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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九局西南分公司地铁 9 号线项目部
多举措抓环保

中铁四局女工汪样获
广东省“生命至上安全发展”演讲第二名

中铁五局哈佳铁路项目部
召开员工关爱及心理健康培训座谈会

6 月 1 日，由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举办的“生命至
上、安全发展”演讲比赛总决赛在佛山电视台现场直播，来
自省内不同行业 15 支代表队约 500 多人观看助威加油，15
名男女选手，按规定每人 6 分钟脱稿演讲比赛、复赛和总
决赛。经 11 名评委现场打分排名，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推荐参赛，中铁四局五公司深圳地铁区域经理部青年女工
汪样代表中铁南方代表队荣获演讲比赛总决赛第二名佳
绩。
（陈国平）

6 月 3 日晚 1930，中铁五局哈佳项目部召开了一次员
工关爱及心理健康培训座谈会，项目部全体员工参加，会
议由项目部党工委书记邓滨主持。根据项目部员工近期
精神状态及项目青年人居多的实际情况，邓滨主要从“人
际交往中的投射”与“压力与情绪管理”两方面进行讲课与
交流。此次员工心理健康座谈会，是项目部大力推进关心
关爱员工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对员工如何正确认识
压力，提升自我抗压、减压能力，以健康积极的心态面对人
生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更好的沟通人际关系以及快乐工
作和生活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谢永彬 章依晨）

中铁九局首个军民融合项目
正式开工建设

中铁七局电务公司
党建主题活动授旗仪式完成

中铁五局集团天怡酒店再获表彰

5 月 16 日，中铁九局二公司承建的首个军民融合项目
解放军某部集体宿舍楼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该工程建筑
面积 5727 平方米，总造价 1748 万元，计划工期 219 日历
天。这项工程是中铁九局二公司与军方合作的首件工程，
更是滚动发展打开未来军方市场的一个关键性工程，按照
高标准、高质量的要求，公司组织优秀管理团队快速进场，
开展现场调查，精心准备，科学组织施工方案，合理组织好
人员、设备、物资的准备，高质量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受
到了建设单位的充分肯定。
（王维仁 张涛）

中铁七局电务公司宁奉线首通供电停车场系统项目
部日前举行“破难攻坚抢建设，提速增效争先锋”党建主题
活动授旗暨开工动员仪式，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张付林，副书记张卓燕，集团
公司副总经理何江，电务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刘水平
出席仪式并为党员先锋队、青年突击队、工人先锋队授旗，
项目部全体管理人员、作业人员及其他标段负责人共计
110 余人参加了此次仪式。
（陈欣）

近期，中铁九局西南分公司地铁 9 号线项目部采取八
项措施，抓好项目环保工作，守住绿水青山。一是绕施工
围挡每 3 米安装一个喷嘴，抑制扬尘。二是洒水车洒水保
湿，防止扬尘，钢板及井盖下采用胶垫铺垫，控制碾压噪
音。三是施工裸土全部覆盖。四是设置炮雾机炮雾降
尘。五是施工主出入口安装扬尘在线视频监测设备，随时
掌握 PM 值是否达标。六是配备高压立体冲洗设施。七
是每日两次对围挡进行冲洗。八是采用全自动钢筋加工
设备，
减少噪音及灯光影响。
（马超 李莹）

中铁九局二公司
快速做好京雄铁路施工准备
近日，中铁九局成功中标京雄城际铁路 JXSG-7 标
段，京雄铁路全长 92.78 公里，是承载千年大计运输任务的
重要干线。二公司按照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
色、高点定位，创造“雄安质量”的要求，选派精兵强将组建
优质的施工队伍快速进场，超前做好工程前期策划，及时
配齐配强所需资源，合理有效地组织好人员、设备、物资的
衔接，加大现场调查，熟悉线路和当地民风民俗，加强与当
地政府、业主、参建单位的沟通联系，编制好施工组织设计
方案，
稳步推进铁路工程建设。
（王维仁）

中铁四局五公司盾构分公司
落实全国第十七个安全月活动
从今年6月第一个工作日开始，
承担国家重点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地铁建设的中铁四局五公司盾构分公司在
“全国第十七个安全月”活动中，紧紧围绕“生命至上、安
全发展”为主题活动落实处。对参与 7 台盾构施工的武
汉、深圳和厦门地铁的百名员工和外聘农民工，认真落实
“安全论坛”、开设安全专栏、撰写安全文章、安全知识竞
赛、张贴安全挂图、播放警示教育片和发放安全读本等方
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全方位、多角度和立体化的集中讲
解。
（陈国平）

中铁五局创蒙华单班日架新纪录
中铁九局四公司党委
全面提升党委巡察工作实效
中铁九局四公司党委自首批巡察工作启动以来，突出
问题导向，强化结果运用，分别从盯住问题精准巡察、抓住
重点强化落实和用好成果形成震慑三个方面确保巡察工
作取得实效。截至目前，累计召开巡察动员会 4 次，完成
了对 4 个基层项目的首轮巡察工作，并且迅速集中力量开
展第二轮巡查工作。对于突出问题建立“问题清单”，逐项
分解到各相关部门进行点对点督办，第一时间对存在较多
问题的基层项目部主要领导进行了约谈及组织调整，在公
司内部起到了震慑作用。
（张潇）

