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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列车“赛跑”
以铁的信念和意志筑路

信念是企业和员工为之奋斗的
方向和动力源泉。意志是战胜一切
困难和实现理想信念的精神基石。

银西铁路是连接我省与甘肃、
宁夏的一条重要交通动脉，也是

“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银西铁路陕西段全长176.34
千米，穿平原、跨沟壑、越河流、进
隧洞，施工难度可想而知。地处兴
平、礼泉的茂陵增二线及茂陵西端
货车疏解线共计 31.76 正线千米，
施工环境同样恶劣，既要在文物保
护区范围保护性开掘施工，又要在
既有线路一侧开辟狭小空间作业，
更要保障每天70对客货车的安全
运行，可谓是难上加难。

“路不仅要修好，还要与正常行
驶的列车赛跑。再难也要干！再难
也要上！”这是中铁上海工程局银

西七标项目全体干部职工的心声。
鲜红的党旗飘扬在项目驻地，

班组的党、团、青年突击队员每天
坚守在施工现场。今年31岁的项
目总工张硕家在东北，坚守工地不
分昼夜改方案、跑手续、抢进度，正
月初十年味没有退去踏着冰雪而
来，腊月二十三小年过后冒着严寒
而归，当初襁褓中的婴儿也学会了
走路说话；58岁的质量部长王文毅
还有一年多即将退休，不管风吹雨
淋，不管炎热与否，踏沟过坎蹚河
流，从不叫苦喊累，他的身影总是
及时出现在施工最前线的每一个角
落，默默地为全线的施工质量保驾
护航。如此等等，一幕幕战天斗
地、拼搏筑路的平凡故事在银西铁
路沿线徐徐展开，令人感慨不已。

与同行“竞争”
以铁的纪律和作风铸魂

企业要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就必

须以严明的纪律和严格的制度做保证。
作风是决定企业文化健康与否的关键，
企业文化又决定企业生命的长短。

鏖战银西铁路，星夜施工，安全风
险管控责任重大。结合项目全线穿越
礼泉、兴平两市县19个自然村、近百
个涵洞的施工实际，七标项目部以安
全质量责任制、作业指导书、工序施工
应知应会等对班组长开展有针对性的
分级培训，做到安全质量管理培训全
覆盖。同时班组长与各项目部及时签
订了安全质量责任书和安全质量承诺
书，严格落实班组长安全质量责任，健
全完善了作业层管理制度。

面对施工作业受邻线行车干扰
大、地下管线多等影响，七标项目部
在日常工作中坚持落实“钥匙法”管
理，强行规定每日息工后，机械操作
人员在无人监控下不得动用机械设
备，必须将设备钥匙上交工区经理
手里统一管理。进场施工两年多以
来，没有因一起大型设备施工造成

的设备侵限、挖断电缆等事故发生。
九尺之台，起于垒土！
骨架护坡棱角分明、抗压测试

全部合格、施工沿线整齐划一，面对
沿线其他标段的施工竞争，七标项
目部第二架子队总工张新峰、队长
石福良盯在一线，以钢尺测量数据
做对比，丝毫不留“情面”，工区200
多人时刻不能松懈，干了测，测了
干，不达标拆了重干。正是这种铁
的纪律和作风保证了全员凝心聚力
高质量推进施工，铸就了企业提速
发展、跨越赶超的铁军之魂。

与质量“较劲”
以铁的品质和信誉筑梦

品质铸就品牌，品牌成就企
业。信誉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基。

普通的铁路,高铁的标准。铁路
等级I级、最小曲线半径800米、线路
限制坡度与既有线一致、中桥4座、
箱形桥11座、连续钢构桥72座、涵洞
接长94处等等。高标准的设计时刻
要求沿线施工不能有丝毫差错。

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对于每层
60厘米的路基铺土施工，七标项目部
近乎严苛，虚铺不超35厘米，夯压实
厚不超30厘米，层层要用签子扎厚
度。还有铺轨前对料石的精挑细选等
等，这些苛刻的要求在王文毅眼中就
是施工的常态化要求。“不合格绝不放
过，不达标绝不签字。在铁路施工中，
一丝一毫都不能有差错，施工质量必
须符合国家相关技术指标。”

