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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三局五公司东格高速公路项目
创造四项全线第一
8 月 1 日，中铁三局五公司东格高速公路项目传来捷
报：随着预制梁场在全线率先通过指挥部组织验收和全线
首片 T 梁预制完成，东格项目继实现全线第一家土石方工
程施工和第一家边坡防护工程施工之后，他们创造的全线
第一飙升至 4 项。自 5 月 26 日梁场开始筹建以来，
项目组克
服梁场图纸设计滞后、征地阻力大和东川地区罕见暴雨侵
袭等诸多困难，
顽强拼搏、
昼夜鏖战，
历经千难万险，
在全线
率先完成了预制梁场的建设。8 月 1 日凌晨 2 时 30 分，
全线
首片预制 T 梁告竣。
（孙刚南 李志勇）

中铁广州局
新白广城际首段区间主体完成浇筑
7 月 31 日，中铁广州局三公司承建的新白广城际铁路
首段区间(天花区间)主体结构侧（中）墙、顶板顺利完成浇
筑。该项目部管段长 2.83 公里，主体采用明挖施工。首段
结构侧（中）墙顶板的浇筑总长 11 米，顶板标准厚度 0.9
米，设计混凝土为 C45P8 抗渗混凝土，设计总方量约 301
立方米。为实现区间第一板侧（中）墙、顶板的节点工期目
标，项目部坚持执行 12 字方针：思想同心、目标同向、行动
同步，并采取多项有效措施保工期节点保安全平稳进行，
顺利完成了首段区间主体混凝土浇筑。
（雷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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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五局济青高铁提前进入铺轨阶段

汉能薄膜发电集团
发布薄膜太阳能新产品汉瓦

7 月 29 日上午，中国中铁五局集团铺轨作业人员将首
对 500 米长轨安全平稳地铺设到无砟轨道道床上，我国首
条以地方为主投资建设的济青高速铁路,比计划提前 121
天正式进入铺轨阶段。作为济青高铁唯一的铺轨施工单
位，中国中铁五局集团担负着全线 697.78 公里的 500 米长
轨铺设任务。进场以来，提前一个月实现了存轨 300 公里
的目标，开创了国内高铁施工长轨进场和存放的新纪录。
同时引进了具有牵引力大、模块化程度高、作业效率高的
履带式铺轨牵引车，优化施工组织，快速高效优质地推进
工程建设。
（蒋方槐 张思琪）

7 月 29 日，北京，汉能薄膜发电集团发布薄膜太阳能
新产品——汉瓦。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汉能控股集团董事
局主席李河君，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会长李秉仁等嘉宾，与
来自全国各地的 600 余名汉瓦意向经销商及渠道合作伙
伴出席发布会。汉瓦是将汉能全球领先的柔性薄膜太阳
能芯片与屋面瓦融为一体，兼具高效发电性能和高等级安
全性能，更符合现代建筑审美需求的新一代屋面瓦。汉瓦
是市场现有分布式太阳能产品和传统屋面瓦的升级产品，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它的大规模推广应用将对推动能源
替代作出积极贡献。

中铁五局六公司“爱心驿站”关爱劳动者

开滦东欢坨矿调整运输流程
减人提效成果显著

“工会爱心驿站，让我们累了有地方歇脚，热了有房乘
凉，渴了有水供应，饿了能吃上热饭，伤了有药敷。”7 月 17
日，中铁五局六公司南龙项目部永安梁场举行的首个“工
会爱心驿站——员工休息室”启动仪式上，劳务工曹国忠
道出了感动的话语。南龙项目部工会通过设立“工会爱心
驿站”，针对职工户外作业的特点，在施工现场修建了占地
面积为 34 平方米的员工休息室，配备电风扇、饮水机、应
急药箱、桌椅、安全宣传挂图等基本设施，解决现场作业人
员就餐、饮水、休息等实际问题，使广大劳动者体会到“家”
的温馨。
（银雪）

开滦东欢坨矿实施“轨道运输‘一站式’管理办法”一
年来，不仅使运输效率提升了 20%，而且减少了 30 个岗位
用工。
“轨道运输‘一站式’管理”，就是将过去分属不同单
位的车辆申报、物料装运、使用维护等井下运输职能及相
关人员全部划归井运区，物料从井上到井下全过程由井运
区统一管控。通过业务流程的重新设计，原来需要涉及五
个单位的辅助运输环节，简化到了仅涉及井运区一个单
位，不仅各单位用车申请及物料上下井信息和车辆运转信
息反馈更加及时，
车辆运转效率也明显提升。 （郭洁清）

