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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条匍匐在壮丽河山上的铁路,镌刻着古老国度的文明与奋斗；两根承载着历史重担的钢轨,
延伸着中华民族强国振兴的使命。2004年后,我国铁路建设事业迅猛发展,据统计,截止2021年底,全国铁
路营运总里程突破15万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程超4万公里。高铁站建设亟需大量的技能应用复合型人
才,以促进我国铁路建设管理质量及水平的提升,以满足我国铁路建设事业昼夜不间断且繁重复杂的铁
路枢纽建设任务。本文立足于铁路杭州西站枢纽建设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实际,详细指出培养复合型铁路
枢纽建设管理人才的必要性及具体策略,为铁路枢纽建设管理人才的培养工作提供经验指导。
[关键词] 杭州西站；铁路枢纽建设管理；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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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mpound Talents Training of Hub Construction of Hangzhouxi Railway Station
Jiang Shi
Hangzhouxi Railway Station Hub Development Co., Ltd
[Abstract] A railway crawling on the magnificent river mountain, engraved with the ancient national
civilization and struggle; two rails bearing the burden of history, extending the mis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fter 2004, China's railway construction developed rapidly.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by the end of 2021, the total
mileage of railway operation in China exceeded 150,000 kilometers, among which the mileage of high-speed
railway operation exceeded 40,000 kilometers.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speed railway stations is in urgent
need of a large number of compound talents to promot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China's railway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o as to meet the heavy and complex construction tasks of China's railway construction day and
night. Based on the actual work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of Hangzhouxi Railway Statio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necessity and specific strategies of cultivating compound railway hub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talents, and provides experience guidance for the training of railway hub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talents.
[Key words] Hangzhouxi Railway Station; railway hub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training mode of compound
talents; measures; analysis
前言

时交通圈,实现杭州与上海、南京、合肥、武汉等区域的直通,

2017年7月7日,中国铁路总公司和浙江省政府联合批复了

助力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实现。

《杭州铁路枢纽规划》(2016-2030年),形成“一轴两翼”杭州

1 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概念

铁路新格局,杭州西站是西翼通道的核心项目。2017年12月,成

复合型人才,指的是至少拥有两种专业技能,并具备能够融

立杭州市西站枢纽开发公司,负责铁路杭州西站枢纽配套和周

会贯通各种专业知识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员工本身具备广博的

边区域统一开发。杭州西站选址于余杭区老宣杭线仓前站北侧,

知识及丰富的经验,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信息化时代,相关人

是杭州亚运会重要交通配套工程,“轨道上的长三角”节点工程,

才必须培养两种及以上的专业技能,培养自身优秀的专业知识

也是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的新核心。站场总规模11台20线,总建

能力,促进其市场竞争实力的全面提升。

筑面积约51万方,总投资72亿元。其中,站房及铁路配套20万方,

复合型人才具有复合性、发展性、创新性以及竞合性四个

城市通廊、停车场、地下空间开发等城市综合配套31万方,远期

主要特征,是我国新时代人才专业标准。复合性,要求必须顺应

旅客发送量可达5000万人次/年。项目于2019年9月17日开工建

经济全球化、技术一体化及合作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将自己培养

设,计划2022年8月建成启用。西站开通后,将助力地区融入1小

成为多能多专、综合素质较高的复合型人才,促进人才专业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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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高智商与高情商、现实能力与未来发展能力的复合；发展

时代的发展潮流。

性,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人才素养要求得到了全面提升,

2.4符合铁路西站枢纽建设工作的实际需要

在此发展背景下,复合型人才必须获得智商、情商及学商的全面

截止2021年底,杭州西站枢纽公司现有员工数量共计107人,

提升,促进其综合素质的提升；创新性,人类文明前进的主要动

研究生学历者24人,中高级职称者54人,高级职称者21人,高级

力是创新力,新世纪是以创新能力为主要特征的时代,同时,创

技师1人,加之铁路杭州西站枢纽部分施工地点隧线比重较高、

新也是知识经济竞争的核心,复合型人才强调人才知识、素质以

技术要求比较严格、工作量较大等客观因素影响,造成了铁路杭

及能力结构的全方位复合,不断促进人才创新能力的提升；竞合

州西站枢纽建设出现了人才紧缺等情况的出现,针对这种情况,

性,在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各行各业想要获得综合能力的提升,

铁路杭州西站枢纽建设管理主管人员对于人才管理模式进行了

各团队必须在竞争中求合作、在合作中求竞争,从而实现各行各

思考,落实了复合型人才培养工作,缓解了铁路杭州西站枢纽建

业的合作共赢,复合型人才强调通过自我激励、自我进取以及勇

设管理人才紧缺的现状,不仅有利于铁路杭州西站枢纽建设管

于竞争等方式,促进团队合作精神及职业沟通能力的全面提升。

理工作的人才发展,还可以促进铁路枢纽建设管理各专业之间

因此,杭州西站铁路枢纽建设管理工作的复合型人才必须兼具

配合的流畅,更有助于实现铁路杭州西站建设工作人才资源的

管理能力、协调能力、运营能力等各种知识、能力的全面提升

精细化配置,对于铁路西站枢纽建设管理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

与融合。

工作人才配置进行了平衡。

2 杭州西站枢纽建设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2.1时代变化快,须保持终身学习的态度