沿线最后一座孔跨布置为（18+
24+18）米连续钢构，与线路斜交

25°的新
东干渠跨
越灌渠而设，桥台采用单线T形桥
台，桥墩采用钢壁式桥墩。为便于与
两侧路基的衔接，七标项目部和设计
院反复研讨，将梁端做成正交，桥墩和
基础斜置，并于2018年10月8日进行
吨袋预压，达到载荷的120%时，间隔
6小时监测记录各监测点的位移量，相
邻两次监测位移平均值之差不大于2
毫米才算施工成功，并于11月8日冬
季施工前顺利完成浇筑任务。

正是这种近乎严苛的质量管理要
求保证了铁的品质，在多次的红线检
查中，七标项目部所有施工全部合格，
并且在2018年上半年的信誉评价中
获得了较好成绩，完成了既定的目标。

一条路，一首歌；
一条路，一世情。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在战天斗地中，中铁上海工
程局银西七标项目部全体职工用智
慧和汗水谱写出了一曲曲优美的歌
曲；在披星戴月中，他们始终坚持

“七铁精神”，抒写出对陕甘宁三地
美好生活的祝福和向往，更为公司
在紧跟“一带一路”建设发展上书写
新的辉煌梦想！
文/图 袁锋 华丛言 徐克志 田学科

鏖战银西铸精品一条路，凝结着无数建设者
的智慧与汗水；

一条路，见证着数千筑路人
的信念与品质；

一条路，连接着陕甘宁三地
的美好与幸福；

一条路，书写着融入“一带一
路”的辉煌梦想……

冬日的清晨，当寒冷的阳光
初照大地时，位于陕西关中西北
部的银西铁路兴平段（茂陵增二
线及茂陵西端货车疏解线）施工
现场已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工地人头攒动、桥梁钢筋绑扎规
范整齐、骨架护坡整洁美观，防
护人员一丝不苟看护现场。随
着一列列客、货车呼啸而过，施
工进度也在安全有序地向前不
断推进中。

———中铁上海工程局银西七标项目部茂陵增二线施工纪实—中铁上海工程局银西七标项目部茂陵增二线施工纪实

“从 1978年到 2017年，西安
土地面积从 2441平方公里增至
10752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从
95 平方公里增至 683.09 平方公
里，人口规模从 498.1 万增加到
1200余万。”吕健说，在城市综合
交通体系建设方面，2012—2017
年，累计完成 200余项城市道路

综合改造工程，目前已建成公共
停车位7.2万个，铁路北客站、机
场 T3 航站楼建成投用，基本形
成以西安为中心辐射周边省市
的“米”字形铁路骨架和“一环十
二辐射”为主骨架的公路网；地
铁 1、2、3 号线建成投用，4号线
年底将实现通车，地铁三期规划

加紧报批。
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实施了10项水源工程，日供水能
力超过 200万立方米；电、气、热
等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城市污
水处理率和城市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分别达到 93%、98%
以上。

西安召开“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成就”新闻发布会

地铁4号线年底将通车
人口规模从498.1万增加到1200余万，一大批城中村、棚户区完成改造，健全完善了“1+

N”新型社会救助体系……12月6日，西安市政府召开“西安市改革开放40周年成就”新闻发
布会，西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吕健，市建委副主任高省安，市民政局局长王碧辉就改革开放
40年来的成就作了通报。

王碧辉通报说，西安市在不
断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
同时，逐步建立实施了医疗救助、
临时救助、教育资助等制度，健全
完善了“1+N”新型社会救助体系，
使各类困难群体和保障对象，都
能得到救助。

目前，已建立了低保标准自
然增长长效机制，城乡低保标准
全省最高，临时救助最高限额由
过去的8000元提高至15000元，
且同一事由每年可申请 2次；教
育资助本科给予7000元、大专给
予5000元、中专技校给予3000元
的一次性资助；家庭困难高中生

每生每年给予2000元生活补助；
对困难失能老人给予每人每月
260元—390元的护理补贴；殡葬
补贴标准由每人 1000元提高到
了2000元。

深入推进“救急难”工作机
制，在全市172个镇街全部建立了
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窗
口，实行随时受理、及时审核审
批。建立临时救助分级审批制度，
将一定数额的临时救助金审批权
限下放至镇街一级，对急需救助群
众实行先救助后审批，及时有效保
障急难群众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本报记者张艳芳

吕健通报说，去年西安启动实
施“三大革命”、出台“三大新政”以
来，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在全国
率先设立企业家节，积极打造“三化
五最”营商环境，90%的政务服务事

项已实现“最多跑一次”，2017年新
增落户25.7万人，同比增长3.4倍。
市场主体达到101.6万户，是2011
年的2.6倍，成为第7个过百万的副
省级城市。今年又推出户籍新政、

