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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国摩托艇系列赛事
在重庆彭水落幕
5 月 6 日下午，第七届中国摩托艇联赛“太极水杯”重
庆彭水大奖赛暨中美澳艺术滑水精英赛落下帷幕。在为
期四天的比赛中，国内 12 支摩托艇代表队和来自中国、美
国、澳大利亚的滑水精英在亚洲苗乡——彭水，为大家奉
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水上狂欢盛宴。该赛事是今日体育
旗下的首站赛事，随后还将在北京顺义和济南平阴，分别
举行中国滑水巡回大奖赛和中国摩托艇联赛第二站赛
事。另外，彭水“一节一赛”
（中国乌江苗族踩花山节暨中
国彭水水上运动大赛）将从 5 月持续至 10 月，为游客提供
极具彭水特色的旅游体验。

新疆阜康文旅项目推介会在京举行
4 月 28 日，由中共阜康市委员会、阜康市人民政府、人
民网主办，
新疆天池管理委员会等承办的“天山之都·物阜
民康”新疆阜康文旅项目推介会暨天山天池 2017 年旅游
文化活动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新疆阜康市委副书记、代市
长赵强表示，
近年来，
阜康市立足“产业新城、旅游名城”发
展定位，
着力打造“天山之都·物阜民康”城市品牌，
构建起
了全域、全时、全业的“文旅廊道”。新疆阜康市委副书记、
新疆天池管理委员会主任张军介绍了阜康文化旅游资源、
2017 年旅游项目及活动，全面展示了阜康作为丝绸之路
经济带重要节点的旅游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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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五局哈佳项目
开展文体活动庆五一
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丰富项目部员工的节
日生活，哈佳项目部响应公司工会号召，在五一节期间开
展了以“我劳动，我快乐，我为哈佳添光彩”为主题的系列
活动。据悉，哈佳项目将于今年 6 月底完成所有工程验
收，现已进入大干阶段。通过此次活动，广大员工在紧
张、繁忙的工作之余得到了放松。活动营造了浓厚的节
日气氛，进一步增强了员工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并
给项目添加了更多的光彩，且让员工以“我劳动，我快乐，
我参与，我建设”的方式度过了一个充满意义的五一国际
劳动节。
(谢永彬 杨君)

开薪点线上代发工资重构薪酬管理标准
开滦唐山社区服务中心
深挖内潜助力企业转型
今年以来，开滦唐山社区服务中心紧密结合生产实
际，从强化水电收支治理、加强管理和夯实安全管理基础
入手，狠抓重点工作，精准发力，深挖内潜，助力企业转型
发展。该社区强化水电收费治理，着力提升收缴水平，多
次召开专题会议，针对水电费收缴存在的问题制定解决措
施；坚持向管理要效益，严控管理细节确保节支降耗；加大
安全教育力度，提升安全管理水平，采取制定年度安全培
训计划、开展安全事故案例分析会等方式，教育引导员工
时刻绷紧安全弦，
增强安全意识。
（张驰 陈玮）

近日，企业人资金融服务平台——开薪点正式上线全
程在线操作的代发工资产品。企业考勤数据的导入、薪资
核算、社保公积金缴纳、发送工资条、员工提现等一整套完
整的薪酬服务，均可通过开薪点薪酬服务系统在线完成。
开薪点通过与银行对接，突破线下办卡限制，实现 100%全
程在线操作的人资服务平台。企业与开薪点签署合作协
议后，开薪点即帮助企业在银行开设工资专户，银行根据
企业指令，将资金转入由企业提供的员工账户中，完成工
资代发的操作。工资专户中的资金只能流向员工账户或
原路返回至企业代发工资专户。

中脉健康产业集团及中脉公益基金
荣获“中国妇女儿童慈善奖”
日前，全国妇联、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共同举办了“中国妇女儿童慈善奖（2015—2016）”
表彰大会。该奖项旨在表彰为推动中国妇女儿童公益慈
善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爱心单位和个人。中脉健康产业
集团凭借“中脉青少年安全守护行动”项目，荣获“中国妇
女儿童慈善奖——突出贡献奖”。
“中脉青少年安全守护行
动”是保障青少年安全成长的公益项目，项目计划为期三
个学年，共投入 1500 万元。中脉公益基金会凭借“我·爱
我·女性健康工程”项目，获得 2015—2016 年度“中国妇女
儿童慈善奖”。

中铁五局塞什腾隧道工程实现贯通
开滦吕家坨矿业公司
“双箭齐发”深化改革
面对严峻的生产经营形势，开滦吕家坨矿业公司坚
持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双箭齐发”，创新经营管理模式，
深化科技创新创效，形成以创新提效率、向创新要效益的
良好局面。吕家坨矿业公司推行公司、区队、班组三级经
营管理体制机制，挖掘管理效率和效益。该公司各个市
场部根据分管专业，推行专业化承包，严格市场运作，实
行按劳分配，调动各专业承包经营的积极性。公司还围
绕制约企业发展的难题，充分发挥创新工作室、大师工作
室、创新攻关小组等创新团队的优势，深入开展技术攻关
活动。
（张纳军）

4 月 28 日，中国中铁五局承建的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
塞什腾隧道实现贯通。自 2013 年年初开工建设以来，中
国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项目参建人员主动出击、不等不
靠，积极克服诸多困难，不断优化施工方案，加强过程管
控，最终实现全隧零误差、零事故的贯通目标。敦格铁路
建成通车后，将与兰青铁路、兰新高铁、青藏铁路串联成我
国西北地区的首条环形闭合铁路网络，届时乌鲁木齐到拉
萨之间的通行距离将缩短两千公里。这对完善我国西部
铁路网布局，加强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四省区的经济往
来等具有重要意义。
（谢永彬 袁蓉生）

