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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中国（江西）国际麻纺博览会
将于 11 月举行
2017 中国（江西）国际麻纺博览会将于 11 月 3 日—5
日在江西省新余市体育中心举办。届时来自全球的麻纺
业界精英、企业、政商伙伴将聚首新余，积极为产业需求配
资源、促发展、创成果，推动江西省麻纺产业迈向新台阶。
本届麻纺博览会期间将陆续开展丰富的主题配套活动：
“麻艺中国风”中国麻纺终端转化大讲堂、2017 中国（江西）
国际麻纺流行趋势发布季、
“恩达杯”2017 麻纺产品设计邀
请赛、
“麻艺·视界”2017 中国国际时尚摄影大展、江西省第
六届工艺美术“杜鹃奖”评选、书画艺术家夏布书画作品展
示会、2017 中国（江西）国际麻纺博览会颁奖晚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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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汽创新海外业务发展模式
预见未来，把握财富——瀚亚未来财富
战略发布峰会在京举行

2017 中国即墨童装节将于 10 月举办
10 月 27 日至 30 日，2017 中国即墨童装节将在即墨童
装城举行，同时还将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国际服装采购活
动。童装节期间，
将举办 2017 中国（即墨）童装时尚周、
中国
童装行业转型升级发展峰会、2017 山东省少儿模特大赛总
决赛、
童装设计作品交易会、
设计人才引进对接会、
“集群入
驻·大师加盟”
——中纺即墨童装城合伙人签约大会等一系
列精彩纷呈的时尚活动及产业对接项目。即墨童装起步于
上世纪 80 年代初，
目前，
即墨市的童装企业已超过 3000 家，
成为全国重要的童装生产和销售基地。2016 年，
即墨被中
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授予
“中国童装名城”
称号。

海淀工商分局线上线下双排查
加强首都文化市场管理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暑期首都文化市场管理暨
“扫黄
打非”
工作的通知》要求，
净化文化市场环境，
海淀工商分局
线上线下双排查，开展“扫黄打非”专项整治行动。不留死
角，
加强互联网违法信息筛查。针对
“百度地图招嫖信息事
件”，行政约谈企业负责人，指导制定应急工作方案。要求
企业严审各平台推广经营主体资质，
加强敏感词语检测，
及
时清理涉黄涉非涉嫌传销网站、网页的链接，规避潜在风
险。执法联动，对重点行业开展实地核查。借助属地政府
综治平台，联合公安、城管等职能部门，筛查辖区 KTV、旅
馆、
网吧等行业场所，
排除各类不稳定因素等。 （堵咨硕）

首个全国国家大学科技园双创地图
在京发布
9 月 6 日，由中国创新创业发展研究中心指导，知名创
业服务机构创头条、北京大学科技园、清华产业“星聚计
划”、浙江大学科技园等共同主办，中国北京（海淀）留学人
员创业园、北大创业营协办的“全国国家大学科技园双创
成果交流暨双创地图发布会”在北京大学全球大学生创新
创业中心举行。据主办方介绍，此次推出国家大学科技园
地图，一方面是更好地展示国家大学科技园分布及发展成
果，增进各方对国家大学园的了解；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
产品，为科技园和入孵企业、企业和企业、科技园和科技园
等之间提供新的连接。

“品效共振，致胜数字经济”
移动营销思享会在北京举行
2017 年 8 月 31 日，
“品效共振，致胜数字经济”移动营
销思享会在北京举行。本场思享会由最具效果穿透力的
全球化移动广告与效果营销平台——有米科技主办。来
自易观、Fun+、南航、聚宝汇、借贷宝、华邑、昌荣等近 200
家行业标杆企业、4A 公司、新闻媒体、第三方研究机构齐
聚一堂，聚焦移动营销从“从品效合一”到“品效共振”的新
思维，探讨数字经济时代移动营销的技术突破、产品创新、
运营优化与资源整合之道。权威机构报告显示，未来全球
移动广告业务增速将保持 50%以上，将超过 1000 亿美元，
预计 2018 年移动广告占数字广告的比重将超过 80%。

