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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五局济青高铁长轨
存放突破 200 公里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路面摊铺班
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

中铁五局二公司江门项目部
召开劳动竞赛动员大会

4 月 24 日下午 15 时 18 分，随着济南铁路局工务机械
段 T11 专用 500 米长轨列车顺利驶入中铁五局济青高铁寿
光铺轨基地，标志着中国首条地方投资为主的高速铁路济
青高铁单月 500 米长轨存放首次突破 100 公里，累计存轨
突破 200 公里，为 9 月正式铺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确
保实现济青高铁“高标准起步、高效率推进、高质量达标”，
中铁五局作为济青高铁唯一铺轨单位，提前做好 500 米长
轨的焊接、运输和存放工作。项目安排专人负责运输、回
送过程的跟踪和协调，确保长轨列车安全、快速、顺利进出
铺轨基地。
（蒋方槐 吴建）

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表彰
了全国工人先锋号，中国中铁有六个单位荣获此殊荣，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济南至东营高速公路第六合同段
路面摊铺班榜上有名，成为 2017 年中铁五局唯一荣获全
国工人先锋号的单位。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济南至东
营高速公路第六合同段路面摊铺班组承担新建济南至
东营高速公路第六合同段路面施工工程任务。施工用
水等资源有限，节能势在必行；加上黄河排涝、抗旱、饮
水人工河渠处于施工地段，因此，减排环保工作不能松
懈。
(谢永彬 艾剑萍)

4 月 29 日，中铁五局二公司江门项目部“大干 60 天，
力保完成二季度生产任务”劳动竞赛动员大会在项目部
会议室召开。会上宣布了《关于开展“大干 60 天 力保二
季度生产任务完成”劳动竞赛的决定》，号召全体职工同
心同德、铆足干劲、抢抓机遇、迎难而上，迅速掀起施工
大干热潮，为全面完成二季度施工生产任务不懈奋斗。
项目领导班子、各部门负责人、技术主管、生产管理部队
长及协助队伍负责人共计 35 人参加了动员会。据悉，此
次劳动竞赛计划完成产值约 1.51 亿元，日均产值达 252
万元。
（金志红 刘合林）

中铁四局五公司“井冈山号”盾构机
为中国地铁加油
“五一”期间，中铁四局五公司重金先后购入“井冈山
号”盾构机多台，300 多名施工作业人员分别承担中国中
铁重点工程——南宁地铁 3 号线、厦门地铁 2 号线、沈阳
地铁 10 号线、武汉地铁 8 号线和深圳地铁 4 号线等多个
地铁项目的工程掘进任务。据统计，盾构分公司已安全
掘进突破 1 万多米，管片拼装 1 万多环，工程质量合格率
达到 100%，优良率达到 98%以上。
“ 井冈山号”多台盾构
机成功投入使用，为多个省会城市地铁建设目标加油
“提速”。
（陈国平）

中铁五局六公司
获局财会职业技能大赛团体三等奖
4 月 15 日，中铁五局在长沙举办财会知识技能大赛，
六公司代表队凭借优异的表现获得大赛团体三等奖。为
认真组织参加本次大赛，六公司财会系统于 3 月 29 日上午
在公司内部进行了海选，甄选出 3 名优秀的财会人员组成
代表队参加局的最终角逐。在初赛的闭卷考试竞答中，六
公司代表队从全局 16 个参赛队中脱颖而出，成功晋级团
体前 8 名进入决赛。通过激烈的知识抢答竞赛，六公司最
终取得团体三等奖的优异成绩，财会部李维也获得个人第
三名的好成绩，被授予“中铁五局财务会计岗位能手”称
号。
（李艳）

中铁三局五公司党委
举行区域党建联建联创活动启动仪式
4 月 27 日，中铁三局五公司在济南轨道交通 R3 线举
行了党建示范工程和山东区域项目党建联建联创活动启
动仪式。正在参与建设的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R3 线以及
青连铁路、济青高铁、济齐高速公路黄河大桥五个工程项
目，施工产值达 50 多亿元。公司党委选择济南轨道交通
R3 线正式启动了党建示范工程暨山东区域项目党建联建
联创活动，
把山东地区项目建设成中铁三局的坚强堡垒工
程、党员先锋工程、廉洁从业工程、品牌信誉工程、人才培
养工程、和谐幸福工程。
（李志勇）

中铁三局五公司
济齐黄河大桥项目多次获赞誉
“五一”前夕，中铁三局五公司济齐黄河大桥项目经
理吕文耀被山东省齐河县委、县政府授予“金牌员工”称
号，这是继两次荣获业主授予的“先进个人”称号之后，
黄河大桥建设者代表获得的最高荣誉。济齐黄河大桥
全长 2288 米。2014 年 8 月，中铁三局五公司中标承建济
南侧引桥施工任务，由于受征地拆迁的影响，开工时间
延后达 14 个月。正式开工后，项目党政领导团结带领参
战员工克服诸多困难，排除施工干扰，创新管理手段，在
确保安全质量前提下，有序加快施工进度，多次赢得业
主监理和上级赞誉。
（李志勇 刘俊）

