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02 月 13 日 星期二 编辑：康源 校对：
王培娟 美编：王祯磊

中铁五局贵州公司承建的
安六铁路岩脚隧道顺利贯通
2 月 1 日 11 点 38 分，经过全体参建员工 2 年零 10 天的
艰苦奋斗，由中铁五局贵州公司承建的安六铁路全线唯一
高瓦斯岩脚隧道顺利贯通，
标志着安六铁路 1 标段所有主体
工程全部完工，为 6 月 1 日安六铁路铺轨奠定了坚实基础。
自 2015 年 11 月 11 日进场以来，中铁五局贵州公司创下了
全线第一个进洞施工、
全线第一模二衬施工、
全线第一个洞
门施工。在推行施工标准化管理和执行瓦斯隧道管理上，
先后举行了两次大型观摩会，
获业主 2 张绿牌奖励，
为局和
公司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赢得了良好的信用评价。在
施工过程中，
积极开展瓦斯超限应急演练，
隧道瓦斯浓度报
警严格执行三级管理，
将瓦斯
“拦路虎”
扼杀在摇篮之中，
确
保安全高效施工。
（谢永彬 肖昌运）

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
迅速部署落实建设管理年活动
日前，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在长沙机关本部组织召
开专题会议，迅速传达中铁五局项目建设管理年活动动员
部署会议精神，并对公司建设管理年活动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由电务城通公司党委书记彭金华主持。电务城通公
司副总经理宋勇、总经济师汪世斌、安全总监徐春利等分
别在会上对中铁五局《关于开展项目建设管理年活动的意
见》、
“十严禁十确保”底线管理规定、中铁五局领导人员项
目管理履职要求及考核办法等文件进行了传达贯彻，对项
目建设管理年活动的开展背景及主要思路等进行了详细
介绍。会上，电务城通公司党委书记彭金华首先对中铁五
局党委书记张回家在全局项目建设管理年活动动员部署
会上的讲话精神进行了宣贯。
（陈凯 李年朋）

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施工的
西安地铁五号线边家村站围护桩全部完成
1 月 28 日，随着最后一根围护桩浇筑完成，标志着由
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施工的西安地铁五号线 8 标边家
村站主体结构围护桩施工全部完成，项目工期节点取得重
要阶段性胜利，鼓舞了全体参建人员的士气，边家村站进
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部进场以来，完善项目管理制
度，加强执行力建设，班子成员每天深入现场，排查安全隐
患，项目部各部门、劳务队、员工签订《安全质量包保责任
书》，把安全责任目标分解落实到人。开工以来，中铁五局
西安地铁五号线 8 标项目部在车站施工管理、施工进度、
现场文明施工等方面多次获得业主等单位的好评，并得到
西安地铁六号线组织的集体现场观摩，为企业树立了良好
形象。
（陈凯 张振鹏）

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承建的
成都地铁3号线10标获评
“安全标准工地”
近日，由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承建的成都地铁 3 号
线二三期工程土建 10 标项目部获得“2017 年度中国中铁
安全标准工地”称号。项目部自 2016 年 5 月进场以来，克
服了节点工期时间紧、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等困难，狠
抓现场安全质量管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杜
绝违规违章作业现象，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未发生一起重
伤以上安全生产事故，项目安全质量管理水平受到业主多
次表扬，并获得成都地铁在建工程文明施工挂牌评比“文
明施工先进工地”称号。此次项目获评安全标准工地，项
目的现场管理、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等得到充分肯定，展现
了企业的项目管理实力和水平，为企业的进一步经营发展
赢得了良好声誉。
（陈凯 张振鹏）

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
积极开展除雪铲冰志愿者活动
近日，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连续降雪，导致道路
路面积雪结冰严重。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各单位积极
响应当地政府城区街道铲冰除雪号召，组织干部职工对单
位周边道路上的冰雪进行清扫，为出行的群众提供行路安
全和便利。电务城通公司西安地铁五号线 8 标项目部所
在的友谊西路和太白北路十字交叉路口处的交通枢纽，车
流量多，人流量大，大雪限制交通，严重影响行人安全。项
目部党政工团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提前准备
扫雪铲冰工具，成立扫雪铲冰队，组织志愿者在不影响车
辆通行的前提下迅速行动开展道路扫雪铲冰工作，消除围
挡周围安全隐患，保证行人、行车安全，展现了中铁五局良
好的企业形象和企业责任感。
（陈凯 张振鹏）

