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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上县也有高铁了， 我们
出行方便了。” 12月1日， 随着第
一趟高铁停靠在颍上北站， 安徽
省阜阳市颍上县结束了没有高铁
的历史。

望着刚刚开通的高铁站， 中
铁建工集团上海分公司商合杭铁
路站房二标项目经理部的全体职
工欢呼起来了。 “这是我带领团
队建设的第十二个高铁站。” 项
目经理刘永峰说。

刘永峰告诉记者， 项目部包
括商合杭铁路站房二标颍上北
站、 太和东站两座站房。 两个高
铁站开通后， 将极大方便当地百
姓出行 ， 促进当地区域经济发
展， 并将当地直接融入与合肥、
上海、 杭州等大城市相连的高铁
网络。

初遇难关逐一克服
“我以前干过高铁站房， 但

颍上北站施工难度、 工艺超出预
期。” 项目总工闫选强说。

在桩基施工中， 团队遇到了
难题， 根据设计提供的地勘测资
料 ， 无法将桩基打下去 。 怎么
办？ 面对难题， 项目团队再次会

同四家单位进行勘测确认。 最终
探明， 站房所在位置原来是低洼
区域， 原来的施工方做了1米厚
的混凝土加固， 所以无法将桩基
打入。 找对了原因， 项目快速拿
出解决办法。 “站台采取人工挖
孔10米深破除， 再用旋挖钻打到
32米。” 工程部部长刘帅明说。

此外， 场地原先还有一处鱼
塘， 有许多淤泥， 团队采取先挖

淤泥 ， 然后回填 ， 再打桩 。 最
终 ， 站房一共打了488根桩基 ，
站台打了112根桩基。

“桩基原计划两个月完成，最
终费时3个月完成。 ”闫选强说。

信守承诺打造标杆工程
刚进站的旅客， 纷纷赞叹颍

上北高铁站房大气 、 有文化底
蕴。 “这是我们对甲方的承诺，

要打造商合杭铁路标杆， 从工程
质量和文化特色等方面都要实现
超越。” 刘永峰说。

为了遵守诺言， 刘永峰在项
目推行了 “五不让” 措施， 即不
让业主费心， 不让企业操心， 不
让员工分心， 不让班组寒心， 不
让家里人担心， 从多角度来保证
项目团队精心打造标杆站房。

“五不让” 措施的推行 ， 将
项目团队凝聚到了一起。 “雨棚
桥架、 天桥钢结构等3个首件制
作， 三次创新， 让我们引领商合
杭铁路标准化建设。” 闫选强说。

据介绍 ， 商合杭铁路实行
“首件制”， 即在各工序施工前先
作出首件施工样板， 班组统一工
艺标准执行。 首件工程施工每道
环节由专人现场盯控， 确定施工
方法、 技术、 质量要求， 制作出
来验收合格后， 作为后续工程开
展实施的参照物。

“每条焊缝都有一个专属的
二维码， 只要一扫描二维码， 就
知道这条焊缝是谁焊的， 焊缝等
级， 还可以查询焊缝编号、 构件
位置、 焊工操作证以及焊缝检测
合格报告， 焊缝施工可以完全追

溯。” 闫选强说。
闫选强告诉记者， 焊缝事关

工程质量， 如果不合格， 会造成
裂缝， 影响结构安全， 钢材连接
性不好， 承载力也不够。

为此 ， 项目部严把现场焊
接、 检测及缺陷修复环节， 每次
焊接都要历经19道标准流程。 在
焊接施工过程中， 采取从主桁架
两侧同时对称施焊的方式， 全力
控制焊接过程中产生的变形， 综
合考量风速、 焊速、 气体流量、
电流、 电压、 焊丝等多种因素，
有效杜绝了各种焊缝缺陷， 保证
了焊缝成形的美观度。

最终 ， 颍上北站全部765条
二维码焊缝均可查询。

在匠心打造工程的同时， 项
目还突出高铁站房的地域特色。
商务经理宋振华介绍 ， 站房以
“韵起汉唐， 蕴自管仲， 运佑颖
上” 为主题， 运用现代建筑方式
重构汉唐元素， 展现颍上县悠久
的人文历史和地域文化特征。

在建设过程中， 项目团队始
终以标杆要求和标准来做事。 最
终， 该项目获得10次表扬， 其中
3次A级表扬。

———中铁建工建设安徽颍上北高铁站纪实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张秀 杨策弘/摄

12月1日是第32个“世界艾滋
病日”。 11月29日，北京市利康强
戒所（利康医院）“爱之家”家园围
绕“社区动员同防艾 健康中国我
行动”的主题，举行“艾减爱加，共
创未来”主题年会。

年会以活力四射的“爱之舞”
开场。 “爱之舞”康体韵律操是由
“爱之家”家园的民警根据所管的
艾滋病携带人员的身体机能状
况，结合艾滋病分期自主开发的。

北京市利康强戒所是全国监
管场所第一家艾滋病集中治疗
区， 也是目前北京最大的艾滋病
人员集中治疗区域之一， 这里承
担着北京市监狱(戒毒)管理局各
场所艾滋病所管人员的集中管理
职能。

