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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五局五公司大田项目
质量安全大检查获好评
6 月 28 日至 29 日，
三明市交通局质量安全大检查暨信
用考核工作组,对国道纵五线大田段二期工程项目进行二
季度质量安全大检查暨信用考核，中铁五局五公司大田公
路项目部担负施工的 A4 标在内外业各方面均获得了考核
组的高度评价。工作组先后来到后洋隧道出口、拌和站、
钢筋加工场、溪柏林大桥、工地试验室和项目部驻地，通
过看、听、问、查的方式实地检查了场站建设及施工情况，
并实地检查了场站建设及施工情况，对公司大田项目部
内业资料管理规范，工地试验室规划整齐、设备先进都给
予了好评。
（谭文峰 田绍凡）

中铁五局哈佳铁路开展党课教育活动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6 周年，深化“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进一步激发项目党员干部爱党爱国、爱企爱岗热
情，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中铁五局哈佳铁路项目党
工委于 6 月 24 日组织项目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以及全
体团员开展了党课教育暨党课知识答题活动。活动当晚，
项目党工委书记邓滨以“学先进、赶先进、当先进”为主题，
讲述了此次被评为
“局十大杰出青年”
的陈小明同志先进事
迹。活动最后，项目党工委还组织全体活动成员进行了党
课教育知识竞赛活动，为此次的党课教育交上了一份满意
的答卷。
（谢永彬 杨君）

中铁五局西安地铁四号线项目
开展低碳宣传活动

中石化管道公司南京输油处
今年上半年输油 2682.7 万吨
2017 年上半年，中国石化管道公司南京输油处安全
输油 2682.7 万吨，占管道公司同期输油量 6680.17 万吨的
40.16%。该处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开展设备检查
及联检，加快库区设备隐患整治，及时修复管道缺陷点 68
处，确保管道本体安全；完成日仪增输改造项目等二级以
上动火监护 85 次；在 970 公里的外管道沿线设置 46 个驻
点，并成立溧阳管道管理站，制止违法施工 40 余起；开展
仪征 15#储油罐雷击着火等各类演练，提升员工应急能
力。该处还举办了综合计量取证等 11 个培训班，为安全
输油提供了技术保证。
（孙玉娟）

奥宸集团将在国内建 IRCAD 医疗中心
依托法国 IRCAD 微创外科技术和培训资源的 IRCAD
医疗中心即将被引入中国，中国 IRCAD 医疗中心将引进
国际顶尖专家和团队，在国内建设集临床医疗、尖端科研、
微创培训、疗养康复于一体的国际医疗中心。IRCAD 中
心包括“两院两中心”，即 IRCAD 国际外科医院、先进微创
手术研究院、IRCAD 全球培训中心、国际化康复疗养中
心。据悉，IRCAD 国际医疗中心是由奥宸控股集团和上
海阿开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拟实质开展的第一个项
目。奥宸集团预计三年内在北京、深圳、上海、济南、昆明
等地建设 4—5 个 IRCAD 国际医疗中心，并致力于建设世
界一流的微创外科培训中心、国际医院及远程诊疗中心、
科研及会议中心、国际专家及学员的居住社区、医养结合
的国际生活示范区。
。
（周梦）

中铁广州局深圳公司
新白广项目天花区间管段通车
7 月 2 日，经过前期的精心组织、紧密布置，由中铁广
州局深圳公司承建的新（塘)白(云机场)广(州北站)项目直
穿平步大道的天花区间管段，交通导改施工完成，并顺利
通车。深圳公司担任的新白广城际 2 标项目管段全长
2542.5 米，沿线施工环境复杂，穿越城市主干道，经与地方
政府单位磋商和上级单位的大力支持，导改工期如期完成
实现通车。各项施工进展如期进行，为后续掀起施工大干
奠定了基础。
(蓝宏彬)

中铁五局五公司涔天河项目部获表彰
7 月 1 日，
在纪念建党 96 周年活动期间，
中铁五局五公
司涔天河项目部党工委、机关党支部荣获湖南涔天河工程
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先进党组织”表彰；同时刘平、刘
明成、张宏、刘双全 4 名同志分别获得优秀党务工作者、优
秀共产党员以及“双带”标兵荣誉称号。自进场以来，项目
部党组织围绕施工生产中心任务，规范开展党建各项工
作，为施工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项目部党工委主要从六
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班子建设；二是加强组织建设；三
是加强制度建设；四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五是加强文化
建设；六是开展征地拆迁工作。
（何俊儒 何增旺）

中铁五局黔张常项目
首次实现月度评比“五连冠”
7 月 2 日，中铁五局黔张常铁路项目经理部生产会上
再传捷报，五公司黔张常项目部以 84.86 分又获 6 月份局
指月度综合评比第一名，
首次实现“五连冠”。为推动局指
管段三个分部的施工综合管理能力，局指自 2015 年 10
月起，开始实施《月度综合考核办法》，至 6 月底累计考核
评比了 22 次，五公司黔张常项目部 16 次夺得第一名。
面对成绩，黔张常项目部要求项目干部职工保持“归零
心态”，在最后的冲刺阶段，在确保局指架梁、铺轨等节
点工期的同时，重视附属工程外部形象，加大质量缺陷
整治力度，主动缩小管理区段，积极反思总结、挖潜扩
效，打造更多亮点，以现场拓市场，为后续经营提供支
撑。
（魏元滨 何增旺）