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施工的
两信号站改工程实现提前开通
1 月 30 日，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施工的成都铁路局
内六线昭通站、成昆线麻栗站两站联锁改造工程分别于 8
点 57 分和 10 点安全提前倒替施工完毕，两站联锁信号系
统及通信、电力等相关配套改造正式投入运营。施工中，
全体参建职工发挥“能打硬仗、善打恶仗、勇打胜仗”的铁
军精神，精心组织现场生产，安排好各道工序衔接，加强作
业面搬家倒面管理，抓好作业面施工准备工作，提高施工
作业效率。此次成都铁路局内六线昭通站、成昆线麻栗站
两站联锁改造工程同时实现提前开通，得到了工程建设单
位、配合单位的一致肯定和好评，充分展示了中铁五局电
务城通公司施工实力，创造了良好声誉，为今后市场持续
经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陈凯 张振鹏）

中铁五局六公司
2018 年通讯员、网评员培训班圆满完成
1 月 24 日，中铁五局六公司 2018 年通讯员、网评员培
训班在重庆机关圆满落下帷幕，此次通讯员培训班为期
10 天，来自机关各部门和基层项目的 70 余名通讯员参加
了此次培训。此次培训班是六公司自开办通讯员培训班
以来，规格最高、阵容最强、人数最多的一次。培训课程
涉及宣传文化建设工作要点、新闻写作基础知识技巧及
作品点评、舆情管控与网络评论、长篇通讯及报告文学写
作、摄影与摄像技巧及作品点评等。通过培训，使通讯员
们掌握了各类新闻稿件采写、日常公文编写和各类事件
摄影摄像的方法及网络舆情处置和危机应对的基本方
法，为公司宣传文化工作的提挡升级奠定了坚实的人才
基础。
（蒋方槐 蔡巧峰）

中铁九局二公司广深港高铁虎门站
站房改造工程出站通道顺利完成
2 月 7 日，中铁九局收到了广州铁路局集团有限公
司发来的贺电，对在诸多不利的条件下，能够克服各种
困难，顺利完成出站通道的建设任务表示祝贺。广铁集
团将广深港高铁虎门站站房改造工程列为 2018 年春运
项目，参战员工面对场地小、时间紧、任务重等难题，科
学组织，采取强有力措施，仅用 25 天便完成了基础承台、
上部 2236 立方米框架主体结构和装修施工任务，于 2 月
5 日达到使用条件并投入了使用，受到了业主、监理的一
致好评。
（王维仁 马云鹏）

中铁广州局三公司贵南铁路项目部
主体工程未动安全教育先行
自 2017 年 12 月进场以来，中铁广州局三公司贵南铁
路项目部主体工程未动安全教育先行。前前后后 5 次在
项目部会议室进行了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同时还组织全体
员工认真学习了业主单位、监理单位下发的各类管理办法
文件、规章制度等 5 次，来自项目部所属的 6 个架队达 120
多人参加了学习培训，培训学习教育内容主要是结合贵南
铁路项目的实际情况，重点讲解了五大易发事故类型高处
坠落、触电事故、物体打击、机械伤害、坍塌事故等。同时
结合事故易发类型，讲解了如何预防事故的发生，有效地
增强了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为安全施工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杨世全）

海淀工商多措并举
切实推进消费维权社会共治
“北京消费投诉”APP 上线以来，海淀工商分局通过
APP 接收消费者投诉的数量已占总投诉量的 27.98%；
其中
消费争议快速和解网上平台处理的投诉中，通过 APP 途径
接收的投诉占比达到 47.78%，
“北京消费投诉”APP 以其便
捷的投诉方式、友好的界面设计受到消费者广泛的认可。
海淀工商分局利用辖区五彩城、金源购物中心、当代
商城等大型购物中心电子屏对“北京消费投诉”APP 进行
广泛宣传，提升公众认知度。同时，与辖区小米、百度等知
名企业积极合作，促进“北京消费投诉”APP 加入手机软件
应用市场，拓展消费者下载渠道。针对消费者对调解流程
全程可见的工作要求，加强对基层工商所业务指导和培
训，通过下发业务指导、加强数据公示等措施，督促基层工
商所规范处理流程，提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升工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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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五局成都地铁 9 号线项目部
接受督导检查
近日，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督导巡视组一行 5
人到中铁五局成都地铁 9 号线项目检查指导工作，对项目
安全质量工期、精细化管理、作业层队伍建设、党风廉政建
设等工作进行了检查指导。督导组一行对施工现场、内业
资料等工作进行了详细的督导检查，并着重围绕项目部安
全质量、精细化管理、作业层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四大板块
内容进行检查。最后，督导巡视组召开了末次会议，对中
铁五局的管理水平给予肯定，对项目部在精细化管理推进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要求和建议，并通报了检查结
果：项目安全质量工期得分 91 分、项目精细化管理 93.5
分、作业层队伍建设 92 分、党风廉政建设 98 分。
（李维康）

