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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娉

2016 年岁末，河南喜事连连，继郑州入
围国家中心城市后，国务院再次发布《关于中
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规划中，对于轨
道交通事业发展跃然纸上：“打造郑州大都市
区交通网，加快发展郑州城市轨道交通。”“优
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加快郑州、洛阳城市轨
道交通建设，提高中心城市绿色交通出行比
重。”

方向更明确，目标更清晰，责任更重大。
2013年 12月 28日，郑州市轨道交通1号

线一期工程开通试运营，使郑州成为中原第一
个、中部第二个、全国第十八个开通地铁的城
市；2016年 8月19日，郑州市轨道交通2号线
一期工程开通试运营，与1号线一起形成郑州
市南北向和东西向轨道交通“十字”型骨架，大
力缓解交通紧张局面，促进了郑州市综合交通
系统的形成。

开通运营以来，1、2号线列车运行安全、
平稳，客运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日均客运量稳
步攀升至 53.25万人次（2016年 11月），单日
最高客运量 73.92 万人次。运营图兑现率
99.98%，准点率99.73%，信号系统故障率、供
电系统、屏蔽门、自动扶梯、售票机可靠度、乘
客满意度等各项运营指标均高于或优于国家
标准。

随着《郑州都市区总体规划》建设的快速
推进，郑州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由2009年的
6条线路、全长 202.53公里修编至 2050年的
21条线路、全长945.20公里。“十三五”期间，
郑州市轨道交通计划将新开工建设 12条线
路。到 2020年，预计开通运营里程突破 300
公里，建运里程突破470公里，实现轨道交通
出行比例占公共交通出行比例的65%，基本实
现公共交通现代化。

春风吹起之地，号角声争鸣。自2014年
开工建设以来，始于春天的城郊铁路工程和1
号线二期工程双双驶入了收获的季节。两年
来，数万建设者们在隧道里挥汗如雨，在泥浆
里摸爬滚打，用青春和汗水浇筑出了两条线路
的高品质。他们团结一致，历经考验和磨难，
力保工程建设稳步推进，质量安全无事故发
生，一步一步走得稳重而扎实，为省会人民交
上了一份亮点纷呈的“民生答卷”。

从闹市到空港

作为连接航空港区和中心城区的重要交
通动线，城郊铁路一期工程通车后，实现了中

心城区和航空港区的直达联系，促进了航空港
区以及沿线组团的快速发展，同时，连接了新
郑国际机场和高铁南站，实现了空铁联运，为
居民生产生活及出行提供了快速、便捷的公共
交通出行方式。

“以‘中原之翼，展翅高飞’为立意的高架
车站建筑,是人文底蕴与科技内涵的双重展
现。”郑州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办公室
主任赵运臣告诉记者，立面中三组弧线造型犹
如鸿鹄展翅，象征助推航空港区经济展翅高
飞。利用传统材料玻璃幕墙与穿孔铝板的有
机结合实现生态策略，展示高架车站立面造型
的同时，也充分实现了通风、遮阳、采光、遮雨、
结构受力等技术需求。

城郊铁路一期工程优选国际国内一流参

建单位和设施设备。开工以来，克服了主变路
由长、跨度大带来的协调难题，成功实现了大
跨径暗挖穿越绕城高速，安全稳妥地解决了高
架段线路高支柱墩柱横跨十八里河、线路下穿
京广高铁和两次上跨京广铁路、盾构下穿机场
高速、桥梁、河流、机场停机坪、大断面雨水管
涵、有机衔接新郑国际机场及郑机城际铁路等
诸多控制性难题。

在质量安全管理上，坚持“专家评估、分级
管理、加强监测、注重预防”的原则，建立质量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体系。开工以来，以深基坑
开挖、盾构施工、暗挖工程、防汛度汛为重点，
共组织各类质量安全检查370余次，全部按照

