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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北京和华园投资有限公司公章不慎遗失，该公司公章属于

专人专管专用之物，任何其他人拾到或使用均属无效作废。

特此声明。

北京和华园投资有限公司

2013年 6月 18日

近日，中铁二局渝万项目“联创共

建”推进会暨“关寿东劳模作业队”揭牌

仪式在项目分水镇隧道斜井隆重举

行。 仪式上，重庆市总工会为项目部

授“创重庆市工人先锋号”旗帜，并为

“关寿东劳模作业队”揭牌；出席仪式的

领导还为各分部颁发了《职（民）工服务

站》、《职（民）工夜校》牌匾，赠送了《职

工服务手册》和体育用品；中铁二局渝

万项目各分部领导班子签订了“联创共

建”承诺书；“关寿东作业队”队长关寿

东作了表态发言。 （蔡坤王洪涛）

2013年 6月 16日，第三届中国智

能电网建设技术与设备展览会在北京

举行。会上，珠海高新区管委会杨川主

任做了“优化产业环境、打造智能电网

特色园区”的专题演讲。重点介绍了珠

海高新区良好的投资创业环境及智能

电网产业的发展成就和关于打造智能

电网产业园的规划。并借展会召开的

契机，专题举办了面向智能电网企业

的推介会。作为珠海经济发展的三大

引擎，珠海高新区成立于 1992年，是

首批国家级高新区之一。

资讯

2013 年 3 月 22 日，京广客专河
南公司“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时任

