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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油田 287 项 QC 成果创效 6000 万元
5 月 3 日，中原油田供电服务中心四厂供电项目部变
电队 QC（质量控制）小组技术组长刘恩征看到该中心一季
度设备故障统计表时，兴奋地说，
“今年前 4 个月南一开闭
所和南二开闭所均未出现二次设备故障。”这得益于“减少
开闭所二次设备故障次数”QC 小组成果的应用，两座开闭
所后台机故障次数大幅减少。近年来，油田积极搭建 QC
小组活动平台，
4 月中旬，
在中国石化油田企业 2017 年度优
秀 QC 成果发布会上，
油田发布的包括“减少开闭所二次设
备故障次数”
在内的 8 项成果全部入选集团公司优秀 QC 成
果。2017 年至今，油田共注册了 543 个 QC 小组，取得 QC
成果 287 项，
创经济效益超过 6000 万元。
（杨静丽）

今金贷三周年：积微成著践行普惠初心
今金贷正式上线运营于 2015 年 5 月 16 日，当年同期
行业平台数量为 2643 家。随着监管强化，已经有不少平
台退出。而今金贷已正式迎来了它的三周年。三年时间，
今金贷从甘肃兰州出发，发展到服务区域遍及全国多个省
市，成长为一家活跃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全新企业；三年
时间，今金贷累计成交额 18.30 亿元，持续为西北地区、
“一
带一路”沿线中小微企业、三农群体提供资金撮合服务，持
续为平台出借人赚取收益；三年时间，今金贷合规稳健发
展，积极配合备案，也逐渐发展成熟，有了自己的品牌形象
和完善的文化体系。

贾又福工作室师生优秀作品全国巡展闭幕
5 月 4 日，展期半个月的“苦行探道——贾又福工作
室师生优秀作品全国巡展（第七回）”在浙江美术馆圆满
闭幕。据悉，此次展览展出贾又福山水长卷 10 幅及 40
余件近作。作品分“诗人之感、哲人之思、画家之神”等
不同主题，为大家描绘了一幅幅动人心魄的精美画卷。
此外，该展览还精选了其历届学生 30 余人的 100 余件新
作 ，通过学生作品亦可窥见贾又福严谨科学的教学方
略，展现出一个生机勃勃的艺术学派的苦行探道之路。
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巡展下一站将于 8 月启幕西安，走进
西安美术馆。

浦发银行深耕并购金融
助力药明康德中概股回归
5 月 8 日，药明康德作为“独角兽”正式踏上 A 股之旅，
这标志着浦发银行通过创新并购金融服务助力药明康德
顺利完成美股私有化，成功实现 A 股主板、港股、新三板的
中概股回归。据介绍，浦发银行一直积极致力于并购金融
领域的探索与实践，在国资整合及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
司及非上市公众公司非公开发行、跨境并购金融等领域独
具特色。截至目前，浦发银行已打造“设计、推动、实施、服
务”并购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形成了“并购融
资＋并购投资+并购顾问”的并购金融综合服务模式。

陕煤黄陵二号煤矿
自制注油器省时又省力
陕煤黄陵二号煤矿以往给井下防爆车辆发动机加注
机油时，用割掉的矿泉水瓶底部来充当漏斗，用起来费时
费工，操作不当时容易浪费油脂。该矿职工利用软胶管、
废弃油泵加工成一个半自动机油加注器。用废旧三角铁
焊接好支架，将废旧机油泵、废旧转向油壶固定在支架上，
将油壶底部与机油泵进油孔使用胶管连接，机油泵出油孔
使用胶管连接。将机油倒入转向油壶，转动摇把促使机油
泵工作，通过机油泵出油孔连接的胶管输送至发动机内。
据悉，半自动加油器能够完成机油加注、前后桥润滑油加
注、变速箱油加注，
省时又省力。
（张波）

中铁九局四公司召开青年座谈会
2018 年 5 月 4 日下午，来自中铁九局四公司的 12 名各
个岗位的优秀青年齐聚公司会议室，以座谈会的方式庆祝
第六十九个“五四”青年节的到来。公司领导首先祝各位
青年同志节日快乐并希望公司广大青年锐意进取、埋头苦
干。各位青年都结合自身岗位做了交流发言，青年代表从
如何适应岗位变换方面、如何适应当今工程技术发展潮流
方面做了交流。会后，大家纷纷表示，将抓住机遇，努力拼
搏，通过不断学习努力提升自己，要将其他人的先进做法
带回到身边青年中，
让大家共同成长、
共同提高。（张潇）

