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12 月 05 日 星期二 编辑：陈玮英 校对：许舒扬 美编：
王祯磊

探索园区运营新模式
助力园区服务水平快速提升
11 月 28 日上午，由北京易亨电子集团
主办的易亨·智汇孵化器园区运营创新交
流会活动在易亨·环星科创园顺利举行。
此次活动以如何实现产业园区运营模式创
新为主题，讨论了新时代下易亨集团如何
增值存量资产，实现园区运营盈利模式创
新。
中关村管委会规划处、北京市文资办、
海淀区投资促进局、北京规划协会中关村
分会、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北京电子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易亨电子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等领导，清华同方孵化器总经
理杨永涛，星库空间创始人兼 CEO 白羽，

北京普天电子城孵化器总经理叶雷、副总
经理任文辰、过巍，中国房地产专业人士协
会秘书长刘永，华润置地高级总监周滨等
同行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
易亨·智汇孵化器园区定位于科技型
企业孵化器，主要面对互联网科技类创业
企业，涵盖智能硬件、移动互联网、大数据
等行业。易亨·智汇孵化器园区总建筑面
积 1600 平方米，共设置了 200 多个工位，产
品形式多样。在提供基础硬件设施的基础
上，还具备提供基础创业服务功能。目前，
已入驻企业 10 家，大部分为创业初期企
业。易亨·智汇孵化器园区是易亨集团在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召开
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学习会

丰富商务服务能力方面的全新探索，通过
企业孵化平台的建立，增加园区的创业孵
化功能，同时赋予有形的物理空间以广义
的“孵化”概念。撬动易亨各个园区的客户
资源，从而提升易亨园区的运营服务管理
水平和资源整合效率，切实地满足易亨各
园区的客户需求。
未来，易亨·智汇孵化器园区将在产业
定位上与易亨·环星科创园进一步紧密结
合，逐步实现产业园区内的产业生态建设，
依托北京电控的产业、技术和投资等资源
优势，逐渐形成垂直领域项目孵化，给创业
项目提供精准的支持和服务。

严把健康体检关
嘉仁待客户像家人
——北京嘉仁体检中心成立十五年
北京嘉仁体检中心日前迎
来十五周年生日。成立十五年
来，嘉仁体检中心为个人及团
体提供了周到、
全面、
细致的健
康检查服务，在业界享有良好
的声誉和口碑。
2003 年成立的北京嘉仁
体检中心是中国健康体检产
业较早的起步者，是北京市红
十字会医疗服务中心、北京预
防医学会、北京康复医学会指
定的健康体检管理中心。
嘉仁最大特色是三级检
诊制度。一级是首诊，二级是
专业医生汇总，三级是首席医
生终检。通过这三级检诊制
度 让 患 者 实 现 早 发 现 、早 治
疗。嘉仁的后续跟踪服务是
其第二大特色，嘉仁对每一个

走进店里的客户负责，对他们
背后的家庭负责，嘉仁在体检
之后还不断对客户进行后续
跟踪服务，了解和督促他们关
注自己的身体和健康，这一点
令很多客户感动。十五年来，
很多客户都和嘉仁的医生成
了朋友，正是嘉仁认真负责的
态度和精湛的体检医术为其
赢得了市场，
赢得了信任。
“严把健康体检关，
嘉仁待
客户像家人”。嘉仁倡导的三
级检查、后续跟踪回访等服务
模式深得人心，80%都是回头
客就是最好的诠释，很多国家
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都是嘉
仁的固定客户。十五年来，嘉
仁已经为无数客户实现了早筛
查、
早治疗的健康体检目的。

综合 17

北京嘉仁体检中心

11 月 28 日，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党委
中心组召开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学习
会。会上，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党委书
记、中心组组长丁厚勇围绕党的十九大报
告总体框架深入浅出地进行解读，并带领
全员学习《党章》修改要点和重大意义。
结合机械化公司发展实际，他强调以十九
大精神为指导，并谈了五个方面的学习体
会及下一步工作要求。与会的中心组成
员结合自身分管业务，谈了学习党的十九
大心得体会，并从科技创新、安全质量、经
营开发、清收清欠、廉洁从业等方面谈了
自己的看法和感想。
（李湘章 李艺）

奥的斯机电中标
南宁轨道交通 3 号线
奥的斯机电日前宣布，正式中标南宁
轨道交通 3 号线项目。随着该项目的成功
中标，在目前全国开通轨道交通的 30 多个
城市中，已有 16 个城市的轨道交通项目采
用了奥的斯机电的电扶梯产品和服务。
“经过 20 多年的大力推进，中国的轨
道交通建设蓬勃发展。奥的斯机电持续
致力于通过提供领先的技术、卓越的制
造和服务，为轨道交通建设提供助力。”
奥的斯机电总裁朱康正表示，
“ 我们非常
荣幸能够继续巩固奥的斯机电在轨道交
通领域的优势，让奥的斯机电的电扶梯
产品为更多乘客提供高效、可靠、舒适的
服务。”
为满足南宁轨道交通 3 号线大流量载
客需求，奥的斯机电提供了多款“明星”产
品。其中，GeN2 系列电梯专为中国绿色
建筑设计。GeN2-MR 曾在 2014 年获得中
国机械工业协会颁发的“中国机械工业科
学技术奖”。而 XO21NP 扶梯则是奥的斯
机电针对公建项目设计，也曾在 2013 年获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授予的“浙江
省省级工业新产品”
称号。
在提供可靠产品的同时，奥的斯机电
针对公建项目，特别推出了“大客户定制
化服务”。在满足国际标准要求的保养基
础上，该项服务更新并提高了数十项常规
保养的作业要求，并特别提供了数十项额
外保养内容，让乘客获得更加安全、舒适
的乘梯体验。