“定整改责任人、定整改时间、定整改措施”的
原则进行整改，整改率100%。

“我们在城市轨道交通高架桥上采用长
枕式整体道床技术，在全国尚属首次。铺设
进度快、精度高，可以确保列车高速运行条件
下的乘客舒适性。”赵运臣介绍，城郊铁路一
期工程作为郑州首条具有高架区间的城市轨
道交通线路，高架段全线采用了在桥梁中间
设置疏散和接触网的方案；降噪段采用横跨
两片U梁设置全封闭声屏障方案；首次成功
在预制U梁上采用了槽道技术，避免了后续
施工对桥梁造成的不良影响并加快了施工进
度。

此外，整体工程综合联调分为21大项目，
80余个细项目，涵盖供电、信号、综合监控、风
水电、车辆等专业系统。轨道公司加班加点全
力推进综合联调优质高效开展，实现了各系统

间的协调联动。编制完成《城郊铁路一期工程
运营演练总体方案》，共完成试运营演练 23
项。

东拓西进更通途

1号线二期工程于2014年 9月 30日全线
开工建设，2015年 12月 31日实现全线洞通；
2016年 4月 30日实现全线轨通；2016年 6月
20日实现电通；2016年9月20日试运行。

通车后，将与试运营的一期工程一起成为
贯穿城市东西向发展的主轴线路，联系了高新
片区、须水片区、西部服务片区、城市核心区、
新客站片区和龙子湖地区，积极为改善城市环
境、提升城市品质、完善城市功能、促进城市发
展贡献力量。

设计前导，以人为本。1号线二期工程有
机结合下穿铁路、城中村改造、商业开发、公交
站接驳、市政道路改造、与既有线路连接、绿
化、自行车停车场等城市建设，在轨道沿线形
成珠链式物业开发和商业接驳，大部分站点采
用低风亭设计，设置精致的慢行系统和街头小
品，优化售票机、车站、雨棚和导向标识的人性
化体验，以提升乘客体验、为后续线路提供经
验借鉴。

据悉，在新技术应用上，1号线二期车站
围护结构首次采用SMW（加劲水泥土墙）工
法桩，节省了投资；围护结构止水帷幕首次采
用潜孔冲击高压旋喷桩，起到了很好的止水效
果。

建设项目部经理王健告诉记者，车站通风
空调系统采用全新控制策略，根据车站客流及
温度对通风空调系统进行控制，在提升乘客舒
适感的同时节约环保。“我们首次在郑州采用
中压回馈型再生能量吸收装置，对列车再生能
量进行吸收利用，真正达到节能减排的目
的。”

“1号线增购电客车 17列，节能照明、减
震铝蜂窝双层地板和再生制动，整车国产化
率达到75%。目前，增购电客车已到位，满足
开通试运营需求。”设备物资部副部长爱萍
说。

中原大地雄风振，未来发展希望新。随着
城郊铁路一期工程和1号线二期工程的开通
试运营，以及其他后续线路的建设，绿城市民
的出行生活将更加便捷，精品地铁、人文地铁、
科技地铁、环保地铁、平安地铁的建设理念将
更加深入人心。郑州轨道这面猎猎旗帜也必
将在建设国际商都、让中原更加出彩的伟大征
程中高高飘扬、熠熠生辉。

不断刷新“成绩单” 与城市发展“赛跑”

郑州地铁进入3.0时代
•2009年的6 条线路

全长202.53 公里

•2050年的21条线路

全长945.20公里

•目前开通运营4 条线路、在建5 条线路

•“十三五”期间，郑州市轨道交通计划新
开工建设12条线路。

•2020年，预计开通运营里程突破 300
公里，建运里程突破470 公里，实现轨道交通

出行比例占公共交通出行比例的 65%，基本

实现公共交通现代化。

线网

•日均客运量稳步攀升至53.25 万人次

•单日最高客运量73.92 万人次

出行

1号线二期工程

•线路全长15.01公里
•共设车站10座，均为地下车站
•主变电站一座

•西段线路全长9.65公里，设站7座，由一
期工程起始点西流湖站向西延伸，分别是：市民
中心站、铁炉站、兰寨站、梧桐街站、郑州大学
站、郑大科技园站、河南工业大学站