日前，中铁五局六公司架梁分公司蒙华架梁施工现场
传来喜讯，蒙华架梁作业队以单班日架 T 梁 11 片的好成
绩，创造了蒙华铁路全线单班日架梁的新纪录。蒙华铁路
是国内最长运煤专线——蒙西到华中煤运铁路，北起内蒙
古浩勒报吉站，终点到达江西省吉安市，线路全长 1814.5
公里，是目前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的重载铁路和国内
规模最大的运煤专线。架梁分公司蒙华架梁作业队承担
蒙华铁路 MHTJ-15 标、MHSS-5 标范围内 573 孔 T 梁架设
任务。
（谢永彬 蒋方槐）

中铁五局广州 21 号线镇龙至增城短轨通
中铁上海局潍莱高铁
展示工地别样儿童节
5 月 31 日，儿童节前夕，中铁上海局潍莱高铁项目部
工会和团工委结合工地特点，为了让广大员工牢记安全质
量使命，组织工地儿童到工地现场开展安全宣讲活动，展
示了工地别样的儿童节日。在中铁上海局潍莱高铁项目
部完成的桥墩旁，儿童们在各自母亲的带领下，到现场为
员工们唱儿童歌曲，讲安全内容：
“爸爸妈妈，我是你们的
小宝宝哟，我每天等着你们平安回来，和我共同欢乐，你们
一定要注意平安。
”
（张华先）

日前，在豪生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召开的会议上，中铁
五局集团贵州天怡豪生大酒店被豪生国际酒店管理集团
授予“2017 年最佳凝聚力酒店”称号。天怡酒店与豪生国
际酒店管理集团从 2003 年开始合作，至今已由豪生集团
合作管理 15 年。15 年来，酒店践行标准化管理，创新经
营模式，提升经营业绩，每年各项指标均达到豪生集团的
要求，也得到了豪生管理集团的认同和赞赏。在服务行
业员工流失率较高的市场环境下，在外聘员工占员工总
人数达 90%多的情况下，天怡酒店保持了员工相对稳定，
截止到现在，在酒店从业 10 年以上的员工达到了 40%左
右。
（谢永彬）

日前，随着中新东站最后一节 25 米轨排下洞并对接
完成，标志着广州地铁 21 号线镇龙站至增城广场站左右
线短轨实现贯通，为按期完成业主的工期目标奠定了坚实
基础。广州地铁 21 号线轨道Ⅱ标线路穿越广州至增城城
区重要地段，线路技术条件复杂，外界制约因素多，后期铺
轨施工任务重、时间紧、组织施工难度大。为确保节点工
期顺利实现，自 2018 年 3 月开始铺轨以来，项目部组织全
员召开了短轨通动员大会，随着土建施工进度机动调整施
工组织方案，先后在镇龙、中新东、金坑、长金设置 4 处铺
轨基地分段组织施工，确保了 8 个作业面同时作业，提高
了效率。
（谢永彬 蒋方槐 童雯）

中铁五局银西项目部
企地共庆“六一”儿童节
6 月 1 日上午，甘肃环县洪德镇许旗村的三十里铺小
学彩旗飘飘，喜气洋洋，该校全体师生在庆祝第 69 个“六
一”儿童节。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银西铁路项目部工会主
席刘淑娟等受邀参加。儿童是家庭的希望、民族的明天、
祖国的未来，理应受到关爱和珍视。当天，中铁五局机械
化公司银西铁路项目部为该校学生送去了鲜艳的红领巾、
学习用品、体育用品和儿童水杯等礼物，表达对祖国未来
的殷切关爱之情。
（谢永彬 刘淑娟）

中铁上海工程局西安地铁六号线
23 标项目部多措并举为考生保驾护航
高考期间，中铁上海工程局西安地铁六号线 23 标项
目部制定了多项护考举措，确保考生在交通以及考试阶段
有一个畅通、安静的环境。该项目工程地处的西安市新城
区咸宁路是贯穿城市东西方向的主干道之一，高峰期时
段，交通拥堵，给出行的人带来不便，为了能减轻工地门口
这条主干道的车流量，项目部责令凡在高考期间内所需材
料、大型设备在选择进场时间时避开高考三天。

中铁三局五公司承建的
贵南客专（贵州段）全线首桩告竣
6 月 2 日 17 时 40 分，中铁三局五公司承建的营盘清水
河双线特大桥 52 号墩 1 号桩灌注完成，贵南铁路客运专
线（贵州段）全线首桩告竣。中铁三局五公司继第一个拌
和站和第一个钢筋加工厂率先通过验收之后，又将第三
个“全线第一”收入囊中。营盘清水河双线特大桥，全长
1820.38 米。中铁三局五公司贵南项目认真贯彻落实沪昆
公司贵南指挥部“单体开工”条件和中铁三局集团公司贵
南指挥部的安排部署，始终坚持“依法合规，稳步推进，精
细施作，安全优质”的工作基调，不等不靠，主动出击，争
分夺秒，积极做好各项施工准备，为全线首桩施工奠定了
基础。
（罗亚惠 张乃智 李志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