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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蓝娜娜

深蓝底板、海浪图案搭配青岛地铁特色标志，样式

统一、整齐排列的地铁围挡形成岛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随着青岛

地铁一期工程(3号线)如火如荼的建设，岛城市民对地铁施工关注度日益提

高。开挖的沙土如何外运？地铁爆破如何实行？地铁施工各站点是否整洁？12日，带着市

民的疑问，记者到地铁施工点进行探访。

地铁渣土量约有5个“水立方”
部分石料再回收利用

青岛地铁开工以来，不少市民发现，虽然地铁施工会产生大量渣土，但从没看见有运
土车，也没发现施工路段有散落的渣土。那么，地铁挖出来的土都上哪去了？地铁建设者
又是怎么保证文明施工的？12日，记者探访得知，为了避免增添市区白天交通压力，地铁
渣土外运时间规定为晚10点至早6点进行。同时，工作人员夜夜巡查，一旦发现有渣土洒
落，立即进行处理。

据了解，青岛地铁施工总计大
约会产生500万立方米的渣土，这相
当于5个奥运会“水立方”大小。这些
渣土中部分用于填海等工程需要，
还有部分石料被回收再利用。青岛
市地铁指挥部工作人员介绍，在建
设过程中，及时有效安全地将开挖

出来的渣土外运出去，是地铁建设
开挖阶段非常关键的环节。为此，青
岛地铁建设指挥部、青岛市地下铁
道公司在施工准备阶段，多次召开
专题会议进行研究。指挥部于2 0 1 0

年1 1月印发了《青岛市地铁工程渣
土运输管理办法 (试行 )》，从规范渣

土运输、提高地铁工程文明施工水
平，明确职责范围等角度，对渣土运
输的各个环节提出了明确规定和要
求。

从渣土运输的内容看，概括起
来主要是“两点一线一车”。“两点”
即工点和卸点，“一线”即两点之间

的道路，车穿梭在两点一线之间，实
施渣土外运。按照青岛市环境保护
条例要求，所有渣土外运车辆都必
须在晚上1 0点以后至次日6点前结
束。同时，为了确保运输车辆有效管
理，所有运输车辆都加装了GPS/GIS

监控管理系统。

部分建筑工地在运输建筑垃圾
过程中会对环境产生一定影响，那么
地铁施工中外运渣土是何种情况？

中铁隧道集团青岛项目部书记高
林介绍，项目部对渣土运输车辆进出口
道路进行了硬化处理，路下埋设排水
管，在车辆出入口设置冲洗设施设备。

“凡是进出施工场地的渣土运输车，都
会进行彻底的清洗。”高书记说，之所以
彻底清洗，就是防止车辆在运输过程中
把淤泥、渣土撒漏在路上。

同时，为避免渣土运输车在道路
上违章，项目部要求渣土外运队伍对
运输车辆进行定车、定人管理并到交
警中队备案，这一措施得到了香港西
路交警中队认可。通过交警对司机及
管理人员的指导，项目渣土外运车辆
的违章现象得到了良好改进。

“每天最后一辆渣土运输车都会
配专人跟车，一旦出现渣土撒漏，马
上进行处理。”高书记说，对渣土运输
末次车进行跟车随行，一是了解渣土

运输车在道路上的情况，发现有撒漏
时及时通知人员进行清理；二是了解
本班次渣土卸点，便于安排其余相关
工作。渣土外运工作结束后，工作人
员要对作业工区外50米范围内的路
面进行人工清理，确保路面没有明显
渣土或碾压痕迹。

此外，中铁十七局青岛项目部书
记李永清也介绍，项目部在每个工区
出入口都设置了沉砂井、排水沟、洗
车池，配置高压水枪，运渣车辆统一

覆盖，出场前彻底清刷车体和车轮，
净车出场。同时每天早晨派专人对沿
线进行巡查，严防落土掉渣污染道
路，影响环境。

据青岛市地铁指挥部工作人员
介绍，为保证路面整洁，全路段渣土
运输都严格遵照类似的操作规程。青
岛市地铁公司也设立专门巡查人员，
在运输时段进行巡查，一旦发现有渣
土撒漏，立即责成有关单位早7点前
完成清扫。

据了解，为了保证渣土外运不影
响市容环境、交通，地铁施工渣土运
输受到很大局限。

首先，由于所有渣土外运都必须
在晚上10点以后至早晨6点前结束，因
此运输时间相对较短。其次，为减少夜
间渣土装载对周边市民的影响，实际

装载运输时间比规定时间还要短。再
次，地铁渣土运输严格按照规定容量，
不会出现超载、多运问题，因此每天的
总体外运量比较少。最后，受场地、时
间双重限制，白天挖出的大量渣土如
不能及时运出，会延缓施工进展。