•东段线路全长5.36公里，设站3座，由一
期工程终点站市体育中心站向北延伸，分别是：
龙子湖站、文苑北路站、河南大学新区站

•1号线二期工程设换乘站2座
（郑州大学站、龙子湖站）

•线路最长站间距为2268.74米
（市体育中心站至龙子湖站）

•最短站间距为1012.17米
（郑州大学站至郑大科技园站）

站点

•郑州市南四环至郑州南站城郊铁路工程
北起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的终点南四环站，
向南穿越新郑市龙湖镇、华南城、孟庄镇、航空
港区北部片区、航空港核心区，止于规划中的郑
州南站。

线路全长40.84公里

•其中，高架线长 16.03 公里，地下线长
23.54公里，过渡段长1.27公里，共设车站18座，
车辆段一处，工程分两期实施。

•前期实施的一期工程为南四环站至新郑
机场站，线路全长 31.70 公里，其中，高架线长
15.70公里，地下线长14.10公里，过渡段长1.90
公里，设车站14座，高架站、地下站各7座，由北
向南分别是：十八里河站、沙窝李站、双湖大道
站、小乔站、华南城西站、华南城站、华南城东
站、孟庄站、港区北站、康平湖站、兰河公园站、
恩平湖站、综合保税区站、新郑机场站。平均站
间距为2.19公里。

线路

•运营图兑现率99.98%
•准点率99.73%
•信号系统故障率、供电系统、屏蔽门、自动扶
梯、售票机可靠度、乘客满意度等各项运营指标
均高于或优于国家标准。

信号

“工匠精神”
锻造精品地铁

□本报记者 董娉

地铁，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就像纸币的银线，它隐藏
于城市地下，从表面看不到，但那正是最有价值的部
分。

今天，郑州地铁迎来“双喜临门”，郑州轨道交通1
号线二期工程和郑州市南四环至郑州南站城郊铁路一
期工程同时开通试运营。

从2013年开通第一条地铁，到2020年将要形成
的11条地铁……七年时间，总里程突破470公里，郑
州地铁的覆盖面积将超过伦敦一个半世纪以来形成的
地铁网络。

百年地铁，民生为大。多年来，郑州市轨道交通有
限公司始终秉承“精品地铁、人文地铁、科技地铁、平安
地铁、环保地铁”的建设理念，以“工匠精神”致力追求
从99%到99.99%的极致精湛，终使一条条地下巨龙在
商都厚土中穿越飞驰。

中国古代璀璨的文明里，小到器物，大到建筑，一
代代匠人的手中诞生过无数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工
匠们凭借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坚守，创造出工艺上
的奇迹，展现出极致化的追求，令人惊叹、让人敬佩。

工匠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气质，坚定、踏实、精
益求精，代表着对设计独具匠心、对质量精益求精、对
技艺不断改进、对制造一丝不苟、对产品追求极致、对
产业专注坚持的精神。而体量庞大的地铁建设，对“工
匠精神”的要求显得更为苛刻。

作为省会郑州城建历史上投资规模最大、建设周
期最长、涉及面最广、百姓期望值最高、施工工艺要求
最严的综合性城市基础设施工程，郑州市轨道交通工
程严把质量关，紧绷安全弦，用责任和担当时时、事事、
处处强化“工匠意识”。

“我们不赶工期，不耍聪明，不抄近道，不揉沙子。”
在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一部项目经理王健看来，地铁建
设就应当坚持用美学标准审视工程结构和成品细节，
夯实打牢勘察设计、工程建设等“看不见”的前期基础，
提升优化轨道铺设、机电安装、运营管理等“看得见”的
后期呈现。

在隧道掘进中，施工方严格控制主要掘进参数，根
据地表沉降情况及时调整，确保地表沉降控制在安全
范围内，有效控制掘进风险，确保掘进偏差在允许范围
内。

2015年 4月 17日，随着隆隆的轰鸣声，盾构机刀
盘沾着泥巴、带着泥浆从郑州城郊铁路南四环站地下
破土而出，盾构区间右线隧道顺利贯通。推进过程中，
面对区间地质情况复杂、下穿建筑物众多等难题，中铁
一局四公司项目部科学设置掘进参数等有效措施，不
断攻克各种技术难题，各项掘进参数可控、地表及建构
筑物监控量测在规范允许范围内，安全顺利通过了物
流园、污水管、中石油管道、107国道及拆迁住宅区，提
前13天完成任务。