中铁广州局市政环保公司团委
举办优秀企业精神演讲比赛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记中铁人的初心和使命，近日，中
铁广州局市政环保公司团委组织公司青年职工举办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优秀企业精神演讲比赛。公司 8 位青
年职工紧紧围绕主题，结合工作实际，用生动的实例、真切
的情感、优美的语言抒发了对建筑事业的热爱之情，展现
了新时代中铁青年职工不断创新、用心工作、真心付出的
靓丽风采，展现了中铁人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奉献与担
当。他们的演讲或坚定有力，或激情高亢，或低沉颂吟，现
场掌声不断，
气氛热烈。
（屈兰英）

中铁二局南京地铁七号线项目
开展“建处 65 周年”系列庆祝活动
日前，为了庆祝中铁二局五公司成立 65 周年，中铁
二局南京地铁七号线项目党政工团提前筹划、精心组织、
联合开展了“重温经典、致敬五处”系列庆祝活动，以“诗
书礼乐行”的方式激励员工铭记公司历史、展望公司发
展。此次项目部庆祝系列活动是在公司下发的系列庆祝
活动“规定动作”的基础上，结合项目部实际，开展的项目
部“自选动作”。接下来，项目部将继续开展“故事会”
“青
年演说家”等系列庆祝活动，号召全体员工共庆公司生
日、同贺公司发展。
（官贵羊）

中铁九局二公司党委启动巡察工作
5 月 2 日，由中铁九局二公司党委巡察工作常务副组
长带队，相关人员组成的 8 人巡察工作小组进驻通辽项目
部，标志着公司党委巡察工作正式启动。这次巡察覆盖全
公司所属 13 个基层单位，巡察对象是所属基层单位党组
织班子及其成员和关键岗位管理人员，着力巡察贯彻执行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决定,以及局党委和公司党委
重大决策部署和规章制度的情况以及党组织领导弱化、党
组织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
散、纪律松弛，
管党治党宽松软等情况。
（王维仁 沈建辉）

中铁九局二公司
用“三心”精准服务离退休职工
中铁九局二公司针对退离休职工人员多，居住分散，
“疑难杂症”和历史遗留问题突出，社管中心工作人员坚
持用诚心、耐心和贴心去服务退离休职工，解决他们实际
困难，得到了退离休老同志的好评。中心坚持大病住院、
重大节日、矛盾纠纷和丧葬大事“四必访”制度，积极为 5
名身体患重病老人提供亲情服务，帮助 3 名孤寡老人办
理了养老院托管，对出现丧事的 51 名退离职工，坚持第
一时间到场，进行慰问和安抚，并协助家属处理后事。为
44 名行动不便的老同志到家进行职工待遇领取资格认
证。
（李欣）

中铁九局京沈客专沈阳枢纽
大成特大桥 69 孔现浇梁完工
5 月 4 日，中铁九局二公司施工的京沈客专沈阳枢纽
大成特大桥完成最后一孔现浇梁浇筑完。至此，总计 69
孔现浇梁施工按照工期要求全部完成。特大桥跨越新开
河、穿过大成车站，全长 2032 米，墩身 82 个，现浇箱梁 69
孔，合同造价 1.26 亿元。开工以来，项目部高标准严格要
求，对每一孔梁全面进行安全质量管控，严格按照施工方
案进行支架和模板架设，对每个零部件都进行浇筑前细致
的检查，确保现浇梁的顺利完工。现浇梁的完成，为后续
的路基工程奠定了良好基础。
（左宸宇）

中铁九局西南分公司成昆项目
提前完成安宁河特大桥钢桁梁拼装任务
5 月 7 日，中铁九局西南分公司成昆项目提前一周完
成太和安宁河特大桥钢桁梁第三跨拼装任务。太和安宁
河双线特大桥全长 2871 米，其中钢桁梁主跨 80 米，全长 82
米。项目部多举措确保安全质量，一是安全先行，加强人
员的安全培训。二是组建技术攻关小组，优化施工方案。
三是严格把控悬拼设备安装、行走状态下锚固等作业程
序。目前，钢桁梁拼装已经完成 75%，为整个钢桁梁拼装
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浩 李莹）