中铁五局五公司 G218 线公路工程
伊犁河 4 桥 32 号墩身完成浇筑

中铁五局沪昆客专姚官屯特大桥
通过中国中铁杯优质工程现场复查

中铁五局郑万高铁湖北段项目
神农溪 2#墩孔桩全部浇筑完成

11 月 26 日，中铁五局五公司 G218 线伊宁市过境公路
工程在试验室圆满验收完成后又传来一好消息，伊犁河 4
桥 32 号桥墩成功浇筑，历时 4 个小时墩身在“厚厚的衣服”
里渐渐成型，这也是中铁城投伊犁项目中第一个浇筑的桥
梁墩身。11 月末的伊犁州气温渐渐变冷，
据现场工作人员
介绍，经现场人员检验，保暖大棚内的温度稳定地保持在
15℃以上，完全满足施工要求。在项目前期的施工过程
中，项目部不等不靠，抓住有利时机，合理规划施工次序，
确保质量，按照施工组织稳步推进，受到了伊犁州交通局、
中铁城投新疆分公司的肯定。
（方绍才 何增旺）

11 月 21 日，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总监李凤超
在中铁五局总经理助理王振中、局安质部副部长谭冬梅、
机械化公司总经理李奇峰、总工程师李荣等陪同下，莅临
中铁五局沪昆客专姚官屯特大桥工程现场进行中国中铁
杯优质工程现场复查。通过评审会，李凤超宣布姚官屯
特大桥顺利通过中国中铁杯优质工程现场复查，并希望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把创优工作当做提升在建项目质量
管理、打造精品工程的重要途径，以精品工程树立良好的
企业形象和社会声誉，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市场提供有力
保障。
（李湘章）

11 月 13 日，
随着最后一立方混凝土通过灌注桩导管徐
徐注入神农溪 2#墩最后一根孔桩，
预示着神农溪 2#墩孔桩
全部浇筑完成。该工程对神农溪大桥建设的全面展开具有
重要意义。郑万高铁湖北段项目部总工程师江彬说道：
“神
农溪大桥全长 457.1 米，
桥梁总跨度 220 米，
钻孔桩 58 根，
合
计 2160 米；承台 4 个，合计 8972.76 立方米；墩台 4 个，其中
0#、1#为钻孔桩基础，2#、3#为挖孔桩基础，合计 13056.5 立
方米。
”
施工单位中铁五局郑万高铁湖北段项目部首根桩开
钻以来，建设者克服了工期紧、任务重等一系列难题，仅用
了 156 天时间，
提前完成了施工任务。
（李维康）

中铁五局铜黄高速路前烈桥互通式立交
获“全国实施用户满意建筑工程”荣誉

中铁五局郑万高铁湖北段
神农溪大桥 2#墩桩基提前完成灌注

拉林铁路泽当隧道提前顺利贯通

11 月 22 日，2017 满意中国年会暨中国国家顾客满意
度指数（CNCSI）信息发布会在浙江省宁波市圆满闭幕。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承建的铜川至黄陵高速公路 THC13 标前烈桥互通式立交工程荣获“全国实施用户满意建
筑工程”荣誉，这是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自 2013 年以来，
连 续 第 5 次 荣 获“ 全 国 实 施 用 户 满 意 工 程 ”荣 誉 称 号 。
2015 年前烈桥互通式立交工程被评为中国中铁杯优质工
程。铜川至黄陵高速公路 TH-C13 标前烈桥互通式立交
位于前烈桥村，
由 1.1 公里主线与 A、B、C、D、E 五条匝道组
成。
（李湘章）

11 月 20 日，郑万高铁湖北段项目部神农溪大桥 2#墩
最后一根桩基顺利灌注完成，至此，2#墩 20 根桩基全部完
成灌注，比中铁五局指挥部要求提前 100 天，为神农溪大
桥的下一步施工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神农溪大桥地
处神农溪 5A 级景区，生态保护要求极高，特别是 2#墩位于
神农溪西岸的悬崖上，施工安全风险高、难度大。针对施
工中的重难点，项目部建立了由项目经理、总工及技术、测
量、试验等人员组成的质量管理小组，层层做好技术交底，
强化质量监督和管控，对浇筑全过程实施统一计划、统一
调度，
使每道工序始终处于可控状态。
（李维康）

经过 510 个日夜奋战，11 月 23 日，中铁五局承建的拉
林铁路泽当隧道顺利贯通。拉林铁路泽当隧道全长 1378
米，包括 37 米明洞、1341 米暗洞，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
乃东区泽当镇境内。由于泽当隧道出口有接近 30 米的风
积砂层，围岩条件极差，多次小范围坍塌，现场围岩与原设
计相差甚多，导致变更频繁，造成软弱围岩占比大。洞口
地表、隧底均需采用高压旋喷桩处理，直至 2016 年 4 月施
工才实现顺利进洞。恶劣的地质、气候均对项目施工造成
极大的考验。项目施工方因地制宜制定施工方案，合理调
配资源，以安全质量为前提，采用两班倒模式，提前 15 天
完成贯通任务。
（李维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