在地铁运行中，作为“心脏工程”的供电系统，任何
一个部件、设备或子系统，如果安装有误差、电气指标
不符要求，轻者会造成列车延误，重者造成停运，后果
都不堪设想。因此，每一个部件的安装，每一道工序的
控制，不允许有半点马虎。既要工艺优美，又要指标创
优。

不久前，一篇德国布线的文章火遍网络，文章称德
国工程师的完美布线图，简直就是行为艺术。从网站
刊登的照片可以看出，多如牛毛的线路被整理的井然
有序，漂亮、整洁、干净利索地犹如艺术品一般，将德国
工程师严谨的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

“严谨不是德国人的专利，这种完美布线图在咱们
郑州地铁的供电安装中也比比皆是。”机电工程部副部
长徐淑鹏告诉记者，在城郊线的建设中，项目管理者以
全新的观念，开展“工程美学”业务培训，挑战“德国布
线”，追求工艺极致。以全新的观念，苛刻对标，计较丝
毫，实现设备安装对称美、电缆预留流线美、二次布线
细致美、接触网导线力量美等工艺极致。

“工匠精神”的内涵是专注、专业和钻研，是痴迷、
坚守和深耕。诸如“将电线盘成艺术品”的例子还有很
多很多，在一系列对工艺设备处理的精益求精和精雕
细琢上，足以体现出郑州轨道建设的“工匠之心”。

在管片拼装中，始终将径向错台控制在5毫米以
内，环向错台控制在6毫米以内。

在信号施工中，占地2万平方米的停车列检库内，
每一架信号机都以1毫米距离，挪动、培土、捣固、准确
放置，最终实现每排信号机3米间距，60组信号机稳定
设置。

在供电安装中，以《国家高速铁路施工规范与验收
标准》为依据，将接触网导高和拉出值误差控制在毫米
以内，超标准提高设计等级。

…………
“我们尝试线卡固定法，以便于后期运营维护；运

用二维码技术，手机扫码查询每道工序责任人，将工序
细化，将责任分解，实现全域全程管理。”徐淑鹏对于

“成千上万根细小的信号线缆成排布列、按把绑扎，
‘挂’在机柜前如七彩瀑布，横平竖直，颜色分明”这样
的场景自豪不已。

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才能换来
突破。面对系统庞大、接口复杂、交叉作业繁多的通信

施工，项目部开展了质量管理理论培训，加强施工现场
指导；坚持岗前培训，强化岗位技能。层层分解质量目
标，环环相扣；充分利用计划、实施、检查、整改，形成良
性循环，施工过程坚持“自检、互检、专检”的三检制度。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凡此种种无不彰显出郑州
轨道交通打造精品地铁的决心和毅力。他们传承工艺
精髓、诠释工程美学、打造精品匠作，以至诚至精的追
求和严谨专业的态度，实现了1号线二期工程、郑州城
郊铁路一期工程的开通试运营，也为后续多条线路的
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分建，七分管。企业发展的根基在班组，班组是
企业组织的细胞。把班组建设抓实抓好，企业方能根
基稳固、枝繁叶茂，可见班组建设在企业生产的重要作
用。

有这样一支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6.6岁。带着对
轨道事业的热爱和忠诚，他们挑起了郑州地铁运营的
大梁。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大熔炉里，年轻的队伍迅速
成长，他们践行从 99%到 99.99%的“工匠精神”，以

“6S精细班组建设”在全国树起了郑州轨道的金字招
牌。

每一个房间都窗明几净，每一扇门都看得见开合
轨迹，每一件物品都画出来摆放位置……走进郑州轨
道交通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的各个部门、车站，你所见
到 的 这 一 切 ，都 叫 做“6S”：整 理（SEIRI）、整 顿
（SEITON）、清扫（SEISO）、清洁（SEIKETSU）、素养
（SHITSUKE）、安全（SAFETY）。