为此，地铁指挥部从城市建设、

城市管理、城市发展全局的角度出
发，从源化再利用角度考虑，正在研
究建立专属卸点，把地铁建设开挖渣
土作为一种资源，进行循环再利用，
实现地铁渣土处置的资源化、减量化
和无害化，以减轻地铁建设对城市管
理带来的压力。

■策划人语 施工现场小节
透射文明理念
场地整洁凸显地铁建设文化

施工场地干净整洁

12日，走进中铁隧道集团青岛
地铁03标项目部，干净的水泥地面、
整齐堆放的施工材料、施工人员统
一的工作服，让人眼前一亮。项目部
书记高林称，项目部对所辖场地进
行了道路硬化处理，明确划分出成
品和半成品区域，对各种原材料进
行归类堆码，并明确责任人负责区
域的环境卫生和场地管理。在建期
间，地面作业人员坚持做到工完料
尽场地清，地下隧道内则保持路面
平顺、照明充足，路面无明显凸凹、
洞内排沟顺畅无积水，喷射的混凝
土平顺美观。

同样，在中铁十七局青岛地铁
项目部，施工场地内均采用C30混
凝土硬化，现场材料堆放整齐，并
挂置标准标识牌。现场起重设备上
部均采用统一围挡封闭。

工作人员介绍，项目部共投资
50多万元，为各个工点按要求布设
了视频监控系统和门禁系统，并在
现场设置重大危险源公示板，每天
由现场专职安全员负责填写。对于
噪音大、污染大的设备，均封闭处
理，以此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保证文明施工。

施工场所配套设施齐全

在员工宿舍区，记者看到，每
个房间都安装了空调，并配置员工

食堂和浴室，兵乓球台等娱乐设施
配置齐全。高林书记称，项目部尽
力为员工营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
境，让员工在操劳的工作之余，能
充分放松。

随后，记者从中铁十七局青岛
地铁项目部获悉，该项目部共投入
210多万元建活动板房，保证每位
施工人员达到2平方米的居住面
积，并统一配备了空调、床、被褥及
床上用品，达到整齐划一，极大改
善了工人的住宿环境。同时各工点
均设置了食堂、卫生间、浴室、仓
库、饮水设施，为一线员工提供了
舒适的后勤保障。

使用统一围挡，

降噪减尘保环境

施工围挡是企业展示给市民
的窗口和门面，地铁03标项目部成
立专门的围挡养护班组，负责围挡
的清理、修复、巡查等工作，保证围
挡时刻保持干净整洁，画面平整无
损坏。“一旦发现围挡画面有脱落
现象，工作人员会及时对围挡及画
面进行加固。”高林书记说，如果画
面缺损还将及时制作新的画面进
行更换补充。目前，经过项目部对
围挡的精细养护，已设置的施工围
挡顺利经受了去年“梅超风”和今
年“维达”两次台风的袭击。同时，
项目部还制作了文化长廊、安全警
示长廊和形象宣传图板，将企业文
化以实物形式展现给员工。

中铁十七局青岛地铁项目部
李书记介绍，该项目部也每天安排
专人巡查、清洗围挡，并及时整修、
更换。每个施工工点大门还设置门
卫室，负责进出人员、机械登记等。

据了解，地铁各施工点在施工
生产过程中，都注重加强环境保
护，降低噪音，减少公路扬尘，道路
场地做到工完场清，并以现场管理
为重点，做到文明施工、现场整洁、
安全有序、不扰民、不损害公众利
益，营造文明、安全、整洁、和谐的
施工现场工作环境。

地铁施工的一大特点是施
工周边多繁华地段，居民、企事
业单位及其他机构众多。因此，
与周边市民和单位的沟通互动
对实现和谐共建意义重大。

先调查再施工，真诚解决问题

为减少施工对周边环境影
响，中铁十七局青岛地铁项目部
领导积极走访海军幼儿园、嘉峪
关小学以及居民区，通过掌握居
民的作息时间，合理调整施工方
案，以避免影响军民正常休息。
同时，设立问题收集库，把居民
在工程施工方面提出的问题及
时归纳总结，依据实际情况及时
协调解决。

同时，因各种材料土方的运
输、爆破作业难免对交通和市民
作息产生一些影响，项目部书记
和综合办公室工作人员专门负
责有关单位和居民来访接待工
作，对在施工中受到影响的市
民，派专人前往慰问致歉，并积

极协同地方相关部门妥善做好
解释工作，切实解决施工给居民
带来的问题。

地铁和谐进社区进行互动交流

中铁十七局青岛地铁项目
部工作人员成立以项目技术骨
干为主要成员的讲解小组，深入
居民家中，为其做详细讲解，使
广大市民深入了解工程建设的
全过程，消除居民心中疑虑。

同时，积极开展“地铁和谐
进社区”活动，以良好的精神面
貌与居民进行友好互动，使居
民真正认识地铁人、了解地铁
人、相信地铁人。专门设立施工
现场对外开放日，接待市民、学
生、游客等社会各界人士到施
工现场观摩，让公众深入一线，
充分了解地铁施工情况。此外，
开展地铁周边环境卫生清扫活
动，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用
实际行动使广大市民接纳地铁
参建者。

