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建八局助鹏城再添“新引擎”

深圳宝安机场卫星厅正式启用

广东建设报广东建设报

２０21年 12月 10日 星期五03 见习编辑/佟彤 美编/李尚松 校对/邓新灵企典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誉建业 、 通讯
员蔡茂哲报道 ： 12 月 7 日 ， 由中建八
局承建的深圳宝安机场卫星厅正式启
用 。 本次通航为深圳机场加速迈进国
际航空枢纽行列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
成为点燃深圳高质量发展的又一 “新
引擎”。

据悉， 深圳机场卫星厅总建筑面积
约 23.5 万平方米 ， 设计年旅客吞吐量
2200 万人次。 此前， 受场地制约和疫情
影响， 项目建设坎坷不断。 为此， 项目
团队倒排工期， 精密排序， 开启 “三大
会战” ———土建结构封顶会战、 清理大

会战、 砌筑决战。 2.3 万吨钢结构、 9 千
余吨基层龙骨钢材 、 20 万平方米铝板 、
12 万平方米石材瓷砖铺贴安装， 仅耗时
7 个月， 为项目如期完成奠定了坚实基
础。

现场可以看到， 机场卫星厅 4 个指
廊分别与中央指廊相连 ， 整体呈现 “X
构型”， 背靠海湾， 造型灵动、 活泼， 形
似蝠鲼 ， 与在营深圳机场 T3 航站楼交
相呼应， 与海浪有机融为一体， 形成了
鱼群游动、 蝠鲼展翅的生动画面。 除了
华美精致的外部轮廓， 健壮的钢铁肌肉
也是该项目一大亮点 ， 项目拥有 1.9 万

吨钢结构屋盖， 由 132 根异形变截面斜
柱支撑， 柱体倾斜度从 72 度到 80 度不
一， 高度从 3.5 米到 7.5 米不等， 合计规
格共 22 种。

据中建八局项目负责人介绍， 机场
卫星厅项目建设高峰期 ， 180 余家单位
同时驻场 ， 8000 余人同步在岗作业 。
总建设历程仅两年多 ， 系全国同类机
场项目中建设速度最快 、 周期最短 ，
建成了全国首个 7.8 公里长机场皮带廊
土方外运系统 ， 是全国与在营运地铁
施工距离最近的机场卫星厅工程 ， 拥
有全国控制区无停航施工最大体量改

造工程 （T3 适应性改造 ） 以及上有站
坪下有运营地铁最长捷运隧道改造工
程 ， 同时也是全国应用整体无缝地面
面积最大 、 采用人造石面积最大的卫
星厅建设工程。

近年来， 中建八局始终活跃在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的最前沿， 被行业誉为南
征北战的铁军、 机场建设的先锋， 先后
参与了新白云机场 、 深圳机场 T3 航站
楼、 深圳机场卫星厅、 韶关机场、 湛江
机场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 全省
在运营机场中， 半数以上由中建八局承
建。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 通讯员
袁丽、 段雅琴报道： 12 月 4 日， 为进一
步将 “我为群众办实事” 工作落到实处，
办到群众心坎上， 中铁广州局深圳公司
南沙大岗项目部邀请大岗镇灵山医院医
务人员到施工现场， 为项目全体 780 余
名民工进行健康体检。

据了解 ， 此次体检包括基础检查 、
血常规检查、 血压监测、 X 线胸片肺功能
检查、 心电图检查等项目， 保护民工身
心健康。 同时， 体检现场还设有健康咨
询服务， 医务人员为前来咨询人员详细
讲解常见性疾病的预防、 治疗等相关知
识， 进一步提高民工群体的健康生活意
识 。 为全面了解民工的身体健康状况 ，
体检结束后， 医院将为每位民工出具健
康体检报告， 并建立健康档案， 采取动
态关注， 确保疾病早发现、 早治疗， 保障
奋战在项目施工生产最前线的工友们身
体健康。