6 月 21 日，中铁五局西安地铁四号线项目积极响应国
家发展改革委及公司相关文件要求，开展“2017 年全国节
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6 月 11 日至 17 日为全国
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有我，绿色共享”；6 月 13 日为
全国低碳日，主题是“工业低碳发展”。项目部根据相关
要求制作了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宣传展板，组
织全体员工学习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相关知
识，生活中倡导低碳生活方式，鼓励员工从身边的“衣、
食、住、行、用”五个方面践行。本次活动意义重大，让广
大项目员工了解了什么是节能减排，为什么要节能低碳，
生活中可以从哪些方面做到节能减排，让低碳成为一种
生活方式。
(谢永彬 舒勇)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永吉高速公路
第八合同段顺利贯通
6 月 20 日，随着最后一片 30 米 T 梁稳稳落在龙潭坪 2
号高架桥的桥台和盖梁上，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承建的
永吉高速公路第八合同段，通过全体参建员工历经四年
的艰辛拼搏，工程全面告捷，全管段顺利贯通。由该公司
承建的永吉高速公路第八合同段，巨大的施工难度被中
国中铁集团公司列为安全风险最高的项目之一，在四年
的工程建设中，项目面对高风险、高难度的高速公路施
工，始终以安全工作为核心，以精细化管理统揽全局，以
严谨和完善的安全制度规范和约束每个人的行为，以建
立领导分片区安全责任制、层层设立安全监督体系严控
安全，以常态化的安全教育培训夯实每位参建员工的安
全意识。
（谢永彬 郭建明）

工商部门提醒：
购买儿童玩具要注意查看 3C 标志

中铁五局厦蓉改扩建 A4 标
开启恶劣天气应急模式

针对近日媒体发布“小巧牙签弩危害大引关注，家长
呼吁禁售”的舆情报道，海淀工商分局加强对辖区电商市
场及实体经营点位线上线下双排查，积极应对舆论热点，
预防消费风险。海淀工商分局提出加强排查、加强行政指
导、加强宣传教育的行动方案。同时，海淀工商分局提醒
家长：在选购童车（包括儿童自行车、儿童三轮车、婴儿学
步车、电动童车等产品）、电玩具、塑胶玩具、金属玩具、弹
射玩具和娃娃玩具这 6 类玩具时，要注意查看产品外包装
是否有国家统一认证的 3C 标志，此外还可登录“中国国
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员会”网站进行查询。

受 2 号台风
“苗柏”
影响，
6 月 17 日至 24 日，
福建漳州地
区持续大风强降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关于启动防
台风和防暴雨Ⅳ级响应的通知》和省交通厅启动防台风暴
雨Ⅳ级响应的通知精神及要求，
中铁五局厦蓉改扩建 A4 标
项目部，积极响应号召，项目部领导丝毫不懈怠，当天组织
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大家在抓好借道高速公路运土方抢进
度、
保工期的同时，
全面安排部署此次防御台风暴雨的各项
准备工作，
在保护工程安全度汛和人员生命财产安全同时，
全力保障目前改扩建项目运营安全。项目还成立了防台风
暴雨及既有高速公路保畅通领导小组。 (谢永彬 姚华信)

广告

江阴方正建设工程造价
事务所有限公司
江阴方正建设工程造价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工
程招标代理机构甲级资质、工程造价咨询甲级资质。
公司还是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并入册江苏省司法鉴定
机构，于 2010 年通过了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公司多次被评为江苏省优秀工程造价咨询单位、
江苏省优秀招投标代理机构。
业务范围为：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政府采购、工程
量清单及标底编制、工程概算编制与审核、工程竣工结
算编制与审核、工程造价鉴定、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
项目管理等。
公司承担过的大型项目涵盖高速公路、特大型桥
梁、港口码头、石油化工、电力、水利枢纽、大型公共场
馆、五星级酒店、仿古园林、大型综合商业、学校、市政
道路管网、住宅小区、特色小镇、景观绿化等。公司遵
循规范、公开、公平、客观、独立、自律的原则，为业主
提供优质服务，用专业为客户创造价值，共谋合作发
展。
公司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朝阳路 55 号西单元 8 楼
公司网址 http://www.jyfzzj.com
联系电话：
0510-86859760 联系人：
程女士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蒙华铁路项目部
夺得“安康杯”竞赛第一名
6 月 24 日，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蒙华铁路 MHTJ-15
标项目经理部于 15 时在卢氏梁场举办 2017 年度“安康杯”
安全知识竞赛活动，四个工区分别以团队形式参赛，按照
现场实操、安全知识必答题、风险题、抢答题四大部分展开
激烈角逐，反映了各工区广大职工良好的安全健康意识，
也较好地体现了 15 标参建员工的综合素质。经过 4 个小
时激烈的竞争，公司蒙华项目部以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夺
得本次“安康杯”竞赛冠军，充分体现了公司蒙华项目良好
的安全生产文化。
（谢永彬 张李）

中交一公局乐清湾大桥单幅贯通
6 月 30 日，中交一公局乐清湾大桥随着 2 号桥主桥最
后一榀钢箱梁缓缓起吊，精准合龙，桥梁右幅顺利实现全
线贯通。单幅节段梁拼装合龙精差全部控制在 15 毫米以
内。乐清湾大桥为国内最大跨径变截面节段梁 V 墩刚构、
国内最长节段梁预制拼装跨海桥梁，是连接浙江温州、台
州两地的重要海上通道，全长 10.088 公里。目前，项目正
在向桥梁建设最后施工发起冲刺。桥梁建成后，从玉环市
到乐清市仅需半小时，为浙江台州通往温州打通最便捷的
通道。
（陈国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