成都高新区全球 8 个
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同时揭牌

中建三局安装事业部南方经理部
开展机关党建活动
4 月 25 日，安装事业部南方经理部举行了“学习型、服
务型、廉洁型”机关党支部创建活动仪式。会上，
“三型”党
支部创建活动方案发布，党员代表作了履职承诺发言，签
订了责任状。经理部纪委书记朱文成讲了一堂题为《廉洁
南方 从我做起》的廉政课，经理部党委书记曹彬彬主讲了
一堂《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党课。
另外，安装事业部人力资源部（党委组织部）程方方副经理
要求：要加强载体建设、要深度融合业务工作、要强化项目
党支部建设，
引领企业健康快速发展。（杨震宇 张艳山）

本报记者 龚友国

中铁四局二公司无锡地铁
未雨绸缪筑牢防洪防汛堤坝
5 月 5 日下午，中铁四局二公司无锡地铁 3 号线 11 标
项目经理部在长江路站开展了防洪防汛应急预案演练。
无锡地铁建设分公司代表、监理代表、经理部防汛领导小
组以及 6 个抢险组，共计 40 余人参加了演练。此次演练以
长江路站长机区间右线盾构施工区因暴雨袭击，车站积水
倒灌盾构区险情为模拟场景。演练过程有条不紊，各救援
小组运用救援方法得当、措施到位。通过演练提升了经理
部防汛应急反应能力，检验了紧急情况下快速、有效地组
织抢险、救援能力，为进一步建立健全事故应急救援体系
提供了经验。
（桂文军）

见福便利店开启“智慧零售”新模式
5 月 5 日，由见福便利店主办的“未来智慧零售”论坛
在微软（中国）有限公司举行。厦门见福连锁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利宣布，见福便利店将采用由世纪互联运营的
Microsoft Azure 全流程解决方案，帮助全国近千家见福社
区便利店实现基于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的“智慧零售”创新。在活动现场，微软（中国）有限公
司大中华区副总裁蔡恩全表示：
“各行各业都应该积极迎
接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微软与见福便利店的
合作开局顺利、进展快速，充分证明了双方对于未来零售
业的认知高度一致。

5 月 3 日，记者从成都高新区获悉，第二届“硅谷创业
节”于美国旧金山当地时间 5 月 2 日在圣克拉拉会议中心
举行，作为本次创业节重要活动之一，成都“菁蓉汇·国际
创新创业主题论坛”
在 Hall C 展厅拉开帷幕。
“本次论坛以‘国际创新创业’为主旨，形成了‘成都—
硅谷’互动模式，共同探讨了中美两国及‘成都—硅谷’未
来创新合作的新机遇，展示了成都高新区创新创业环境、
政策和成就。”成都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副局长熊平介绍，在
本次“硅谷创业节”上，成都高新区成功举办了“2017 中国
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推介会，并为 8 个离岸创新创
业基地揭牌。作为展示成都高新区“双创”成果的重要窗
口，成都高新区创新创业国际化展览也同时亮相本届“硅
谷创业节”。
据悉，成都高新区已在北美、欧洲设立了 8 个离岸创
新创业基地。在此次‘硅谷创业节’上，成都高新区为这全
球 8 个离岸基地同时举行了揭牌仪式。
“ 离岸创新创业基
地将在海外为成都高新区引进优秀的企业、项目和人才，
并吸引这些项目及人才落户成都高新区。”熊平说，通过在
美国硅谷等科技园区、斯坦福等高校建立离岸创新资源汇
聚站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海外人才（团队）项目预孵化服
务，将为成都高新区聚集和引进更多高层次国际知名领军
创业人才。
“成都高新区‘双创’服务体系处于全球领先水平。”
国际知名机构 Nature research 在调研成都高新区时赞叹
道。今年二月，成都高新区对外发布《成都高新区创新创
业发展规划（2016—2020）》和《进一步深化创新创业发展
的若干政策》，计划在五年内投入 150 亿元驱动“双创”，推
动成都高新区打造万亿级国际创新创业中心。

中铁四局无锡地铁 3 号线
长江路站主体顺利封顶
5 月 1 日，随着最后一罐混凝土浇筑完成，由中铁四局
无锡地铁 3 号线 11 标项目经理部承建的长江路站顺利封
顶。这是无锡地铁 3 号线首个完成主体封顶的车站。
无锡地铁 3 号线一期工程起于苏庙站，终点为苏南硕
放机场站，线路全长约 28.5 公里，共设车站 21 座。针对施
工难度大特点，经理部采取快速开挖、快速封闭“双快”的
施工方法，并加强基坑及周边建筑物监测数据控制和监控
频次，切实保证主体结构施工的安全质量。同时，牢固树
立安全质量“零事故”理念，强化项目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等工作。
（桂文军）

首届中国少儿科教创新发展论坛
在京举办
4 月 28 日，由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主办，帕皮科
技学院承办的“首届中国少儿科教创新发展论坛暨全国少
儿科幻作文大赛评审委员聘请仪式”在团中央网络影视中
心成功举办。论坛以“未来已来”为主题，以“促进中国少
儿科教事业创新发展”为目的，来自政府机关、行业知名机
构和投资商的代表分别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少儿科技教
育的见解。为使论坛成果能够迅速落地，并产生深远影
响，真正影响并惠及到更多少儿，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
心和帕皮科技学院将于 6 月举办“全国少儿科幻作文大赛
暨科技进校园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