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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七局武汉公司
为基层新任书记进行业务培训
按照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中铁七局武汉公司结合实
际，开展了“落实全面从严，加强党内监督”学习实践系列
活动，对新任职的专兼职党组织书记面对面培训便是系列
活动之一，
目的在于不断夯实基层党建工作。
据了解，5 月 3 日进行的业务培训，中铁七局武汉公司
改变了以往“一对多”集中培训模式，创新做法，把培训由
“大锅烩”改为“小锅炒”，把培训对象集中在新任职的专兼
职党组织书记身上，开展面对面、点对点的互动式培训，这
样使培训内容更加有针对性，
培训效果更加显著。
（杨静 郭强）

陈小明获评中铁五局十大杰出青年
5 月 4 日，中铁五局表彰十大杰出青年，机械化公司陈
小明榜上有名。陈小明现任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敦格铁
路项目部项目经理。十年间，陈小明扎根一线，一步一个
脚印，
逐步成长为一名技术多面手和优秀项目管理者。
2013 年，他调入敦格铁路项目。在项目建点初期，作
为副经理的他克服重重困难，全身心投入项目建设中。
2014 年年底，陈小明全面接手敦格项目管理工作，不忘初
心，
砥砺前进。2017 年，
塞什腾隧道贯通在即，
后续任务繁
重。他带领全员渡过重重难关，最终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
实现隧道全线顺利贯通。
(谢永彬 李艺)

借助二维码
油井走进互联网时代
张广传 于佳 王伟

胜利油田东胜潍北采油管理区把二维码引入日
常工作，将油水井管理与互联网相融合，通过网络技
术带动生产实现提质增效。
据悉，胜利油田东胜公司潍北采油管理区开发小
断块油藏，有 80 余口油井。在油井管理方面，过去这
个管理区曾建立过“一井一策”档案，比如建躺井档
案馆、健康卡等。可在使用过程中却发现，除了专业
技术部门，员工对油水井情况了解的并不全面，特别
是每次“会诊治病”时，还要从大量资料里反复查找
历史，费时费力效率还低。为此，管理区借鉴医院病
历的模式，从油井特点到健康状况，再到病情治疗过
程，把每一口油水井信息汇总起来，借助定位软件把
二维码加入谷歌地图，只要用谷歌定位到井位，然后
点击进入，二维码就会自动弹出，足不出户就能随时
掌握油水井信息。同时，这个管理区还结合每月成本
核算变化，将油水井效益评价情况录入进去，为生产
成本管控和措施优化提供数据支持。目前，在潍北采
油管理区，二维码在井场的每口油水井随处可见。只
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一张张包含着生产状况、油
藏属性、开发作业、井筒状况、解决对策、效益评价等
多项内容的图表，就在手机上清晰地显示出来。从地
理位置到生产状况再到成本效益，每口井的资料信息
都一目了然。它们就像一个个微型数据库，既打破了
油井封闭式管理模式，也是提升工作效率的信息化手
段。

济青高铁召开无砟轨道相关观摩交流会
5 月 5 日，济青高速铁路有限公司召开无砟轨道和桥
面系现场观摩暨施工经验交流会。该公司副总经理孙洪
斌率建设单位相关部门负责人、淄博及胶州指挥部负责
人，全线 1 至 10 标分管无砟轨道副总监、铁三院山东指挥
部以及施工单位 10 个标段项目经理、总工、分管生产副经
理及现场技术、质量负责人一行 140 余人，到济青高铁站
前 6 标项目部管段进行了无砟轨道底座板和桥面系现场
观摩，并进行了无砟轨道底座板顶面平整度和线形控制施
工工艺经验交流。七公司总经理孙述灿、总工程师兼济青
高铁项目部党工委书记、经理朱德军陪同观摩。
（张华先）

晋商“整合资本”项目交流会在太原召开
4 月 25 日，晋商“整合资本”项目交流会在太原召开，
标志着山西教航股份有限公司盛大起航。活动现场，教航
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龙泽、山西省发改委原副主任、山西
省经济转型协会会长蓝光东为大会的召开致开幕词。
“整合资本”项目相关人士对到场企业家就企业经营
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对个别企业的项目也做了详细
点评，
并与现场企业家达成长期合作意向。
教航大平台是由一群有梦想、有事业基础的商界人士
组成。其通过资源整合和资本运作的方法，帮助企业做大
做强，
从而成就一群有智慧、
有高度的商界精英。
（李林玉）

开滦热电公司紧密结合电力行业的实际和企业的发
展战略要求，积极采取措施，进一步推动产业链拓展延
伸，助力企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为了充分利用现有资
源优势，开发具有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提高产品附加值和
市场竞争力，他们不断加快精细化工、粉煤灰综合利用等
项目的调研论证和开发。另外，为了发挥自身优势，该公
司成立了专门从事各种水净化剂、锅炉除垢剂产品研发
生产的清源公司。目前，已经形成聚合氯化铝、聚合硫酸
铁、聚丙烯酰胺等 7 种水净化剂系列产品和多种锅炉除垢
剂产品。
（倪金花）

