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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育林到中东分公司召开党员座谈会
本报讯 11 月 15 日，公司党委书
记、
董事长张育林到国际工程公司中东
分公司召开党员座谈会，
要求全体党员
提高对党建工作的认识，以党建促工
作、
以工作促党建。
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
经理李炳汉，公司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
柴付才和中东分公司全体党员参会。
张育林听取了中东分公司关于生

产经营状况及党建工作的汇报，并代表
公司党委对奋战在海外一线的职工表
达了诚挚的问候。
张育林要求全体党员要从根本上
提高对党建工作的认识，发挥模范带头
作用，敢于担当，不遗余力推动项目尾
工工作，妥善处理争议问题，尽早取得
完工证书。中东分公司党支部要把党建

工作和项目经营工作相结合，以党建促
工作、以工作促党建，不断创新开发新
的工作思路；全体员工要做好经验总
结，充分认识不足之处，努力提高团队
管理能力和个人实战能力，加强对项目
经营工作管控，为公司国际业务发展贡
献力量。
（程剑宇）

西安市西延路和西影路高架桥胜利通车
本报讯 丝路耀辉
煌，
古道添新貌。11 月 20
日，
西安市曲江区的西延
路和西影路口彩球高飞，
庆祝通车仪式的红色标
语：
“奋力追赶超越，建好
品质西安，铁军铸金桥，
造福一代人”高挂，简洁
端庄的庆祝通车仪式的
彩门喜庆吉祥，由中国电
建西安总承包部承建的、
西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
西安市人民高度期盼
的西延路和西影路高架
桥今天胜利通车。
上午 9 时 40 分许，西安市委常委
聂仲秋宣布了通车令。
聂仲秋与参加通车仪式的领导共
同按动了象征通车的水晶球。令人激动
的时刻，车辆缓缓驶上崭新的宽敞大
道，大家怀着喜悦的心情，纷纷走上大
道，感受通车仪式的豪情。聂仲秋高兴
地对大家说：
“好路，
高质量的路！”
市政府副秘书长王西京主持通车
仪式。西安市建委党组书记、主任苗宝
明；市建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高省安，中
电建路桥集团副总经理张增伟，水电十

☆★☆ 11 月 22 日，甘肃省委常委、兰州
市委书记李荣灿一行到公司制造安装分局承建
的兰州水源地项目 TBM2 标段调研。李荣灿一
行查看了兰州水源地 TBM2 标段施工现场，认
真听取了项目进展汇报，着重了解了项目目前
存在的主要问题。李荣灿强调，
兰州市水源地项
目完工通水对兰州人民生活及城市供水有着重
要意义，
各相关单位要加大工作力度，强化施工
组织，在抓施工进度的同时，做好项目安全文明
施工，保质保量加快建设，力争早日建成水源地
工程，使之发挥作用。
★☆★ 11 月 21 日，电建股份公司董事
陈元魁、
裴真，独立董事徐冬根、栾军、戴德明等
一行深入水电三局承建的南欧江一级电站施工
现场调研。调研组一行实地察看了一级电站施
工形象面貌及各项工作情况，在听取了项目概
况、
进展情况介绍、了解电站参建方队伍建设与
资源配置情况后，对南欧江一级电站安全、质
量、
进度等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自南欧
江一级电站开工以来，
项目部始终以打造“样板工程、窗
口工程、景观工程”为目标，秉承水电铁军敢打硬仗、能
打胜仗的优良传统，
坚持高质量要求、高标准建设、高效
率推进，
多次受到各级检查组、
调研组好评。
☆★☆ 11 月 21 日，陕西省建设工会副主席荣益
龙一行到公司基础建筑分局昆明池项目开展以
“往职工
中走、往心里做、
往实处落”
为主题的调研座谈会。本次
调研座谈开展扎实有效，
从不同角度听取了职工的真实
心声，为工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活力与动力。省建设工
会将继续努力推进，落实广大职工的合理需求，从职工
的根本利益出发，切实做好职工的“娘家人”，进一步更
好的服务职工。
（杨明旭 闫恺 安海燕）