人才新政升级版，截至12月3日，今
年新落户人数已突破73万名，接近
去年全年新增落户数的3倍，新登
记市场主体已突破48万户，大西安
的“人气”和“商气”空前高涨。

“40 年来我们始终把保障
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持续加大民生
投入，切实办好为民实事，努力
让市民群众最大限度地享受改
革发展成果。特别是去年以
来，我们围绕市委提出的破解
民生‘九难’目标，有的放矢地

开展工作，收到良好效果。”吕
健说，目前，全市就业状况良好，
全社会从业人员 596.21万人，比
1978年增加362.87万人。普通高
校从21所增至63所，2017年平均
每万人中就有高校在校生 982
人。 2017年卫生机构床位数和
卫生技术人员分别达到 7.27 万

张、10.45 万人，比 1978 年增加
5.67万张、8.16万人；脱贫攻坚取
得决定性进展，基础设施、“两
房”建设、稳定增收、政策落实、
满意度提升等 5 项“硬指标”及

“两不愁、三保障”涉及的安全饮
水、电力入户等主要指标均已
达标。

交通：4号线年底将实现通车

创新：90%的政务服务实现“最多跑一次”

民生：平均每万人中就有高校在校生982人

“上世纪 80年代以来，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西安从
1981年完成0.36亿元，经过七个

‘五年计划’，到2017年完成投资
677.3 亿元，全市累计完成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3934.6 亿
元。”高省安说，西安已形成“北
跨、南控、西进、东拓、中优”的城
市发展战略，新建了二环路、三
环路、绕城高速、高架快速干道、
改进扩建新建了一大批城市主
干道、次干道和背街小巷人行道
路。2017 年打通断头路 27 条，

2018 年到 2020 年底，计划打通
断头路 120 条，实现断头路“清
零”任务。

1980 年以来，东西南北四
条大街、钟鼓楼广场、书院门、北
院门、顺城巷及一大批城中村、
棚户区完成改造，面貌焕然一
新，生活环境明显改善，对外形
象大幅提升；自 2013 年全市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启动以来，已累
计实施 183个小区，共计 727万
平方米，改善了近 40 万市民的
居住环境。

城建：一大批城中村、棚户区完成改造

救助：健全完善“1+N”新型社会救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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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列车“赛跑”
以铁的信念和意志筑路

信念是企业和员工为之奋斗的
方向和动力源泉。意志是战胜一切
困难和实现理想信念的精神基石。

银西铁路是连接我省与甘肃、
宁夏的一条重要交通动脉，也是

“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银西铁路陕西段全长176.34
千米，穿平原、跨沟壑、越河流、进
隧洞，施工难度可想而知。地处兴
平、礼泉的茂陵增二线及茂陵西端
货车疏解线共计 31.76 正线千米，
施工环境同样恶劣，既要在文物保
护区范围保护性开掘施工，又要在
既有线路一侧开辟狭小空间作业，
更要保障每天70对客货车的安全
运行，可谓是难上加难。

“路不仅要修好，还要与正常行
驶的列车赛跑。再难也要干！再难
也要上！”这是中铁上海工程局银

西七标项目全体干部职工的心声。
鲜红的党旗飘扬在项目驻地，

班组的党、团、青年突击队员每天
坚守在施工现场。今年31岁的项
目总工张硕家在东北，坚守工地不
分昼夜改方案、跑手续、抢进度，正
月初十年味没有退去踏着冰雪而
来，腊月二十三小年过后冒着严寒
而归，当初襁褓中的婴儿也学会了
走路说话；58岁的质量部长王文毅
还有一年多即将退休，不管风吹雨
淋，不管炎热与否，踏沟过坎蹚河
流，从不叫苦喊累，他的身影总是
及时出现在施工最前线的每一个角
落，默默地为全线的施工质量保驾
护航。如此等等，一幕幕战天斗
地、拼搏筑路的平凡故事在银西铁
路沿线徐徐展开，令人感慨不已。

与同行“竞争”
以铁的纪律和作风铸魂

企业要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就必

须以严明的纪律和严格的制度做保证。
作风是决定企业文化健康与否的关键，
企业文化又决定企业生命的长短。

鏖战银西铁路，星夜施工，安全风
险管控责任重大。结合项目全线穿越
礼泉、兴平两市县19个自然村、近百
个涵洞的施工实际，七标项目部以安
全质量责任制、作业指导书、工序施工
应知应会等对班组长开展有针对性的
分级培训，做到安全质量管理培训全
覆盖。同时班组长与各项目部及时签
订了安全质量责任书和安全质量承诺
书，严格落实班组长安全质量责任，健
全完善了作业层管理制度。