天津武清商务区发力云时代
近日，天津武清商务区携手中国软件网隆重举办 2017
中国软件生态大会，为来自全国各地 1100 余名 ISV、SI、软
件渠道商及服务商献上一场赋能云生态的思想盛宴。
本次大会由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指导，中国软件网、中
关村软件园联合主办，天津武清商务区、北京市软件行业
协会、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信息化分会、中关村软件园孵化
器等协办，进一步宣传推介了天津武清商务区的招商环境
及招商政策。
大会吸引了 20 余家企业服务生态主、500 余家企业服
务产品提供商、200 余家渠道商代理商参会，
众多优质企业
表示将到商务区参观、注册、投资。

蒙华铁路洛河大桥钢拱合龙

中铁五局成都公司打造“五型”机关
近日，中铁五局成都公司开展“五型”机关建设活动，
强化自身建设，
不断提升机关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
“五型”机关创建活动，主要以打造学习型机关，提升
队伍整体素质；打造创新型机关，提升部室工作质量；打造
服务型机关，提高保障业务水平；打造高效型机关，强化效
能意识；
打造廉洁型机关，
提高人员政治素质。
为保证“五型”机关创建工作取得实效，公司机关、专
业化分公司及项目部成立了由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的“五
型”机关创建工作领导小组，重视宣传动员，引导全体干部
职工重视、关心、参与创建活动。
（李维康）

开滦热电公司推动产业链拓展延伸
助力企业经济发展

开滦中浩化工公司
取得聚甲醛产品欧盟 RoHS 认证
近日，开滦中浩公司聚甲醛产品顺利通过专业实
验室检测，符合 RoHS 2.0 指令要求，成功获得欧盟
RoHS 认证证书。
RoHS 指令是欧盟为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立法
制定的一项强制性标准，全称为《关于限制在电子电
器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成分的指令》，主要用于规范
电子电器产品的材料及工艺标准。中浩公司主动开
展 RoHS 认 证 ，获 得 了 RoHS 合 格 报 告 和“RoHS 十
项”RoHS 证书。RoHS 认证的取得，提高了中浩公司
聚甲醛产品竞争力，拓宽了国内市场销售渠道，打破
了欧盟的环保壁垒，为今后开拓欧洲市场创造了有
利条件。
（赵玉明 付叙真）

海淀工商分局联合商标权利人
开展商标打假活动
5 月 4 日下午，海淀工商分局商标科与中关村西区
工商所联合“NB”商标权利人，对中关村大街 15 号地下
通道内的运动用品商户进行突击检查。
此次检查现场查扣涉嫌销售侵犯“New Balance”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运动鞋 210 双，涉案价值约 67200 元
人民币，现已进入立案调查阶段。此次行动立足于为
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竞争和发展环境，切实保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在此，海淀工商分局提示消费者：1.购物时，要优先
选择具有经营资质、信誉好的运动品牌专营店。2.注意
运动用品包装标识是否齐全。3. 扫描正品 NB 鞋盒条
形码，可以看到厂家信息和尺码，而假冒的鞋盒则无法
看到相关信息。4.注意对所购运动用品的做工细节观
察仔细，了解运动用品的品牌、厂家、生产地等有关产
品质量的信息。5.注意索要和保存购物凭证，一旦发现
有质量问题，
及时向相关部门举报。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5 月 4 日上午，由中国中铁五局承建施工的我国首座
重载铁路最大单跨度上承式钢管混凝土拱桥、蒙华铁路全
线重点控制工程洛河大桥顺利实现合龙。
蒙华铁路洛河大桥全长 313.74 米，位于河南省三门峡
卢氏县境内，跨越一级水源保护区故县水库。作为重要的
资源开发性铁路和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蒙华铁路项目
建成后，将成为“北煤南运”新的国家战略运输通道，形成
点网结合、铁水联运的大能力、高效煤炭运输系统，为鄂湘
赣等华中地区能源供应提供有力保障，对促进长江中游城
市群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谢永彬）

中国质量协会品牌分会在京成立
5 月 10 日，中国质量协会品牌分会成立暨首个“中国
品牌日”活动庆典在京召开。活动现场发布了百篇优秀品
牌故事、百个创新成果，并对《基于顾客感知的品牌评价指
南》进行了官方解读。
中国质量协会成立品牌分会，旨在引导品牌建设工
作健康有序地发展，推动会员以及社会力量投入质量品
牌建设工作中，积极探索有效路径和方法，更好发挥品牌
引领作用。帮助中国企业抓住新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分
工，为我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带来有利契机，
“ 推动中
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为帮助中国品牌走向全球中高
端奠定基础。
（马国香）

开滦荆各庄矿业公司
扎实推进道德讲堂建设
开滦荆各庄矿业公司以提升员工文明素质和企业文
明程度为目的，不断加强和深化道德讲堂建设，坚持三个
融入，
即融入音乐、融入图片、融入视频；
实现三个延伸，
即
向专场延伸、向区科延伸、向班组延伸，
增强了道德讲堂的
感染力。
通过举办道德讲堂活动，
挖掘、选树了一批道德模范，
使过去一直默默无闻、鲜为人知的“小人物”成为了员工学
习的榜样；通过举办道德讲堂活动，将先进的道德理念内
化为员工意识，
在行为上由“他律”转向“自律”，
形成了“讲
道德，
做好人”浓厚的氛围。
（李文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