中铁九局西南分公司三项措施
强力推进党建工作责任制落地
近日，中铁九局西南分公司通过抓基层、打基础、严把
关，强力推进党建工作责任制落地。一是召开专题会议，
学习传达股份公司、局领导在党建工作考核评价会上的讲
话精神。党群部门全体及项目书记 19 人参加会议。二是
提前做好功课，保证每项工作可量化，有抓手。共制定了
126 条要求及目标，把好每项基础工作。三是勇于自我剖
析，回顾过去，查找不足，明确奋斗目标。召开党群工作例
会，回顾工作，查找了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
抓好党群基础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李莹）

中铁上海局商合杭铁路安徽段
开展防汛演练
快，快，快，扛沙包堵水……5 月 8 日下午，一声声急
促的叫喊，打破了安徽淮南中铁上海局商合杭铁路 11 标
项目工地的宁静，14 名工人正在肩扛沙袋往前方水域冲
去堵水。这里正在进行商合杭铁路安徽段工程防汛演
练。时下正值江淮地区梅雨季节，汛期将至，为了确保
“华东第二通道”商合杭铁路施工安全，中铁上海局三公
司承建的商合杭铁路 11 标项目部精心组织了一场防汛
实战演练。防汛物资、人员在指挥组高效快捷的指挥下，
反应迅速，动作敏捷，很快将出水水域堵住，达到了很好
的演练效果。
（曹俊松 郑凯）

中原石油工程公司海外市场实现开门红
5 月 5 日，中原石油工程司沙特 SINO-6 队承钻的斯伦
贝谢阿美大包钻井项目首口井 HRDH-1460 井顺利施工。
这是中原石油工程公司沙特公司与老牌石油劲旅美国斯
伦贝谢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共同承担沙特阿美公司油井大
包项目。更是中原石油工程公司首次与斯伦贝谢公司合
作大包项目。截至目前，中原石油工程公司新（续）签合同
12 项，合同额 1.8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稳中有升。目前，科
威特公司 SINOPEC-20 队深井修已顺利开钻，沙特公司正
在启动 SINO-6 队、SINO-35 队气井大包项目，
哈萨克斯坦
公司年初签订埃米尔公司 3 口深井的合同；非洲公司中标
中石油乍得公司 1 台 50D 钻机 1+1 年钻井项目。
（孙清华）

中原油田张卫华
入选“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5 月 3 日，由共青团中央主办的 2018 年“全国向上向善
好青年”推选活动结果揭晓，中原油田采油三厂治保巡检
大队张卫华入选，成为 2015 年第一届“全国向上向善好青
年”评选以来中国石化系统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员工。本次
评选活动自 2018 年初启动以来，共青团中央通过组织推
荐和个人自荐渠道，共收到 2149 名好青年的推荐申请。
经过集中审核和筛选，387 名好青年（群体）候选人接受公
众网络点赞和评委评审。张卫华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是宝
贝回家志愿者、河南省濮阳市无偿献血志愿者、濮阳市红
十字会志愿者、河南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和中国人体
器官捐献志愿者。
（霍良振）

长治县总工会走基层慰问演出
首站中铁四局四公司长治县制梁场
4 月 28 日，长治县总工会庆“五一”文艺汇演走基层慰
问演出第一站走进长治县制梁场，来自长治县 11 个单位
的基层工会和中铁四局四公司长治县制梁场选送的 12 个
节目，共计演员 168 人，为劳动者们奉献了一份文艺大
餐。演出活动精彩纷呈，现场观众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
中。四公司党工委副书记程晓涛致辞，表示太焦铁路是长
治市、长治县的第一条高铁项目，中铁四局秉承建设一项
工程、造福人民的宗旨，高标准建设太焦高铁，安全、优质、
高效地推进高铁施工，为上党地区和老区人民献上一条便
民路、模范路、创新路。
（胡益权 戴晓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