进洞工程正式开工，为工程快速推进打
开了局面。
1 号施工支洞总长 336.51 米，1 号支洞岔
洞全长 196.46 米，
土石方明挖总量为 65200 立
方米。由于 1 号施工支洞原设计进洞位置处于
两沟夹山部位，覆盖层较薄，且岩石风化严重，

经项目部与业主、监理、设计单位积极联系，至
现场查看和精准测量，对进洞位置推后 17.5
米，并对原边坡支护形式进行加强。为使爆破施
工安全、
有序进行，项目部在爆破前一周召开了
爆破预备会，联合业主、监理爆破施工做了详细
安排，
确保了此次爆破任务的顺利完成。
1 号施工支洞开工为上库工作面总体规划
迈出扎实的一步，同时也为关键线路上斜井的
开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谢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