积极主动沟通开展互动活动

和谐共建保证施工平稳有序

七大措施
保证地铁文明施工
制度先行重点控制爆破影响

为了加强青岛市地铁工程建设文明施工管理，推进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创建
及精细化管理活动的开展，提高青岛地铁文明施工管理水平，青岛地铁在文明施工
方面主要采取了七大措施。

晚10点至早6点，渣土才可外运

渣土运输车进出场地均清洗

地铁施工不忘环境保护

保持干净整浩的施工围档。

五五四四广广场场群群众众答答疑疑。。

进进社社区区。。

渣渣土土出出场场车车辆辆冲冲洗洗。。

规范有序的施工现场。

地铁施工人员烈日下来回多次搬运十多斤重的钢筋。

建立文明施工责任制度

为抓好青岛地铁的文明施
工管理，地铁公司成立了安全文
明生产委员会，负责组织地铁的
安全文明施工管理领导工作，由
安质部门和工程部门具体负责
此项工作。同时，根据青岛地铁
工程建设的具体情况，地铁公司
制定并下发了《青岛市地铁工程
文明施工管理规定》，对地铁工
程建设的文明施工进行了统一
规范。

文明施工列入监理内容

根据地铁公司的具体要求，
工程监理单位需按照监理合同
的约定将安全文明施工纳入监
理范围，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
全文明施工管理措施是否符合
工程建设标准进行审查，并与建

设工程监理规范确定的内容同
步实施。若发现不符合安全文明
施工要求的施工单位，责令其整
改，情况严重的，要求其暂时停
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
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
向青岛市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施工现场封闭式管理

施工单位要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或者减少粉尘、废气、废水、
固体废物、噪声、振动和照明产
生的污染和危害；施工现场要保
持场容场貌整洁，做到无扬尘、
无积水、无噪声、无污染。

施工过程中，及时停止不符
合噪声标准的机械作业，确保施
工不扰民。文明施工队每天会不
间断对场地内外区域洒水清扫，
保证不积水、不扬尘。同时，对进

出的运渣车辆进行清洗，并在门
口设置湿麻袋，保证车辆不污染
路面。此外，地铁施工现场均采
用统一规划和设计的围挡进行
封闭施工，施工现场内部各展示
牌、设备也都统一整齐布置。

临建设施统一标准

施工单位会同建设、监理单
位对施工现场临建等设施进行
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并
建立巡查制度和验收、巡查档
案。地铁指挥部也对施工现场的
办公室、宿舍、食堂、洗漱间、厕
所、淋浴间、仓库、饮水室、吸烟
室等设置的标准、材质等进行了
统一规定，确保参建员工有良好
的工作环境和管理标准化。

违规建设限期改正

地铁公司依据规定要求，对
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情况进
行日常动态检查，检查结果纳入
青岛市地铁工程企业信誉评价
体系，与地铁工程招投标挂钩，
并作为评标的重要依据。地铁公
司还鼓励各单位积极争创青岛
市安全文明示范工地和山东省
安全文明工地，对获得省、市文
明工地进行奖励，违反规定的相
关责任单位，则将配合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进行行政处罚，并责令
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按红黄牌
制度、约谈制度等有关规定进行
处理，并与企业资质动态考核挂
钩。

施工不影响学校上课

青岛地铁线路穿越多处学

校、风景游览区，为减少对环境
干扰，地铁公司从细节入手，强
化施工管理。如人汇区间隧道沿
线要下穿、旁穿文登路小学等学
校。为了保证爆破施工不影响正
常教学秩序，在穿越学校时，施
工方在学校周围设置了多个监
测点，随时监控地铁爆破对学校
建筑物的影响。

在爆破时间段的选择上，施
工方几乎是根据课程表见缝插
针，有针对性地结合中小学生的
作息时间进行安排。凡是进行影
响较大的爆破施工，时间均控制
在学校的课间休息时间。

控制爆破，保护文保建筑

青岛地铁一期工程3号线下
穿、旁穿文保建筑较多，其中01

标段要穿越18处文保建筑及旅
游景点，人汇区间隧道施工下
穿、旁穿5处文保建筑，分别是阿
里文故居、康有为故居、海滨旅
馆旧址、青岛万字会旧址、朱树
屏故居，其余标段下穿、旁穿嘉
峪关小学、八大关近代建筑等文
物保护单位。这些文保建筑文化
价值高，要做到施工不对其造成
任何破坏，难度很大。

青岛地铁施工以矿山法施
工为主，对于振动控制技术要求
非常高。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
对爆破振动及地表沉降控制进
行严密监控，以“短进尺、弱爆
破、强支护、勤量测”为原则，通
过减小最大起爆药量的方式控
制地震波强度，从传播途径上隔
振、减振，最终顺利实现穿越文
保建筑无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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