中铁五局承建的沈阳地铁
10 号线 5 标塔—淮区间左线顺利贯通
2 月 5 日 16：18 分，中铁五局承建的沈阳地铁 10 号线 5
标皇姑区塔湾街站—淮河街站区间左线盾构机缓缓破壁
而出，标志着沈阳地铁皇姑区塔湾街站至淮河街站区间左
线盾构隧道顺利贯通。项目部党工委积极开展了“沈阳地
铁党旗红，中铁五局当先锋”大干 90 天的劳动竞赛活动，
掀起了施工生产高潮。盾构机始发以来，没有出现过任何
大的安全质量事故，保证了施工的绝对安全和工期。至
此，项目部已全面完成了施工任务，项目负责人表示，项目
部将在今后的盾构施工当中，继续发扬中铁五局“勇于跨
越，追求卓越”铁军精神，强化施工过程质量控制，确保安
全无事故、质量零缺陷，奉献精品工程，为沈阳地铁建设做
出更大的贡献。
（陈凯 王黔）

中铁五局成都公司
召开 2018 年经营工作座谈会
2 月 3 日下午，中铁五局成都公司召开了 2018 年经营
工作座谈会。本次会议以“如何做好 2018 年经营工作”为
中心主题，就“如何规范标前调查、成本测算、投标评审”、
“如何解决公司建造师业绩问题”等 12 个议题展开了讨
论。会上，总经理龙秀堂作了重要讲话，他对召开经营工
作座谈会给予了充分肯定，对经开部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
表扬，要求办事处切实提高经营能力，勇于担当，体现自身
价值，加强与分公司领导沟通联系，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寻
求战略合作资源。同时对各片区提出了生产经营一体化
的要求，并指出贵州片区以“以干促揽、干揽并举”的成功
模式，实现了滚动经营、持续发展，希望各片区积极借鉴、
学习。
（李维康）

“建材里的黑科技”
国建兴隆推出轻匀质防火保温板
来自大洋彼岸“猎鹰火箭”的消息再次刷屏。一时间，
有关中美科技对比的内容瞬间充斥眼球。在创造性的技
术革新上，国内各行业的“黑科技”也有诸多突破。比如国
内绿色建材企业北京国建兴隆节能材料有限公司推出的
轻匀质防火保温板，不仅防火能力出众，而且绿色、健康、
节能，成功地将“防火”、
“轻质”看似不相兼容的两项特质
合二为一。国建兴隆在总经理蒋棋芳的带领下，投资 1200
万元，引进 A1 级不燃保温板生产线，联合知名院校技术攻
关，开发具有自主特色的建筑外墙用 A 级不燃保温材料，
并获得多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
（马文）

中医药科技成果关爱全球骨健康活动
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为促进中医药事业大发展，落实《中医药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方略，1 月 27 日，
“ 促进骨与软骨修复，
防治骨与关节疾病中医药科技成果关爱全球骨健康活
动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据了解，这次大会由北京健
行中医医院主办，旨在中医药科技成果走进千万家，关
爱全球骨健康。主办方介绍，他们多年研究的促进骨与
软骨修复，防治骨与关节疾病所取得重大突破的科技创
新成果，在中医药领域填补了骨与软骨疾病无药修复的
世界医学空白，解决了骨坏死病无药医愈的难题。会议
结束时，我国骨伤科专家、民革中央教科文卫体委员会
委员、北京健行中医医院院长王璐林表示，他会带领团
队继续公益之行，走到更多患有骨质疾病的人的身边，
为他们送去温暖。
（董春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