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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报党旗红 岗位争先锋”
临报集团以党建引领报业创新发展
“临沂日报报业集团用党建
引领行政管理、新闻采编、报业经
营、文化产业四项工作……引导
党员在打造现代传媒体系中创先
进、争优秀……”今年 11 月 9 日，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紫光阁》网对
临报集团组织引导党员干部结合
岗位特点，立足岗位创佳绩、做表
率，把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同步
推进的做法给予关注。
2017 年，临报集团党委充分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以铸魂、
强基、
担当、廉洁“四大工程”为抓手，突
出开展了“党报党旗红 岗位争先
锋”
品牌创建，
进行了
“争创服务先

锋岗”
“争做贡献标兵”和“争为发
展之星”等评选活动，实现了党建
工作与传媒事业互促共进。
“党报党旗红 岗位争先锋”，
党员“一马当先”。今年以来，临
报集团扎实开展“党报党旗红 岗
位争先锋”创建活动，推动媒体融
合、新闻宣传、文化项目等多项重
点工作实现新突破。9 月 17 日，
由
省委宣传部等主办的“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弘扬传承沂蒙
精 神 ”理 论 研 讨 会 在 临 沂 市 举
行。为报道好这次众多高层次专
家学者云集的高端研讨会，充分
阐示弘扬沂蒙精神的时代内涵。

“双领创”新年创企秀
助阵创企迈向新征程
近日，北京中关村领创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中
关村领创空间科技服务有限公司、IFC 投融资俱乐部、北
京会客科技有限公司共同举办“双领创”新年创企秀主题
活动，帮助创企寻找长期合作的“金主”，助推创企新年迈
向新征程。本次通过团购会、推介会、项目路演的三种形
式分别为绿普达、爱智尚、新风到家、海鲸科技、音磅其声、
七索时代、朗萌科技等 20 余家创企提供了全方位的产品
展示、市场精准对接的机会，并为企业与投资人搭建了面
对面交流的平台。同时也让参会企业切身感受到科技发
展对新兴产业带来的巨大变化。

2017 通武廊创新创业大赛圆满落幕
2017 通武廊协同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日前在通州区
台湖镇成功落幕。企业组和创意组各有 10 家入选企业展
开激烈角逐，由业内知名专家、投资人、创业导师等组成的
专业评审团进行现场打分，最终 AI 类项目“EmoKit 海妖情
感计算引擎”
和艺术类项目“艺术合伙人”分别折桂。
本次大赛的冠亚季军和创客之星都将获得由政府提
供的各项补贴、相关政策扶持、资源支持以及获奖奖金。
此外，
“拼豆夜宵”
“IKING 工业级智能无人机”
“人工鼓膜”
与投资方举行了现场签约，获投总额 4442 万元。多个参
赛团队表示，大赛的先天基因决定了赛事对通武廊地区的
创业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新余“渝郎回乡”发展大会签约 122 亿
2017 江西新余“渝郎回乡”发展大会近日在京召开，
旨
在推进在外渝郎回乡投资兴业，也为新余发展引资引智引
才，实现双赢。会上共签约 14 个项目，总金额达 122 亿
元。工程实施以来，新余先后举办了创业大会和中秋座谈
会，吸引 78 家渝郎企业落户，总投资额达 132 亿元，涌现出
一批回乡创业典型。目前，全市各类商会发展到 38 家，团
结联系企业家 6675 人，
“ 举党旗、抱团干、带民富”的商会
宗旨传遍渝钤大地。北京新余企业商会还组建了 21 人
“渝郎回乡”博士团，这些人才将推动新余技术研发取得关
键突破。
（马国香）

益高首款量产低速电动车 EG6330K 上市
近日，
益高首款量产低速电动乘用车 EG6330K 在苏州
工业园区上市发布，官方售价 3.2 万元起。 这是该公司生
产的第一款量产低速电动乘用车，可搭载铅酸和锂电两种
电池，最高时速 60 公里/小时，续航里程可达 120 公里。作
为先导车，
EG6330K 目前设计产能为单班 30 辆/天，
生产线
产能单班 1 万辆/年。但根据市场需求可提升至 90 辆/天，
生
产线产能单班达 1.5 万辆/年，从而为下一步生产定型车
Constance 预留空间。据了解，
Constance 的技术条件可完全
满足国内即将发布的低速纯电动车技术标准，
将在 16 个月
内完成整车开发，
并于 2019 年一季度开始小批量试生产。