“大早上， 带班的同事让我们过来
体检， 平时在工地上都没时间去医院体
检， 现在医生直接来工地上体检， 心里
感觉很温暖。” “是呀， 这还是我第一次

在工地上进行体检呢， 这下家里儿女不
用担心了。” 此次体检活动让民工们感到
项目部的关怀与温暖， 同时也让项目部

进一步了解工人的身体状况， 增强了民
工预防职业疾病和自我保护的能力， 切
实加强了劳务用工安全管理。

南沙大岗项目部为农民工开展健康体检

施工现场工人排队接受体检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誉建业， 通讯
员陈虎辉、贾东杰、曾智威报道 ： 近日，
由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广东省
测绘学会、中铁六院共同举办的广州地
铁第二届测量大赛在地铁十号线广钢
新城车辆段施工现场举行。来自广州地
铁各在建线路施工、 监理单位的 27 支
参赛队伍共 108 名测绘工作者进入决
赛。

测量是轨道交通工程设计、 施工必
不可少的工序，关系到工程质量和安全，
尤其在隧道挖掘、 轨道铺设等施工过程
中，由于施工线路长，更需要精准的工程
测量数据提供科学保障。

据悉，本次大赛分团体赛和个人赛，
由专业技术专家和团队组成评审团。 团
体赛为“附合导线测量”，即要求参赛队
伍在限定时间内， 从已知坐标成果的 4
个已知点在稳定性检查后， 以一条已知
边为起算边，经一个待测点，附合至另一
条已知边，最终计算出待测点坐标。裁判
员根据外业数据记录的规范性、 正确性
和内业计算成果精度进行评判打分。 而
为了考验大家的“基本功”，团体赛规定
不可使用自动测量软件， 必须人工手动
测量。 团体赛中， 来自广东水电二局股
份有限公司的广州地铁十四号线二期
二分部、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地
铁十三号线二期一项目经理部、 广州市
盾建建设有限公司广州地铁三号线东
延段二分部三支队伍夺得前三甲。

个人赛则要求参赛选手在限定时间
内完成觇牌对中整平操作， 裁判根据完
成时间、对中精度等指标进行评判打分。
只见一个个参赛者双手配合， 熟练而迅
速地完成比赛任务。 最终， 来自中铁四
局广州地铁七号线二期五分部的罗文
杰、 中铁六局广州地铁十三号线二期一
项目经理部刘嘉琪、 广州市盾建建设广
州地铁三号线东延段二分部黄东泽、西
安铁一院工程咨询监理李梁等四名选
手夺得个人赛的冠亚季军。

广州地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本
届测量技能大赛是巩固和提升轨道交通
工程测量工作水平的一次重要活动，也
是提高行业测量人员专业技能， 推动测
量专业创新发展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广
州地铁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 继续搭建
好发展平台， 为轨道交通测量专业提供
有力的人才保障， 进一步提升广州轨道
交通工程建设水平。

群英竞技
建设测量精益求精

———广州地铁第二届测量大
赛成功举行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誉建业报道： 茂名
市电白建筑业总部大厦已完成奠基， 正式
进入施工阶段。 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
电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以下简称电白
住建局） 把高质量党建和利民惠企办实事、
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积极主动解决项
目推进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 推动项目建
设， 赋能全区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
展。

为高起点、 高标准、 高要求、 高质
量推进项目建设， 进一步推进党史学习
教育走深走实， 近日， 电白住建局机关
党委开展了 “学党史 、 办实事 、 转作
风、 勇担当、 暖企业” 庆 100 周年华诞
主题党日活动。 电白住建局党组带领中
层以上领导干部党员到高圳车革命传统
教育基地参观， 在革命圣地重温入党誓
词， 缅怀先烈， 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
教育。

参观学习后， 全体党员交流心得体
会， 在思想认识和工作状态上再次得到
了 “充电” “补钙” 和 “加油”， 增强了
时刻保持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的政
治定力， 在今后的工作中， 将以高度的

责任感、 使命感，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 ， 切实增强全局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
加快推进电白建筑业总部大厦项目早日

建成投入使用， 以务实的举措提升企业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助推建筑业全链条
高质量发展。

电白住建局：以党建促建筑业总部大厦建设

活动现场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