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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ATI 等四家企业
在香河机器人小镇入驻投产
6 月 29 日，美国 ATI 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等 4 家知名
机器人企业，正式在香河机器人小镇集中入驻投产。与此
同时，香河机器人大厦等 6 大重点产业载体项目，举行了
盛大的集中开工仪式。4 大优秀企业集中投产，6 大重点
项目集中开工，标志着香河机器人小镇正加快建设世界级
机器人产业集群的步伐。截至目前，小镇已聚集了世界喷
涂机器人巨头安川都林、全球机器人焊钳发明者德国尼玛
克、3D 打印行业领先企业汇天威等 110 余家机器人企业，
形成了集产业研发、核心零部件制造、系统集成以及机器
人本体制造的完整产业链条。

德邦以全新产品定义大件快递
“大件快递 大有可为”德邦 2018 战略发布会日前在京
开启。会上德邦物流正式宣布更名为德邦快递，并重磅推
出业内第一款大件快递产品：大件快递 3—60kg，并将以极
具竞争力的产品组合和优质服务全新定义大件快递服务。
德邦董事长崔维星表示：德邦将以大件快递全面发力快递
业务，
用这些年在物流、
大件快递领域积蓄的实力为所有的
客户、
合作伙伴和消费者提供最优质、
最专业的服务。德邦
一直以推进国内快递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面对全新
的市场机遇与挑战，选择主动肩负起引领行业向更高阶更
优质方向发展的使命。

北京市海淀区曙光街道采购上门助浴服务
海淀区曙光街道服务中心最近为老人采购的上门沐浴
服务项目赢得社区居民称赞。而企业专业的沐浴设备、专
业的护理人员入户给老人在炎炎夏日中送来一丝清凉和身
体的彻底清洁。据街道工作人员表示：
“因为服务的群体比
较特殊，街道会十分慎重。提供这项上门沐浴护理服务的
这家名为泽润百年北京千家日月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在我们
的十几个社区已经服务了 30 家。
”
该公司副总经理赵雪靖介
绍：
服务内容包括泡浴、
淋浴、
身体部分清洁，
甚至包括皮肤
护理、按摩、剪发剃须、温泉浴、药浴、修剪指甲等其他服务
项目。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特殊老人享受这一便利。

狐狸金服成立区块链研究中心
近日，搜狐旗下狐狸金服集团宣布成立区块链研究中
心。该中心主要探索区块链技术，挖掘行业应用场景，在
服务狐狸金服旗下各个细分金融业务的同时，向产业及传
统金融机构提供技术支持。目前，狐狸金服已经布局网络
借贷平台搜易贷、消费金融小狐分期、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狐狸普惠，并获得了互联网小贷、企业征信、商业保理、融
资租赁等牌照，首创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的全
生命周期智能风控系统“风刃”为狐狸金服集团旗下各项
业务提供全流程风控管理，形成庞大的以科技为驱动的金
融服务体系。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
上半年经营工作稳中求进
2018 年上半年，在企业面临的新形势下，中铁五局机
械化公司经营开发工作积极适应市场，调整思路，深入挖
掘潜力，公司经营额达到 46.5 亿元，实现了时间过半、营销
任务过半的经营目标。上半年来，公司接连中标陕西 336
国道神木店塔至张板崖工程项目，合同价约为 4.46 亿元；
陕西省西乡至镇巴高速公路路基桥隧工程项目，合同价约
为 5.22 亿元；广西崇左市环城北路工程 PPP 项目，总投资
约 18.85 亿元；深圳市龙华区小区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第六
批）龙华街道项目，合同价约为 2.93 亿元；吉林双辽至洮南
公路建设工程项目，
合同价约 15 亿元。
（李湘章）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
开展革命思想教育活动
6 月 28 日，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7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
中
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机关党总支组织机关 48 名党员，
到革命
烈士夏明翰故居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的革命
思想教育。夏明翰故居是首批衡阳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
衡阳市党员教育基地。随着讲解员的深情解说，
党员同
志们的思绪穿越时空，
追随夏明翰革命足迹，
心灵受到了震
撼和洗礼，深切感受到他革命思想的纯粹、革命意志的坚
强。参观完夏明翰故居后，
全体党员来到夏明翰纪念碑前，
面对党旗重温誓词进行庄严宣誓。
（李湘章 秦豫光）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机关
第一党支部获表彰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7 周年，以及表彰先进，激励
各级党组织、
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奋发进取、
再立新功，
6
月 28 日，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党委在本部召开纪念建党 97
周年暨
“一先两优”
表彰视频大会。会议对获得公司 2018 年
“一先两优”荣誉称号的先进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
党务工作者进行表彰。会议共表彰公司 31 个党支部
“先进
党支部”称号，69 名共产党员“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和 23 名
党务工作者“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其中，机关第一党支
部荣获先进党支部，兰玲、邱飞洋荣获优秀共产党员，廖贵
顺、
石萍萍、
李湘章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
（李湘章）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机关
开展党建质量提升活动
7 月 2 日下午，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机关总支组织本部
全体党员共 42 人在本部会议室举行活动启动仪式。活动带
领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思考为什么入党？入党为了什
么？活动学习了新华社文章《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献
给中国共产党成立 97 周年》，
并强调了此次党建质量提升专
题活动各要点。活动要求各党支部进一步加强机关党员政
治学习，
提升党性修养，
按要求梳理各自工作，
找短板、
定措
施、
保落实。随后全体党员进行了签名，
一致表示要以次此
党建质量提升活动为契机，
进一步履职尽责，
为公司发展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
做出应有贡献。
（李湘章 秦豫光）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
西察公路项目顺利开工
7 月 1 日，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西察公路项目 4 号综合
拌合场施工现场，
伴随着挖掘机掀起的第一铲土，
公司承建
的中铁西察公路 TJ-4 标拉开施工序幕。据悉，
中铁西察公
路属交通运输部
“八纵八横”
规划，
天津至喀什高速公路网络
青海境内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铁西察公路TJ-4标承担路基
工程 26.92km，
路面工程 105.67km。项目 4 号综合拌合场用
地约 100 亩，
设混凝土拌合站、
水稳站、
钢筋加工及预制区。
此次场站破土动工是项目以实际行动落实青海省交通厅
“必
须迅速掀起西察公路施工建设大干氛围”
的精神，
为项目主
线施工打下良好基础。
（李湘章 许江舟 汤志君）