运营分公司在1号线一期开通之初，就把乘客的
安全、舒适视为重中之重。做好运营服务还需自身身
板硬，公司新建，企业文化尚在草昧，如何管理来自五
湖四海、经验参差不齐的数千名员工？公司领导班子
群策群力，决定从郑州地铁最小的“细胞”——班组入
手，推行6S精细管理，切实提升运营品质。

据了解，郑州地铁6S班组管理主要有办公环境、
文件分类、物资管理、电子台账、目视化、标准化作业手
册等六项内容，推行两年多来，背后的工作量非常之庞
大，年轻的员工们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一线生产班组实行倒班运转制，当班期间工作非
常繁重，在运营压力极大的1号线开通初期，在工作间
隙，在休班时间，都能看到员工主动加班加点，任劳任
怨，清扫卫生，整理整顿工作现场及办公场所物资，制
作和粘贴标识标签，一步一步细致耐心地进行6S精细
班组建设工作，不断提升班组管理水平，最终圆满完成
了6S精细班组建设工作。

“坐郑州地铁你们放不放心？”运营分公司相关负
责人搬出厚厚一摞标准化作业手册，郑州地铁29个操
作岗位、55项作业流程在这里都被一一图解。这套手
册里的图片全部都是地铁员工们用自己的手机一个个
拍照，并加上定量或者定性的文字描述，用了两年的时
间才编成。

6S管理体系建设起步于理念的培植，成熟于文化
的塑造。当优秀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也就成为一种常
态。

1号线工程车组成立于2012年 8月27日，班组定
编人员21人，平均年龄27.8岁，是一支年轻充满激情
与活力的队伍。下设四个轮值班组和一个检修班组，
根据生产计划完成厂内调车、正线施工及工程车辆的
维修保养工作。

工程车组每个班组都给自己起了代号，其中检修
机班叫做“啄木鸟”，喻意精心操作细检查，消灭事故在
萌芽，保证检修车辆时精检细修，保证车辆良好状态。
所有大大小小的检修设备都画了定位线，注明了负责
人。

当市民在享受地铁便利，在地铁站里吹着空调感
受夏日清凉时，在安全顺利到达目的地时，可能不知道
背后有多少人的努力，其中有一个部门更是让人忽略，
因为他们工作在深夜凌晨，正值别人酣睡时，他们是夜
间行者，这个部门就是地铁站里最普通也是最伟大的
风水电部门。

风水电三班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对地铁线路进行
巡检、保养和维修，对风、水、电设备进行日检、双周检、
月检、年检工作，提前发现设备可能存在的故障，杜绝
事故发生，为安全运营保驾护航。工作很琐碎，有时也
很无聊，但每当想到工作内容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安全
出行，就有了动力。

6S管理使得郑州成为国内地铁行业的后起之秀，
主管部门和国内同行等多家单位曾来参观和交流6S
管理，申通地铁、西安地铁等国内知名地铁公司都给予
了高度称赞。

没有一天建成的罗马，也难得投机取巧的终南捷
径。匠心之韵，不止在于雕琢艺术和铸造精品，更是企
业成长发展和践诺尽责的强大基因。匠人之心，不止
在于传承技艺和恪守品质，更是企业塑造品牌和提炼
文化的动力之源。

“岁月曾著风雨，更待满树繁花。”郑州市轨道交通
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洲表示，将继续博采众长、相沿成
习，为郑州市城市建设和全国地铁行业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坚持不忘初心、攻坚克难，为实现公司“大建设、
大运营、大开发、大发展”的阶段目标和“国际领先、国
内一流的轨道交通建设者和运营商”的战略目标积微
至著、砥砺前行。

秉承“匠人之心” 深耕班
组建设 践行企业文化

1号线二期龙子湖站站厅层实景

工匠精神铸就百年工程 温馨舒适的车厢环境

城郊铁路一期工程新郑机场站实景

城郊铁路一期工程创新采用横跨两片U梁设置全封闭声屏障方案

城郊铁路一期工程新郑机场站实景

城郊铁路一期工程高架区间建设场景

乘客在拍摄《书院文化》文化墙

城郊铁路一期工程是郑州市首条含有高架区间的地铁线路 机电安装严格对标德国布线

以“工匠精神”致力追求
从 99%到 99.99%的极
致精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