临报集团融媒体中心党员记者编
辑成立报道“先锋队”，一马当先
挑重担、齐心协力铸精品，通过多
个临报集团所属新媒体平台，进
行了长达一天的全程图、文、小视
频 直 播 ，出 色 完 成 了 报 道 任 务 。
据不完全统计，各平台阅读量近
60 万 ，其中微博“伟大的革命精
神”话题两天内阅读量达到 45 万
人次，19 日当天在全国微博政务
话题榜单排名第四。
对标“六查六看”，活动创新
不断。今年以来，临报集团对标
“六查六看”，引导党员在打造现
代传媒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中创

先进、争优秀，进一步激发了集团
党员干部的创新创业激情。2017
年，临沂大剧院坚持以观众拓展
为营销核心，降低高雅文化消费
门槛，让人进得来；升级平民文化
消费服务，使人坐得住；实行惠民
票价政策，让利于民，实现了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特别是
以参与首届“文化惠民消费季”活
动 为 突 破 点 ，抢 抓 机 遇 ，创 新 作
为，成立专项工作小组，主动上门
服务，推动临沂大剧院会员数量
呈井喷式增长。
“富民兴临我有责 我为发展
解难题”，聚力“五指成拳”。活动

抱枕迎来新转机
提升睡眠质量的抱枕面世
近几年，
关于睡眠的问题开始引发社会的关注，
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
工作和生活节奏的加快，
人类睡眠时间开始
出现缩短，
失眠成为了都市人身体健康的潜伏
“杀手”
。
12 月 15 日，天谷动漫在广州希尔顿逸林酒店举行了
乐瓜睡眠抱枕发布会，见证“睡眠抱枕”新品类的诞生。睡
眠抱枕属于抱枕新品类，细分化了抱枕的类别。过去的传
统抱枕，沙发类别属于是装饰类型；传统毛绒公仔，由于造
型突异，也不适合睡觉搂抱。天谷动漫通过多年研究，将
两者相结合，开创性地提出为女生打造专属陪伴的睡眠抱
枕。通过长条黄金比例，素色的配色，可爱呆萌的造型，打
造适合让女生可以轻易搂着睡觉的抱枕。
未来，相信抱枕类别会有一个跨时代的革新，
“睡眠抱
枕”突破了抱枕的局限领域。也让更多人可以获得更好的
睡眠环境，
提升睡眠质量。

京东网易少海汇联手打造新商业
由京东、网易、少海汇等联手打造的首个智能泛家居
公园 INXpark 近日在京发布，通过打通线上线下、AI 赋能
和深度体验的场景构建，整合设计、供应链、物流、安装等
服务，为消费者提供极致便利的购物体验。INXpark 打造
的新零售，不单单是消费升级的一种新业态，更是以消费
者体验为中心的数据驱动的泛零售形态。INXpark 提供
400 多个深度家庭场景体验，还有无人车、人脸支付、机器
人导购等黑科技，颠覆传统卖场，重塑城市生活空间。首
家 INXpark 将于 2018 年在青岛开业迎客，上海、重庆、济
南、杭州、西安、成都为第一批落户城市。

中，临报集团组织党员重点查摆
自身在“富民兴临”中存在的问题
和短板，着眼每名党员的素质提
升，
“ 一人一策”，
“ 人人摆查”，要
求党员针对发展难题进行承诺践
诺，促使党员进一步理清在服务
全市和集团发展中应负的责任，
合力推进集团媒体建设、报业经
营 和 文 化 产 业 创 新 发 展 。 2017
年，临报集团新闻创优再有新作
为，党的十九大精神宣传亮点纷
呈，中心工作报道全力度投入，融
合发展稳步推进，媒体建设跃上
新台阶，集团荣获中国报业深度
融合创新发展奖。 （柏建波）