中铁广州局新白广项目部
首台模板台车拼装完成

中铁五局六公司喜迎新员工

7 月 28 日，中铁广州局三公司新白广城际项目部天花
区间主体结构整体衬砌台车拼装完成，这是新白广城际 2
标三工区首个拼装完成的区间模板台车。天花区间为明
挖区间,总长 666 米，双跨矩形框架结构，工期紧任务重。
为加快推进天花区间主体结构第一板侧（中）墙、顶板施工
进度，
项目部相关职能部门积极主动，
精诚协作，
24 小时作
业，管理干部现场紧盯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做好技术服务
工作。同时及时召开专题会，明确责任分工，统筹规划好
设备、物资、人员，严格遵守施工技术方案，按计划顺利完
成台车拼装任务。
（雷利萍）

骄阳似火的山城，满怀着热情，迎来了 43 名 2017 年毕
业的大学生，新员工的到来为中铁五局六公司的发展注入
了新鲜血液，增添了新的活力。为了使新员工能够快速地
了解并融入公司，六公司安排了丰富的入职典礼、迎新座
谈会和为期 7 天的入职培训，在抓好岗前培训的同时，六
公司还积极开展了“迎新杯”篮球友谊赛和“绽放青春·挑
战自我”素质拓展训练等活动，以此增进新员工之间的相
互了解，帮助新员工们学习时间管理、团队交流、相互信任
等职业素养的重要性，增强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更
好地促进新学员从学生到员工的角色转换。
（银雪）

全面创新改革
中国（绵阳）科技城建设成效明显

中铁五局蒙华铁路卢氏制梁场
通过国家桥梁认证

新疆 G30 乌奎高速公路六标
开展 T 梁首件浇筑班前“2332”教育

8 月 2 日，中国（绵阳）科技城建设新闻发布会在北京
举行。据悉，截至 2016 年底，绵阳科技城 GDP 达到 1289
亿元、增长 9.2%；2017 年上半年，科技城 GDP 达到 711 亿
元、增长 9.7%。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罗治平在发布会上
介绍说，亮眼数据的背后，得益于绵阳科技城牢牢抓住军
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及四川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
试验重大机遇，加快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掘宝工程”，
积极构建军民融合创新转化、产业培育、人才开发、开放合
作、金融服务的“五大体系”。

7 月 27 日至 29 日，中铁五局六公司卢氏制梁场顺利
通过验收并获得专家组极高的评价。卢氏制梁场承担蒙
华铁路 MHTJ-15 标共 1146 片简支 T 梁预制任务，自进场
以来，克服外部的制约和影响，采取动员与行动并举、施
工计划量化与矩阵分解细化结合、产品实质和管防预控
同抓等施工措施，于 5 月 27 日完成首片 T 梁预制。本次
桥梁认证的顺利通过，标志着卢氏制梁场桥梁预制将迈
入批量化和规模化生产的全新里程。同时，为中铁五局
蒙华铁路 MHTJ-15 标后续架梁及其他施工提供了有效
保障。
（蒋方槐 陈启蛟）

7 月 27 日，中交一公局华祥公司新疆 G30 乌奎高速公
路改扩建工程第六标段在三工区 1 号场站群浇筑 T 梁首
件浇筑现场，项目常务副经理卿章良亲自为技术员及工
区负责人进行“2332”班前十分钟安全生产教育。
“2332”
班前十分钟安全生产教育即“2 分钟的劳动纪律讲解及考
评、3 分钟的安全技术交底、3 分钟的施工要点、2 分钟的
具体要求”。卿章良强调要把安全生产教育工作作为首
要重点工作来抓，常抓不懈“2332”十分钟班前教育，逐步
完善相关管理办法，确保项目安全生产，各类安全事故隐
患持续降低。
（常魁星 常逢源）

中铁五局参建浙中
首条城际轨道工程开工建设

格莱美音乐节将于 2018 年首次亮相中国

珠海市香海大桥 TJ4 标二分部
开展专项安全检查
7 月 27 日，广东省珠海市香海大桥 TJ4 标二分部经理
展庆磊带领领导班子、工区及各部门负责人，对施工现场
进行了安全大检查。此次安全检查重点是各类临建施工
安全措施是否到位，
10 人以上场所、宿舍的防洪防汛、防台
风及防火防坍塌等是否符合安全要求。对在检查过程中
发现的隐患和问题，可立即整改的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
改的下发检查通报，限期整改。专项安全检查及时排查了
安全隐患，为项目安全生产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也为项目
主体工程安全施工奠定了良好基础。 (常魁星 李思琪)