中铁建设集团郑州分公司石武客专

河南段站房指挥部指挥长的孙少辉

获得了中华铁路总工会颁发的先进

个人火车头奖章，并授予他所带领

的团队中铁建设集团郑州分公司石

武客专河南段项目部先进集体火车

头奖杯，这一切看起来来之不易，但

又是那么理所当然。

孙少辉，现任郑州分公司副总

经理，主管分公司经营管理工作，

兼任中铁建设集团郑州分公司石

武客专河南段站房指挥部指挥长、

新乡东站项目经理，自 1994 年大学
毕业加入中铁建设这个团队，并与

广大同仁一同见证了集团公司艰

辛而又辉煌的发展历程。1994 年以
来他先后任职项目部水暖技术负

责人、集团公司京外事务部副部

长、铁路总指挥部工程部部长、哈

大指挥部副指挥长。在自己的岗位

上，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一干就

是 18 年，他曾参建的中科院图书馆
档案馆工程获得了“鲁班奖”，他的

足迹遍布集团公司的各个站房工

程，为迎接铁道部领导到哈尔滨西

站视察，他曾与项目经理王立峰一

起工作到深夜两点；为迎接铁道部

部长、海南省委书记视察三亚站，

他与项目人员通宵达旦；在厦门西

站，为确保站房顺利交付使用，他

又常驻施工现场，与项目人员一起

同吃同住加班加点，任职哈大指挥

部副指挥长期间，他又奔波在铁岭

站与双城站之间。

2010 年 11 月集团公司中标石
武客专河南段站房玉标段工程，包
括新乡、鹤壁、安阳三个站房，孙少

辉以他独特的站房建设经历及踏实

能干的精神被集团公司委以重任，

还在哈大线上忙碌的他带着集团公

司领导的重托只身来到河南，迅速

组建了新的管理团队石武客专河南

段站房指挥部，挑起新乡、鹤壁、安

阳三个站房施工生产管理的重任，

任职石武客专河南段站房指挥部指

挥长、新乡东站项目经理，统筹协调

三个站房施工管理工作。新乡东站

自 2010 年 11 月 4 日进场至当月 25
日短短二十天的时间，便高效率克

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人员紧缺、没

水、没电等各种困难，2011 年春节他
放弃了与家人团聚，带领项目全体

管理人员坚守工地，确保了工程节

点工期的顺利完成；在全线 8 个站
房中，新乡东站是第一个开始桩基

施工、第一个成功举办石武客专河

南段施工现场标准化观摩会的项

目，新乡东站项目的标准化管理、高

效率施工，为集团公司在石武客专

河南段公司赢得了良好的声誉。18
年的施工生涯、18 年的艰苦付出、18
年的经验积累，最终让他厚积而薄

发，回报他的是：新乡东站砌体工

程、金属屋面工程、雨棚钢结构工

程、幕墙工程、雨棚金属屋面工程等

五项专项工程被评为石武客专 2011
年度优质样板，并在全线进行推广；

石武客专 2011年度站房工程劳动竞
赛优秀车站第一名、先进基层党工

委、2011 年度优秀项目经理（孙少
辉），2012 年度上半年劳动竞赛第一
名。集团公司 2012年上半年绩效考
核过程管控优秀项目部、五好党支

部，郑州分公司 2012年第一季度绩
效考核第一名、六好共产党员、2012
年度安全质量工作先进单位、2012
年度优秀项目经理部、2012 年度优
秀项目经理（孙少辉）、火车头奖杯、

火车头奖章等多项荣誉。“火车头奖

杯、奖章的获得是来之不易的，是用

智慧加汗水、认真加实干而来，但火

车头奖杯、奖章颁发给我们也是理

所当然的。”字里行间体现出他的自

信，相信付出总会有回报。成绩的光

环并没有使他迷失方向，他依然一

如既往地每天第一个到项目部、最

后一个离开，带领项目部全体员工

做好站房最后的清概和站房交接工

作，为石武客专站房建设画上一个

圆满的句号。 (王志刚)

艰苦磨剑十八载
厚积薄发铸辉煌

中铁石武客专河南段指挥长孙少辉

近日加拿大双低油菜理事会宣布，与中国最大的乳品企业

合作并由中国领先的学术机构负责开展的中加联合科研项目结

果表明：中国乳品企业在奶牛饲粮中使用加拿大双低菜粕可显

著提高奶牛的产奶量。据介绍，在奶牛日粮中使用加拿大双低菜

粕的牛奶产量比对照组增加了 0.6公斤/牛/天，并在其中一家奶
牛养殖场取得增加产奶量 1.2公斤/牛/天的显著效果。（王国鉴）

近日，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科研项目

《建筑垃圾的处理及回收利用》顺利通过验收，研究成果填补了

广西在建筑垃圾回收处理及利用方面系统研究的空白。该课题

首次在广西开展将建筑垃圾回收处理工艺应用于施工企业的系

统研究：对广西建筑垃圾的产生、回收处理、成分分析、骨料试

验、垃圾成品研制、试点应用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调研，并利用

课题研究生产的再生骨料配制出新型墙材产品。 （余宏超）

五月份，冀中能源邯矿集团郭二庄矿在册女工每人得到

一份免费妇科疾病保险。这是该矿工会连续第十年为全体女

工赠送“妇科疾病团体保险”，为女职工身体健康提供了有力

保障，切实增强女职工抵御大病风险的能力。通过为女职工集

中参保，不但缓解了患病女职工的经济压力，还使患病女职工

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增强了工会组织的向心力、凝聚

力和感召力。 （王志强 刘俊平）

作为国内全新的低碳养老模式，“无忧保障型低碳养老示

范园区”开工暨国龙碳汇全国连锁低碳养老示范园区项目启

动仪式近日在海南昌江落户。这是继 4月 1日，国龙碳汇（北
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海南办事处在海南三亚正式