面对施工作业受邻线行车干扰
大、地下管线多等影响，七标项目部
在日常工作中坚持落实“钥匙法”管
理，强行规定每日息工后，机械操作
人员在无人监控下不得动用机械设
备，必须将设备钥匙上交工区经理
手里统一管理。进场施工两年多以
来，没有因一起大型设备施工造成

的设备侵限、挖断电缆等事故发生。
九尺之台，起于垒土！
骨架护坡棱角分明、抗压测试

全部合格、施工沿线整齐划一，面对
沿线其他标段的施工竞争，七标项
目部第二架子队总工张新峰、队长
石福良盯在一线，以钢尺测量数据
做对比，丝毫不留“情面”，工区200
多人时刻不能松懈，干了测，测了
干，不达标拆了重干。正是这种铁
的纪律和作风保证了全员凝心聚力
高质量推进施工，铸就了企业提速
发展、跨越赶超的铁军之魂。

与质量“较劲”
以铁的品质和信誉筑梦

品质铸就品牌，品牌成就企
业。信誉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基。

普通的铁路,高铁的标准。铁路
等级I级、最小曲线半径800米、线路
限制坡度与既有线一致、中桥4座、
箱形桥11座、连续钢构桥72座、涵洞
接长94处等等。高标准的设计时刻
要求沿线施工不能有丝毫差错。

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对于每层
60厘米的路基铺土施工，七标项目部
近乎严苛，虚铺不超35厘米，夯压实
厚不超30厘米，层层要用签子扎厚
度。还有铺轨前对料石的精挑细选等
等，这些苛刻的要求在王文毅眼中就
是施工的常态化要求。“不合格绝不放
过，不达标绝不签字。在铁路施工中，
一丝一毫都不能有差错，施工质量必
须符合国家相关技术指标。”

沿线最后一座孔跨布置为（18+
24+18）米连续钢构，与线路斜交

25°的新
东干渠跨
越灌渠而设，桥台采用单线T形桥
台，桥墩采用钢壁式桥墩。为便于与
两侧路基的衔接，七标项目部和设计
院反复研讨，将梁端做成正交，桥墩和
基础斜置，并于2018年10月8日进行
吨袋预压，达到载荷的120%时，间隔
6小时监测记录各监测点的位移量，相
邻两次监测位移平均值之差不大于2
毫米才算施工成功，并于11月8日冬
季施工前顺利完成浇筑任务。

正是这种近乎严苛的质量管理要
求保证了铁的品质，在多次的红线检
查中，七标项目部所有施工全部合格，
并且在2018年上半年的信誉评价中
获得了较好成绩，完成了既定的目标。

一条路，一首歌；
一条路，一世情。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在战天斗地中，中铁上海工
程局银西七标项目部全体职工用智
慧和汗水谱写出了一曲曲优美的歌
曲；在披星戴月中，他们始终坚持

“七铁精神”，抒写出对陕甘宁三地
美好生活的祝福和向往，更为公司
在紧跟“一带一路”建设发展上书写
新的辉煌梦想！
文/图 袁锋 华丛言 徐克志 田学科

鏖战银西铸精品一条路，凝结着无数建设者
的智慧与汗水；

一条路，见证着数千筑路人
的信念与品质；

一条路，连接着陕甘宁三地
的美好与幸福；

一条路，书写着融入“一带一
路”的辉煌梦想……

冬日的清晨，当寒冷的阳光
初照大地时，位于陕西关中西北
部的银西铁路兴平段（茂陵增二
线及茂陵西端货车疏解线）施工
现场已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工地人头攒动、桥梁钢筋绑扎规
范整齐、骨架护坡整洁美观，防
护人员一丝不苟看护现场。随
着一列列客、货车呼啸而过，施
工进度也在安全有序地向前不
断推进中。

———中铁上海工程局银西七标项目部茂陵增二线施工纪实—中铁上海工程局银西七标项目部茂陵增二线施工纪实

“从 1978年到 2017年，西安
土地面积从 2441平方公里增至
10752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从
95 平方公里增至 683.09 平方公
里，人口规模从 498.1 万增加到
1200余万。”吕健说，在城市综合
交通体系建设方面，2012—2017
年，累计完成 200余项城市道路