威创联手百度开启儿童成长智慧时代
9 月 6 日，威创儿童成长智慧战略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并提出“2017+儿童成长产业 AI-BBC”的新模式。为了让
AI 领域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成果惠及儿童成长行业，威创
集团与互联网巨头百度达成全方位战略合作，借助百度云
在计算、存储等方面的优势推出智慧儿童成长创新方案，
打造智能多媒体平台和大数据平台，通过宝宝快乐分享、
宝宝成长轨迹、宝宝安全防护和智能幼教助手等为孩子打
造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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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 月 2 日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国
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分会上，一汽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发起人框架协议签字仪式举行。一汽海外投资有限公
司由中国一汽、吉林省股权基金投资有限公司、中改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
行、辽宁惠华新业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省华阳集团
有限公司共同注资成立，旨在扶持中国企业在“一带一
路”沿线开展战略性长期投资。中国一汽副总经理邱现
东在仪式上表示，此次战略合作，进一步聚集了各方优
势资源，是转变发展模式，加速“一带一路”布局的重大
战略创新。
（曲卓）

中铁四局五公司盾构分公司
团代会“下乡”开
2017 年 8 月 26 日，
瀚亚未来财富战略发布峰会在北京
成功举行。峰会邀请行业经济专家和投资大咖，共同就行
业未来发展趋势、细分产业价值洼地及投资相关事宜进行
探讨和交流。
投资大咖们从未来宏观的经济分析到行业投资导向，
对文化类消费和传统消费升级等方面都给出了专业、全面
的指导建议。
针对本次活动“未来财富”主题，瀚亚地产 CEO 郑佩
影表示：
“未来财富”即预见未来，把握趋势。瀚亚将通过
专业、智能、共享带来的投资体验，发挥瀚亚成熟完善的财
富管理优势，最终融合资产端和财富端两种优势，把未来
财富带给投资人。
峰会最后，
18 位长期与瀚亚合作的投资人上台接受了
“瀚亚未来财富体验师”的聘请，成为首批瀚亚财富管理与
资产配置的尊享者。未来瀚亚将为投资人建立起更加专
业、稳定、全面的投资服务平台。

益娄路面十九标
沥青下面层试验段开始施工
8 月 30 日上午，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益娄高速路面十
九标，K88+010—K88+220 右幅作业面上，在做好现场辅
助工人、操作手和运输车辆的安全技术交底后，随着第一
车沥青混合料倒入摊铺机料斗，正式拉开了该标段沥青下
面层试验段的施工，为实现年底通车目标迈出决定性的一
大步。益娄公司、第四监理组的相关领导和监理对施工中
的各项技术指标进行现场检测，并对施工中的工艺特点提
出了宝贵的意见，为该标段后续大面积沥青施工能交出合
格的、满意的产品提供宝贵的技术数据依据和高效、高质
的施工工艺基础。
（谢永彬 罗斌）

济南地铁 R3 线四标项目
“跃进一号”盾构机始发
9 月 5 日，
由中铁五局集团承建的济南地铁 3 号线四标
项目西周家庄站至盛福庄站区间“跃进一号”盾构机胜利
始发，标志着济南地铁 3 号线土建四标建设进入了新的建
设高峰。始发仪式上，还对“党员先锋岗”、
“青年突击队”
和“工人先锋号”进行了授旗。济南地铁 R3 线四标段土建
工程，区间双线总长度约 4.9 公里，包含 2 站 2 区间，即丁家
东站至盛福庄站区间、盛福庄站、盛福庄站至西周家庄站
区间、西周家庄站、R2 至 R3 联络线，其中西周家庄站包含
R2、R3 两个车站，合同总价为 79388 万元，合同工期 32.5
个月。
(谢永彬 董挺)