3 铁路杭州西站枢纽开展复合型人才培养工作的具
体策略

过去有个说法是打造专业性人才,就是一个人可以有很
好的基础知识,很好的素质,但还是要有一样优势,能够支撑

3.1建设多层次、全方位的铁路枢纽建设管理工作人才培养
体系

你的生产生活,但是专业性人才是存在很大局限性的,也就是

未来的铁路枢纽建设管理工作人才培养模式应立足于三个

一项优势是不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具备两项深入技能在人

方面进行开展,首先,根据铁路枢纽建设管理工作的基本需求设

力资源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这两个技能分别是,第一个技能是

置人才培养计划,促进铁路枢纽建设管理工作人才培养向着复

以生存为导向的,以技术为支撑,以解决我们的生活刚需；第

合型方向转变,其次,铁路杭州西站枢纽建设管理工作人才培养

二个技能是人文管理,提升自我管理能力,两项技能能够相互

模式树立创新意识,尤其重视对于铁路枢纽建设管理实践工作,

更替、互相促进。

在实战中提升人才素质,最后,铁路枢纽建设管理工作人才的业

2.2铁路西站枢纽细分项目多、主体多

务素质得到了全面提升。以铁路杭州西站枢纽建设管理工作人

西站枢纽项目多,主体多,工期紧张,场地局促,结构交叉,

才培养工作为例,必须建立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铁路枢纽建设

技术复杂,我们采用系统理念、系统方法统筹谋划,整体设计,

管理工作人才培养模式体系,将铁路枢纽建设管理工作人才培

协调建设。站房一共九层,从地铁到市政、建筑、国铁上下叠

养体系分为四个等级,第一个层次为中等级别管理人员的铁路

合,充分挖掘空间资源。结构设计采用桥建合一,节省空间、

枢纽建设管理工作人才培养,第二次层次为高等级别铁路枢纽

投资和工期,并妥善解决降噪减震问题,相当于真正地把高铁

建设管理工作人才的培养,第三个层次为铁路枢纽建设管理工

开进大楼里。建设上一体设计,一气呵成,铁路与地方合作,

作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最后一个层次是引起其他铁路枢纽

省、市、区合力推进,创造了高铁枢纽站城融合高质量建设新

建设管理工作人才的自我完善模式,在不同层次需要满足不同

速度。虽是铁路枢纽建设项目,但也融合了公路、市政、地铁、

级别铁路枢纽建设管理复合型人才的实际建设需要。

房建等各方面工程的建设,作为现场工程师,不能只着眼于自

3.2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铁路枢纽建设管理队伍

己管理的一个点,而应从工程建设大局出发,不留管理盲点,
提升自我管理能力。

铁路枢纽建设管理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首要工作是必须
建设一支具有高素质的专业铁路枢纽建设管理队伍,因此,应足

2.3土木工程建设行业的发展需要

够重视对于铁路枢纽管理建设人才的培养工作,落实终身学习

随着我国铁路建设工作在国内及国际中影响力的不断增

的自我需求。西站枢纽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团队深入企业的各个

大,我国的国内市场对于铁路枢纽建设工作的市场需求不断

工作环节之中参与铁利枢纽建设的现场,以促进团队专业理论

扩大,在土木工程建设行业的发展潮流中,我国土木工程建设

知识及专业实践知识的全面提升,相关部门还聘请相关铁路企

行业逐渐打破了各行业之间的界限,我国铁路建设工作在各

业及国内外相近部门的高级建设管理人员进行讲解及培训,并

专业之间相互交叉融合,我国的土木工程建设行业的工作内

参与到相关部门的铁路枢纽建设管理工作人才建设工作之中,

容及工作岗位发生了频繁多样的变化,因此,在铁路杭州西站

促进铁路杭州西站枢纽建设团队的高素质提升。

枢纽建设管理工作方面,必须加强对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我
国的土木工程建设行业也必须不断地创新复合型人才思想观
念及人才培养技术,使得我国的土木工程建设行业不断顺应

3.3强化对于铁路枢纽建设管理团队专业人才实践能力的
培养
对传统落后的铁路枢纽建设人才进行创新改革,并在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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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将相关实际案例与理论知识讲解进行结合,突出考核铁

党建联盟,与合作单位、设计院等广泛开展联建共建,加强行业

路枢纽建设管理团队的实践能力及创新意识的培养,有效地缩

专业学术交流。

短员工理论知识同实践能力之间的差距,使得员工能够尽早了

5 结束语

解到国内外铁路枢纽建设管理行业的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了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迅速发展,我国在土木

解铁路枢纽建设管理工作在各个工作环节的具体流程及具体操

工程建设事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这种发展背

作实践知识,促进杭州西站铁路枢纽建设管理工作复合型人才

景下,培养铁路枢纽建设管理工作复合型人才,促进我国铁路建

的培养。

设事业以及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以使我国杭州西站铁路的枢纽

4 复合型人才培养在杭州西站枢纽的其他实践

加设管理人才培养工作获得全新发展,激发相关技术人员的实践

4.1加强复合型人才招引工作

能力及创新精神,不断地促进自身素质的全面提升,创新发展我

2017年公司成立发展至今,集团公司通过抽调和选拔政治

国铁路枢纽建设管理人员专业能力及实践能力的培养模式。

好、专业强、素质高、经验足的领导干部,配强公司班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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