中铁七局吴家山车站
信号计算机联锁换装顺利完成
12 月 21 日，随着路局 64323 号调度命令的下达，宣告
由中铁七局承建的吴家山物流基地车站扩能改造信号计
算机联锁换装安全正点完成。自 10 月 26 日首批信号电缆
进场至换装开通，完成既有站场 17.2 公里信号电缆敷设，
13 组联锁道岔转辙设备、17 架信号机、15 个轨道电路区段
及 9 个室内组合柜的安装调试，安全正点完成夜间要点施
工 11 次，为信号换装顺利完成打下坚实的基础。此次信
号计算机联锁信号设备的顺利换装开通，为下一步站改插
铺 5 组道岔、开通新建 4 股道及 2018 年 1 月 30 日开通吴家
山车站创造了有利条件。
（张俊）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
济南地铁四标按期进入地下施工阶段
近日，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承建的济南地铁 R3 线四
标盾构机“跃进一号”在西周家庄站胜利始发，标志着 R3
线四标按期进入地下施工阶段。通过各项举措，项目部以
盾构始发节点目标为主线，将各工序间的衔接时间缩小到
最少，并合理调配资源，实行流水作业，提高了工效。在保
证进度的同时，混凝土浇筑质量与外观也得到业主、监理
的充分肯定。项目部党工委、党支部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将基坑开挖、混凝土浇筑等关键工序列为“党员先锋工
程”，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施工生产顺利推
进提供了组织保障。

中铁七局武汉公司工会温暖施工一线

中铁五局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揭牌成立

中铁七局武汉公司工会到武汉轨道交通 5 号线项目部
开展“心系一线员工”冬送温暖活动。近年来，该公司坚持
每年对偏远山区、气温低、条件艰苦、风险高、安全压力大
的项目部开展“冬送温暖”活动，并将“冬送温暖”活动与工
程项目“三工”建设、企业“幸福之家”创建紧密结合，和股
份公司“三让三不让”普惠政策合二为一，统筹兼顾、整体
布局，在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工作中，切实解决职民
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难题，努力攻克职工最困难、
最操心、最忧虑的问题。
（曹向楠）

中铁五局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在长沙揭牌成立。中国
中铁财务部部长何文，中铁五局董事长、党委书记张回家
共同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揭牌。据了解，财务共享服务中
心是企业集团的共享服务平台，以信息技术为支撑，通过
优化组织结构，配备数量合理和技能配套的员工，按流程
进行专业化分工，在共享平台上基于在线影像资料，以标
准流程将分散的、重复的财务业务实现集中处理，共享作
业，以专业化服务提高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提升决策支
持，
实现财务创造价值的目的。
（谢永彬 薛超）

先存款后旅游 退款难风险大
今年以来，消费者陆续向工商部门反映某旅行社以
“先存款后旅游”的模式吸引消费者缴费数万元大额押金，
在合同中承诺交款后可以超低价享受多条旅游产品线路
且押金存满一年后还可退还。但消费者购买一段时间后，
当初旅行社承诺的很多旅游线路都停止报名不能消费，要
求商家退还押金时却以种种理由拖延。首都工商提示消
费者要理性消费，在购买旅游产品时要选择正规、信誉好
的商家，并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包括旅游线路、服务项目、
退款条件和违约责任等细则，充分了解存在的风险。同时
消费后应索要消费凭据并留存好，如果出现消费纠纷，可
作为维权依据。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混凝土分公司
搅拌机组装创新纪录
近日，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混凝土分公司银西项目
1#拌和站，仅用了 15 天就完成了一台方圆 180 和一台方
圆 120 的搅拌机组装，刷新了分公司建站的最快速度。新
建起的拌和站成为整个银西高铁首个通过业主验收的标
准化搅拌站，也是混凝土分公司第一个采用现代化 ERP
管理系统试用点，管理人员通过电脑或手机监控搅拌站
的生产情况，实时进行数据报表统计，对出厂混凝土质
量、数量、运输车运行轨迹等进行查验，对混凝土的生产
组织、质量管理、成本控制、报表统计分析进行有效控
制。
（谢永彬 桂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