中铁港航局三公司京新高速公路
第五项目部喜获总包部 50 万元嘉奖
4 月 17 日，中国中铁京新高速公路临白段项目总承包
管理部发文对中铁港航局三公司京新高速公路第五项目
部 2017 年复工以来的工作进行了高度评价，并作出给予
50 万元奖励的决定。2017 年是京新高速公路完美收官、
建成通车之年，京新高速公路第五项目部积极响应总包部
管理思路和管理理念，扎实开展“品质工程”创建实践活
动，提升工程管理水平、提升工程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工程
质量水平，在全线取得了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为中铁港
航局及三公司赢得了荣誉。
（杨世全 罗立文）

中铁三局 16 对新人
济青高铁项目举行集体婚礼
4 月 26 日，
中铁三局集团济青高铁项目部为 16 对不同
岗位的新人举行集体婚礼。高铁建设者常年奋战在施工
生产一线，恋爱难、结婚难，很多大龄青年为了保证济青高
铁的正常建设，将自己的婚期一推再推。中铁三局在济青
高铁建设工地举办集体婚礼，凸显了中铁三局以人为本的
企业文化。自 2015 年济青高铁开工以来，中铁三局广大
建设者以安全优质建设济青高铁、建功齐鲁大地为己任，
打造了“以好为先导、以快为主线，又好又快、好上加好”的
“济青速度”。
（李志勇 刘俊明）

中铁五局六公司安六铁路
实现安全生产 500 天
2015 年 12 月初进场以来，中铁五局六公司安六项目
部把安全措施和安全责任落实到现场，落实到每一个岗
位，落实到每一个生产环节，建立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事事有人管，人人有职责”的安全保障体系，截至 4 月 18
日，已累计实现安全生产 500 天。项目部编制了各类安全
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安全操作规程。在重要岗位设立了
安全员、质量员及群安员，群防群控确保施工现场实现“零
盲区”。累计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43 期、1418 人次。自进场
以来，该项目部安全生产平稳，未发生一起安全质量事
故。
（蒋方槐 何伟）

爱尔兰共和国奥特奇公司高管
到中铁五局江门项目现场查看
4 月 11 日，爱尔兰共和国奥特奇生物制品（中国）有限
公司高级战略法务经理 Michael Woolsey、亚太区物流经理
Alex Buchan 一行在广东省江门市商务局投资服务科、开
发区管委会、招商顾问等人员的陪同下，到中铁五局江门
项目现场考察调研。奥特奇考察团一行驱车抵达中铁五
局江门站项目部，实地观看了江门站沙盘效果图。此次奥
特奇考察团重点考察调研江门站项目，就是为了详细了解
该工程的重要意义，这次调研为下一步吸引外资企业投资
奠定了坚实基础。
（金志红 刘合林）

中铁五局二公司江门项目部
召开共青团员座谈会

海淀工商分局
保障辖区
“五一”市场秩序
“五一”假期期间，为保障辖区景区假日市场秩序，
为游人营造安全健康的旅游消费环境，北京海淀分局
“四着重”对辖区内颐和园、圆明园等景区周边经营场所
开展专项整治活动。
一是重监管。排查景区周边商户，确保各类经营主
体具有相应经营资质，严查园区内小摊点、小卖店儿童
食品、饮料等商品，严防销售假冒伪劣、过期及“三无”产
品；
二是重预防。排查景区内外文玩字画、玉器店等经
营单位，保障各类商品明码标价，商品标识齐全，提醒经
营者不得以虚假的“折扣价、优惠价”等欺诈消费者，预
防欺客宰客、天价商品等违法行为发生；
三是重安全。检查景区周边宾馆饭店消防器材、摄
像装置等配套安全措施是否可用，提示宗教景点周边燃
香经营者注重火灾防范，杜绝各类安全隐患；
四是重维权。落实 24 小时假日值班制度，启动节日
消费者申诉快速受理机制，快速响应旅游消费投诉和举
报，及时受理，及时处理，及时化解旅游消费纠纷。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4 月 22 日下午，中铁五局二公司江门项目部召开共青
团员座谈会，项目全体团员 15 人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
上，15 名团员干部结合自身成长实际情况，畅谈了在工
作、生活中的想法，并制定了“小目标”。同时，针对项目
工期紧、任务重、风险高等情况，重点围绕如何更好地开
展团建工作，进一步增强青年干部职工凝聚力和向心力
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此次座谈会，为青年团员沟通
搭建了平台，体现了项目部对青年职工工作、生活等方面
的关心。
（金志红 刘合林 刘萤）

江门市副市长考察调研
中铁五局江门项目部
4 月 25 日，江门市副市长林飞鸣一行到中铁五局江门
项目部施工现场考察调研，对项目部临建速度、机械配置、
人员到场情况、安全质量管理等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称
赞：
“你们很厉害，干的不错！”调研中，林飞鸣仔细听取了
江门项目经理易雨锋对工程进度、节点工期目标、施工组
织设计等工作的汇报。他指出，珠西综合交通枢纽江门站
是江门“头号工程”，工期紧、任务重，不能盲目追求工期，
要在确保安全质量可控的前提下，快速推进施工进度，确
保安全优质高效完成项目建设。 （金志红 刘合林 崔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