PPP 项目，迈出了城建投融资
体制改革的第一步。现在实施
的西延路、昆明路、新兴南路
等快速路，建成后可实现二
环、三环在西南、正南、东南三
个方向的快速连接，改善区域
交通。
西延路高架桥作为西安
市南三环新的主干枢纽，它的
建成通车，将为西安市的城市
发展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西安
日报、西安电视台及陕西省等
众多媒体也到现场对西延路
和西影路高架桥通车进行了
五局总经理王国强，
水电三局副总经理 报道。同时，出席通车仪式的单位还有
王琪等领导参加了通车仪式。
市有关部门、各区政府、社会资本方、设
西安市昆明路及西延路工程 PPP 计单位、
施工单位。
项目总承包部、中电建西安建工建设发
（李国欣 陈俊 文刀 报道 / 摄影）
展有限公司、设计、
监理等人员、参建单
位、组成的方阵整齐划一精神抖擞。
苗宝明在通车仪式上讲话时说：
西延路建成通车，象征着西安城建已经
本报讯 11 月 27 日上午，由公司工程科
据悉，本次培训将项目总工程师培训和分
迈入了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高速轨道，
技部、人力资源部举办的 2018 年总工程师培 局总工程师培训合并举办，培训为期 4 天。课程
迎来了广阔辉煌的发展前景。西延路项
训在公司总部举行。来自公司各单位及项目部 内容丰富，专业种类较多，特邀长安大学教授、
目于 2016 年 9 月正式开工，历经 26 个
的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工程部主要负责人、 专利事务所专家和公司内部专家进行授课。内
月，今天正式通车，揭开了西安城建史
技术骨干、
科技主管等 50 余人参加了培训。
容包括桥梁施工技术、专利申报、科技管理相关
上崭新的一页。是西安首批基础设施
公司总工程师王鹏禹在讲话中指出，近年 知识、施工质量管理及优质工程奖申报、开挖施
来，随着公司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各施工领域 工技术、TBM 施工技术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项目对总工程师的人才需求不断增加，储备丰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富的技术人才是迫切的需要。此次培训制定了 精神，
此次培训还安排了党课的专题学习。
以来 3 次大塌方、1 次大涌水，特别打赢 丰富而专业的课程，参培人员要抓住机会，认
培训结束后，
公司还将组织统一考试。此次
这一仗，不仅展现了公司第四分局 KS 真学习、互相促进，尽快成长为优秀的总工程 培训为提高总工程师专业素质和科学管理水平
项目建设者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的品质 师人才，
为适应公司发展做好准备。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张锐）
精神，
也验证了公司 TBM 较强的施工实
力和较高的管理水平，受到 EH 建管局
领导和该标段内其他参建单位的一致
好评。
本报讯 11 月 16 日，老挝南公 1 水电站 导流洞单位工程等节点工期目标。本次提前完
2017 年 从 9 月 22 日 至 10 月 22
机械轰鸣，彩旗飘扬，项目顺利实现大江截流， 成大江截流，是项目完成的又一个合同里程碑
日，项目部仅仅耗时一个月，就顺利完
业主、监理、设计和项目部全体人员共同见证了 节点，
对项目进入一枯施工具有重要意义。
成洞内 TBM 设备组装任务，创造了“三
这重要一刻。
截流工程完成后，工程将进入大坝基坑开
局速度”
“KS 速度”
新纪录，
为此，
业主第
当日上午 9 时，在业主项目经理的一声令 挖及坝体填筑阶段，
力争明年 5 月 31 日坝体达
6 次向公司发来贺信。
（程永平）
下，10 台自卸车有序地进入戗堤，将准备好的 到安全度汛条件。
石料倒入龙口区域，2 台推土机双向跟进，一鼓
（程启富 / 报道 王志山 / 摄影）
作气，连续高强度抛填大块
石，短短半个小时即完成合龙
设计地质提供的超前地质预报进行超 施工。
前支护施工，确保现场开挖掌子面的稳
老挝南公 1 水电 站 位于
定。通风兼安全洞自 2017 年 5 月 15 日 老挝南部的阿速坡省的南公
开工以来，项目部上下通力协作，科学 河上，电站总装机容量 160 兆
合理调配施工资源，
克服了地下围岩破 瓦。首部枢纽系统标段由公司
碎、裂隙发育、顶拱塌方、地下水位以下 第二分局承担。
施工作业、围岩裂隙水发育、掌子面涌
自开工以来，在公司、分
水较大、炸药供应不及时、设计图纸频 局的大力支持和正确领导下，
繁变更等种种不利情况和因素，历时 项目部重履约，守信誉，面对
18 个月完成了全部开挖施工任务，确 诸多困难和重重考验，提前谋
保了通风兼安全洞里程牌节点工期的 划、精心组织、合理安排，提前
顺利实现。
（程永平 李平）
完成了首部枢纽施工桥工程、

公司举办 2018 年总工程师培训班

业主信贺新疆 KS 项目成功封堵突涌水
本报讯 公司第四分局新疆
YEGS 二期输水工程 KS 段 II 标项目
部自 9 月 6 日遭遇突涌水，11 月 3 日
成功封堵突涌水，11 月 7 日 TBM 再次
掘进，同日，获业主新疆 EH 流域开发
工程建设管理局喀腊塑克隧洞管理处
贺信表扬。
《贺信》说：
“向贵公司奋战在封堵
一线的全体建设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和
诚挚的感谢！”11 月 21 日，该台 TBM
创造了日进尺 40.91 米的好成绩。
业主贺信指出，2018 年 2 月 5 日

新疆阜康抽水蓄能电站主体工程开工
本报讯 11 月 15 日，随着一声炮
响，
公司第四分局新疆阜康抽水蓄能电
站的第一个里程碑节点如期完成——
—
通风兼安全洞安全开挖至设计桩号，这
也意味着新疆阜康抽水蓄能电站的主
体工程施工正式开始。
在施工过程中，项目部战严寒、斗
酷暑，多次处理塌方，并在不良地质条
件开挖中严格执行“短进尺、弱爆破、强
支护、勤量测”等
下洞室开挖支
本版编辑 张 锐 地
护措施，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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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南公 1 水电站提前实现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