工商部门提醒：
“查、管、防”规范暑期旅游市场秩序
北京旅游市场迎来暑期高峰，为保障旅游市场秩序，
海淀工商分局“一查二管三防”多措并举规范旅游市场秩
序。一是加强旅游市场无照经营行为排查。以圆明园、颐
和园等景区及周边旅游商品市场等区域为重点，依法查处
无照经营行为，规范旅游市场主体准入。二是做好旅游业
格式条款及涉旅违法广告监管。核查辖区旅游业经营者
使用的合同书是否为国家工商总局合同示范文本；严查利
用广告对消费者做虚假承诺、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三是
注重旅游消费纠纷预防。排查景区内外书画文玩、照相等
经营单位，预防欺客宰客、天价商品等违法行为发生。启
动旅游消费者申诉快速受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理机制。

7 月 28 日，浙中地区首条城际轨道交通工程——金
华—义乌—东阳市域轨道交通工程开工仪式，在中铁五局
二公司 3 标项目金华南站工地举行，该工程将构建金华—
义乌—东阳市 1 小时交通圈，促进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
中心——义乌更快融入“一带一路”的发展中。金义东市
域轨道交通项目全长 107.16 公里，共设 31 个站，设计行车
时速 120 公里，项目总投资 327.63 亿元，预计 2020 年建成
通车。中铁五局二公司承担土建 03 标段施工任务，共有 1
个车站、2 个区间，
全长 3.8 公里，
合同总价 5.258 亿元，
合同
工期 853 天。
（胡凯 夏强）

开滦林南仓矿业公司
打造安全、规范、整洁的矿区环境
今年以来，开滦林南仓矿业公司以“地面公园化，井下
工厂化”为目标，从安全管理、行为标准、志愿服务三方面
入手，着力打造安全、规范、整洁的井上下环境。在地面工
业广场推行质量标准化达标工作，实行分片、分区域管理
制度，把区域管理职能责任下放到区科、班组直至每位员
工；在井下工作面，创建精品线，打造具有该矿特色的精品
巷道。为规范管理，该公司建立了员工行为管控体系，严
格落实准军事化班前会、准军事化队列行走等制度,还成
立了 30 人的志愿者队伍。
（孟颖 李科）

2017 年 8 月 3 日 ，美 国 国 家 录 音 艺 术 与 科 学 学 院
（TheRecordingAcademyTM，简称“录音学院”
）、BRAVOEntertainment 与 ChinaMusicVision 宣布合作创建格莱美音
乐节，这是一场世界级的巡回现场音乐盛会，预计将于
2018 年在中国首次亮相。格莱美奖（GRAMMYAwards）
是公认的音乐领域最高荣誉之一，颁发给卓越的创作者。
录音学院作为负责颁发格莱美奖的机构，是世界知名的音
乐创作者组织。格莱美音乐节登陆中国的消息已经吸引
了众多知名品牌的关注。此外，格莱美音乐节也将成为包
括歌唱家、演奏家、词曲作家、音乐制作人在内的众多音乐
界顶尖人才的高水准交流与学习平台。

中铁五局四公司合肥地铁项目
取得阶段进展

小鱼易连新品
全面满足音视频会议各种需求

7 月 30 日，中铁五局四公司合肥地铁 3 号线 TJ18 标磨
店车辆基地工程箱涵主体工程完工,为下一步路基工程施
工创造了条件。磨店车辆基地工程位于新站区磨店乡于
湾村，占地面积 29.8 万平方米，设停车列位 30 列位，是合
肥地铁 3、3A、4 及 6 号线车辆试车及维修、检测的基地。
该工程包括路基、箱涵、17 个单体房建及水土保持 4 个部
分，其中箱涵工程长 311.56 米。已完工的箱涵工程接入
规划淮海大道市政排水箱涵，是今后车辆基地的主要排
水通道。
（于法龙 李力）

8 月 2 日，2017 小鱼易连发布了四个系列智能会议终
端以及一款配件产品，全面满足不同场景下视频会议需求
以及行业应用需求。此次小鱼易连发布的产品包括新一
代个人桌面视频会议智能终端小鱼 NE60 和 NE80，会议室
视频会议设备中鱼 ME40 和 ME60，以及大型会场设备大
鱼 ME90，
此外还有专门搭配平板电视的迷你鱼 CE40 和无
线投屏神器 NP30。小鱼易连董事长袁文辉表示：
“传统视
频会议厂商虽然也在尝试转型，但固有业务模式以及思维
模式很难改变，很难小步快跑。小鱼易连是真正做到了音
视频智能终端+云服务完整方案的厂商。
”
（马国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