9 月上旬，共青团中铁四局五公司盾构分公司第二次
代表大会在深圳地铁施工现场召开，来自武汉、厦门、南宁
和深圳盾构分部的 28 名团员和代表参加大会，该公司团
委、盾构分公司主要领导和深圳地铁区域经理部相关人员
出席团代会。这也是该公司盾构分公司首次改变“会议模
板”为团代会“下乡”开的一种尝试。该公司盾构分公司党
委希望团员和青年代表：要勇于吃苦，敢于担当，在工作实
践中磨炼坚强意志；要勤于学习，善于总结，做企业创新管
理的人才；胸怀大志，展现作为，做有理想、有目标、有追求
的时代青年。
（陈国平）

中铁五局安六铁路项目
标准化示范段受到业主观摩
日前，由沪昆客专贵州公司主导、中铁五局安六铁
路项目部承办的面向全线的标准化示范段现场观摩会
顺利召开。来自沪昆客专贵州公司、安六铁路六枝指挥
部、安六铁路项目 1-4 标段施工、监理及设计等单位领
导，共计 90 余人参加了本次观摩会。本次观摩会集中体
现了中铁五局在标准化示范段方面的先进管理和经验
总结，起到了“示范引领、全线争先”的良好作用，各线各
项目要向中铁五局的同志们学习，狠抓现场施工推进，
争创项目建设亮点 ，为各单位间的交流提供良好的平
台。
（谢永彬 李艺）

芜湖高速公路管理中心
爱心捐助贫困学生
又是一年金秋季，助学圆梦济贫困。用爱心点燃希
望，用温暖播撒阳光。近日，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芜湖高
速公路管理中心开展金秋助学行动，为驻地芜湖市翰文学
校贫困学生送去学习用品、生活用品和慰问金。此次资助
了 2 名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小学生。三（1）班王旭，六
（1）班程浩，两位同学,父母离异，身体残疾，家庭收入甚
微。传递阳光温暖，小善凝聚大爱。
“金秋助学”，把爱传递
到他们身边。
(陈军)

芜湖高速公路管理中心
“百日除患铸安”行动开启
近日，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芜湖高速公路管理中心全
面开启“百日除患铸安”专项行动，制定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以“点上检查、线上整治、面上排查”三结合的方式，加
强安全管理，强化工作举措，确保“百日除患铸安”专项行
动取得实效，
确保实现安全生产“三个不发生”。 （陈军）

中铁五局泽兴 1 标项目部
参加青海玛沁山体滑坡抢险救援

中铁七局电务公司
认真开展全面质量管理知识竞赛

2017 年 8 月 30 日凌晨 4 点，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玛沁县拉家镇恩肉欠村发生山体滑坡灾害，经中国中铁
五局集团机械化公司泽兴 1 标抢险人员等 20 多人和机
械设备连续奋战 10 多个小时，终于将被山体滑坡掩埋的
9 人全部救出。当天中午 12 点，中国中铁五局集团机械
化公司泽兴 1 标在接到上级通知后，项目领导立即成立
党员突击队组织救援人员 20 多人、挖掘机等大型设备 2
台，第一时间赶赴救灾现场，全力做好救援抢险工作。
（谢永彬 刘湘）

自 8 月初起，中铁七局电务公司在全公司范围内分
阶段、分层次，有序扎实地开展了“全国企业员工全面质
量管理知识竞赛”活动。为营造浓厚的竞赛氛围，电务公
司要求安质部联合工会、团委等多种渠道，通过网络、QQ
群、微信公众号等多种途径，全面深入地做好宣传发动工
作。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在全公司树立起质量第一的
强烈意识，使全体员工对公司“家”文化倡导的“标准作
业、规范施工、终身负责”质量观念有更加深入的认知，从
而提供更高的产品和服务质量，铸造更多的优质工程、精
品工程。
（张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