挂牌成立后，在低碳养老社区建设方面实施的一项重大实质

性举措。中国武装警察部队原总司令左印生中将，装甲兵工程

学院原政委王景颐将军，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黄祖绍等

领导和嘉宾出席了此次活动，并挥锹为园区奠基。

加拿大双低菜粕助力中国乳企提升产量

广西一建建筑垃圾处理有新招

郭二庄矿连续十年为女工入团险

国龙低碳生态养老社区落户海南

由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会主办、北京嘉泽东博三叉神经医

学研究院承办的首届全国三叉神经痛病防治经验交流会暨“三

叉神经痛无痛介入疗法专家论证会”日前在京举行。与会专家

一致认为，三叉神经痛无痛介入疗法课题小组根据三叉神经痛

患者的发病特征和病情演变规律，结合相关理论制定了三叉神

经痛无痛介入疗法。该方法具有安全性、实用性、创新性与科学

性等特点，值得在行业内应用与推广。

三叉神经痛无痛介入疗法获专家认可
继 5 月华泰汽车推出了“华泰

SUV购车节, 五一放价一个月”活动
后，消费者购车踊跃。为了让更多消

费者都有机会享受华泰 SUV 购车节
的实惠，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限时抢
购华泰宝利格、圣达菲，立享万元惊

喜超值款待。此次特惠活动涉及范围

更广、优惠力度更大。宝利格全系搭

载 1.8T汽油发动机和 2.0T 柴油发动
机，“双 T动力”性能强悍、排放更低。
宝利格智汇版配备电动天窗、皮质座

椅、GPS导航、多功能方向盘、自动巡
航系统等多种舒适性和便利性装置，

还搭配了领先的 TIVI 实时车载智能
决策系统，是一款真正的 3G 互联智
能汽车。

近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主办的

“2012年煤炭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发布会”在北京召开。开滦集团应邀

参会，并公开发布了《开滦集团 2012
年社会责任报告》。开滦集团已连续

五年编制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此

次为第二次在京公开发布。《开滦集

团 2012年社会责任报告》围绕公司概
况、经济发展、安全生产、和谐共建等

方面进行了综合性介绍，充分展示了

企业 2012年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实现
逆势发展，努力追求企业发展与社

会、环境的协调统一，勇担社会责任

的良好风范。 （白文刚）

6月 9日，由开滦集团和协鑫集团
共同出资的“开滦协鑫发电有限公司”

召开创立大会，这标志着开滦集团的

2伊300MW兆瓦煤矸石坑口电厂项目建
设运营正式启动。该项目为煤矸石综合

利用项目，用开滦矿区的煤矸石、劣质

煤等低热值燃料，水源为矿井疏干水，

以发电为主兼顾城市供热，总投资为

30亿元。开滦集团是国内知名的特大
型煤炭企业，香港协鑫（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是大型的外资热电营运企业，两个

集团实施战略合作，可实现两个企业在

资源和管理、技术等多方面的优势互

补，有利于产业的长远发展。（李晓辉）

今年以来，陶二矿在保证安全生

产的前提下，抓住煤炭生产有利时机，

精心组织生产、大打开掘硬仗、舞活

销售龙头，以销促产，截至 5 月 31
日，已实际完成煤炭产量 58.5万吨，
超计划 3.5万吨；进尺 5541米，超 541
米，月月超额完成煤炭销售任务，提

前一个月完成上半年产量进尺任务

指标。该矿进一步深化了岗位标准化

流程操作，把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贯

穿于安全管理工作的全过程；立足

“查大系统、治大隐患、防大事故”，以

职工行为管控为重点，严抓“手指口

述”安全确认法和“走动式”培训，增

强了职工预防意识，确保了安全无事

故。 （柴顺利 张智顺）

华泰宝利格圣达菲加大促销力度 陶二矿提前完成产量进尺“双过半”任务

内地香港企业牵手成立开滦协鑫发电公司 开滦集团荣获社会责任报告优秀企业称号

珠海高新区举办智能电网产业专题推介会中铁二局渝万项目开展“联创共建”活动

近日，由西北政法大学动物保护法研究中心、中国小动物保

护协会、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市场观
察》杂志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呼吁整治非法制售狗肉产品，保障

食品安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发布会上，有关专家和媒体代

表分别宣读了致吉林省、江苏省、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和玉林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紧急呼吁书，盼望着当地政府严格执行我国

食品安全有关肉类品可追溯制度，使违法食品不再进入市场。

保障食品安全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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