综合改造工程，目前已建成公共
停车位7.2万个，铁路北客站、机
场 T3 航站楼建成投用，基本形
成以西安为中心辐射周边省市
的“米”字形铁路骨架和“一环十
二辐射”为主骨架的公路网；地
铁 1、2、3 号线建成投用，4号线
年底将实现通车，地铁三期规划

加紧报批。
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实施了10项水源工程，日供水能
力超过 200万立方米；电、气、热
等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城市污
水处理率和城市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分别达到 93%、98%
以上。

西安召开“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成就”新闻发布会

地铁4号线年底将通车
人口规模从498.1万增加到1200余万，一大批城中村、棚户区完成改造，健全完善了“1+

N”新型社会救助体系……12月6日，西安市政府召开“西安市改革开放40周年成就”新闻发
布会，西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吕健，市建委副主任高省安，市民政局局长王碧辉就改革开放
40年来的成就作了通报。

王碧辉通报说，西安市在不
断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
同时，逐步建立实施了医疗救助、
临时救助、教育资助等制度，健全
完善了“1+N”新型社会救助体系，
使各类困难群体和保障对象，都
能得到救助。

目前，已建立了低保标准自
然增长长效机制，城乡低保标准
全省最高，临时救助最高限额由
过去的8000元提高至15000元，
且同一事由每年可申请 2次；教
育资助本科给予7000元、大专给
予5000元、中专技校给予3000元
的一次性资助；家庭困难高中生

每生每年给予2000元生活补助；
对困难失能老人给予每人每月
260元—390元的护理补贴；殡葬
补贴标准由每人 1000元提高到
了2000元。

深入推进“救急难”工作机
制，在全市172个镇街全部建立了
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窗
口，实行随时受理、及时审核审
批。建立临时救助分级审批制度，
将一定数额的临时救助金审批权
限下放至镇街一级，对急需救助群
众实行先救助后审批，及时有效保
障急难群众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本报记者张艳芳

吕健通报说，去年西安启动实
施“三大革命”、出台“三大新政”以
来，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在全国
率先设立企业家节，积极打造“三化
五最”营商环境，90%的政务服务事

项已实现“最多跑一次”，2017年新
增落户25.7万人，同比增长3.4倍。
市场主体达到101.6万户，是2011
年的2.6倍，成为第7个过百万的副
省级城市。今年又推出户籍新政、

人才新政升级版，截至12月3日，今
年新落户人数已突破73万名，接近
去年全年新增落户数的3倍，新登
记市场主体已突破48万户，大西安
的“人气”和“商气”空前高涨。

“40 年来我们始终把保障
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持续加大民生
投入，切实办好为民实事，努力
让市民群众最大限度地享受改
革发展成果。特别是去年以
来，我们围绕市委提出的破解
民生‘九难’目标，有的放矢地

开展工作，收到良好效果。”吕
健说，目前，全市就业状况良好，
全社会从业人员 596.21万人，比
1978年增加362.87万人。普通高
校从21所增至63所，2017年平均
每万人中就有高校在校生 982
人。 2017年卫生机构床位数和
卫生技术人员分别达到 7.27 万

张、10.45 万人，比 1978 年增加
5.67万张、8.16万人；脱贫攻坚取
得决定性进展，基础设施、“两
房”建设、稳定增收、政策落实、
满意度提升等 5 项“硬指标”及

“两不愁、三保障”涉及的安全饮
水、电力入户等主要指标均已
达标。

交通：4号线年底将实现通车

创新：90%的政务服务实现“最多跑一次”

民生：平均每万人中就有高校在校生982人

“上世纪 80年代以来，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西安从
1981年完成0.36亿元，经过七个

‘五年计划’，到2017年完成投资
677.3 亿元，全市累计完成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3934.6 亿
元。”高省安说，西安已形成“北
跨、南控、西进、东拓、中优”的城
市发展战略，新建了二环路、三
环路、绕城高速、高架快速干道、
改进扩建新建了一大批城市主
干道、次干道和背街小巷人行道
路。2017 年打通断头路 27 条，

2018 年到 2020 年底，计划打通
断头路 120 条，实现断头路“清
零”任务。

1980 年以来，东西南北四
条大街、钟鼓楼广场、书院门、北
院门、顺城巷及一大批城中村、
棚户区完成改造，面貌焕然一
新，生活环境明显改善，对外形
象大幅提升；自 2013 年全市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启动以来，已累
计实施 183个小区，共计 727万
平方米，改善了近 40 万市民的
居住环境。

城建：一大批城中村、棚户区完成改造

救助：健全完善“1+N”新型社会救助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