一名所管人员告诉记者，他
在刚得知患了HIV， 精神几近崩
溃，不愿意与任何人交流。 “来到
利康所， 这里的民警对我没有任
何歧视，不定期找我谈心，看我不

舒服， 还会用手很自然地摸我的
头。 ”他告诉记者。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民警的
“重点关注人员”。 利康所 “爱之
家”负责人、民警薛磊介绍，大部
分人刚来到这里时， 其实都不太
了解这个病。 民警从身体机能恢
复、 生命认知教育、 心理情绪调
节、社会情感塑造四个方面，对所
管人员进行教育， 减少他们因艾

滋病所产生的负面情绪， 培养他
们的积极心理，阳光心态。

“艾滋病越早治疗越好，同时
还要持续治疗，坚持用药。 ” 利康
所内科主任戴晶平介绍。

“爱之家” 成立以来 ， 先后
收治近600名艾滋病人员 ， 与属
地疾控部门全部实现顺利对接，
确保了在所期间的信息监测和出
所后的继续治疗。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彭程/摄

新月出租车司机现身讲文明驾驶
□本报记者 石海芹 通讯员 吴治英

京港地铁送地铁消防知识进校园
□本报记者 盛丽

近日， 京港地铁安全课堂
进校园活动走进北京市复兴门
外第一小学， 为小学生讲解地
铁消防安全知识， 提升学生们
在突发情况下的自我保护意识
和应急逃生能力。

安全课堂上， 京港地铁一
线员工担任安全辅导员， 向同
学们传授了14字安全口诀。 随
后 ， 以通俗易懂 、 诙谐幽默
的方式为同学们介绍地铁车

站 、 列车内各种应急逃生设
施的位置和使用方法 。 为让
同学们直观理解消防知识的
原理 ， 安全辅导员还邀请现
场 同 学 参 与 科 学 实 验 环 节 ，
通过 “二氧化碳灭火器 ” 等
互动实验 ， 形象地阐述干冰
灭 火 的 原 理 ， 以 及酒精等化
学物品存在的安全隐患。 此外，
安全课堂还展示了不同的安检
设备。

“爱之家”架起艾滋病人重归社会的桥梁

11月29日， 北京市住建委开
展以“聆听各界声音，共建品质住
宅”为主题的政务开放日活动。由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业专家、
市民代表组成“评审团”来到朝阳
区上东郡共有产权房项目， 对该
项目的样板间评审复验。

上东郡共有产权房项目位于
朝阳区将台乡驼房营村，今年6月
通过规划设计方案专家审查，9月
通过全装修设计方案专家审查，

尚未开启申购。本次复验会，是开
发企业针对全装修设计方案审查
时专家提出的意见， 做出的修改
回复。同时，市住建委邀请“评审
团” 参观样板间， 为样板间 “找
茬”，也说一说自己心目中优质的
共有产权房设计方案。

2014年， 本市建立保障性住
房规划设计方案专家评审制度，
由住房保障部门和规划部门组织
专家，按照规范、严格的程序，以

专家评审会的方式， 对保障房规
划设计方案及全装修设计方案进
行审查。针对群众关注度高、反映
比较强烈的总体布局、套型设计、
室外环境、 公共空间装修标准等
问题进行重点审查， 并出具专家
意见， 未通过审查的项目不得开
工建设。据统计，自2014年本市开
展方案审查工作以来，截至目前，
累计审查各类保障房项目239个、
2700万平方米。

□本报记者 盛丽

“大众评审团”为共有产权房设计出谋划策

12月2日是第八个全国交通
安全日。 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
限公司在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
局西城支队的指导下， 日前举
办了主题为 “人在旅途、 亲人
惦念 ， 心有安全 、 幸福常伴 ”
的交通安全进企业宣传活动。

活动在到场领导共同按下
“携手同行万里安全路” 的启动
球后正式开始。 公司党委副书
记、 纪委书记沈军代表公司和
党委向公司全体汽车驾驶员
发出并宣读了 《122交通安全
倡 议 书 》 ， 公 司 安 全 技 术 部
经理李东林代表公司宣读了
在 2019年 工 作 中 取 得 优 异 成
绩 的 “ 新 月 公 司 优 秀 驾 驶
员 ” 名单 ， 并由与会领导向
获 奖 的 白 金侠 、 王刚 、 刘来
生、 杨志亮、 卢士来、 潘金峰6
名出租车驾驶员代表分别颁发
了一、 二、 三等奖荣誉证书和
奖品。

活动现场， 获得本次 “优
秀驾驶员” 一等奖的公司小车

第十三分公司出租车驾驶员白
金侠， 围绕安全行车文明驾驶、
出租车驾驶员应具备的心理素
质、 出租车驾驶员应如何在工
作与家庭之间找到平衡等作了
大会发言， 并结合现场驾驶员
和分公司管理人员提出的如何
在运营中避免违法行为的发生、
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如何调
整心态服务好乘客、 怎么做到
安全行车、 如何避免被恶意投
诉等进行了现场互动交流， 赢
得了参会驾驶员和到场领导的
阵阵掌声。

据了解 ， 2012年国务院研
究同意将每年的12月2日设立为
“全国交通安全日”， 今年是第
八个 “122全国交通安全日 ”，
活动主题为 “守规则除隐患 ，
安全文明出行”， 大力倡导 “小
细节” 关系 “大安全” 的理念，
要求增强主动防御意识， 努力
推动 “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
着力营造有序 、 畅通 、 安全 、
绿色、 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智造”源于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