中铁五局京广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
提前完成既定目标
6 月 30 日凌晨 035 京广铁路定州站上行 1390 米长的
第 4 锚段接触网施工顺利完成并投入运营，标志着电务城
通公司京广铁路电气化改造项目部提前 25 分钟完成上半
年集中修既定目标。本次集中修单月完成建安产值 1000
万，创本年度新高，超额完成了上半年施工任务目标，为全
年目标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悉，此次北京铁路集团
公司京广线集中修施工时间为 6 月 1 日 18 点至 6 月 30 日
18 点，除端午节放假期 4 天外中间无调休日，计 25 个天窗
日。
（陈凯 覃光友 马国灵）

中铁五局京广铁路电气化改造项目部
信用评价创佳绩
6月28日，
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京广铁路电气化改造
工程项目部 2018 年上半年信用评价最后汇总为 1496.5 分，
荣获北京铁路局京广铁路建设指挥部 2018 年度上半年施工
企业信用评价第二名。为保证工程安全质量，
该项目部始终
坚持
“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的安全管理理念，
重点从过程把
控、
全员教育及干部盯岗等方面入手同抓同管，
以岗前安全
教育培训、
特种作业人员和防护员专项培训、
“四员一长”
专
项培训等为重点。上半年共排除整改各类安全隐患 120 条，
组织开展各类安全教育培训11期，
累计培训近2000人次，
有
效提升了现场安全管理的整体水平。
（陈凯 覃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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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地铁 6 号线十洋站土方开挖全部完工
6 月 30 日，随着最后一辆渣土车离开福州地铁 6 号线
土建 2 标 5 工区十洋站施工现场，标志着历时 108 天的十
洋站土方开挖全部完工。十洋站位于郑和中路下方，东西
走向，为地下两层岛式车站，设 3 个出入口、2 组风亭，土方
开挖共计 6.99 万方。项目领导轮流值班靠前指挥，通过增
加人员、设备投入，提高施工效率，并先后克服了浅层地下
水众多、基层上方管线众多、渣土运输困难等“疑难杂症”，
确保土方开挖的安全高效。随着福州地铁 6 号线十洋站
土方开挖全部完工，十洋站将进入结构封顶施工阶段，为
福州地铁 6 号线开通运营奠定了基础。
（陈刚 刘婷）

昆明市轨道交通 4 号线区间右线贯通
6 月 30 日 9 时，随着“党员先锋号”盾构机刀盘缓缓破
土而出，由中铁九局四公司承建的昆明市轨道交通 4 号线
螺蛳湾站—斗南站盾构区间右线顺利贯通。螺蛳湾站—
斗南站区间右线全长为 2970.86 米，是昆明轨道交通 4 号
线最长区间隧道，盾构机于 2017 年 1 月 23 日始发，期间侧
穿及下穿螺蛳湾商贸城地下车库、消防支队、在建 18#中豪
地块、万科公园里、杜家营立交桥、马料河等多个不良地质
风险源。针对区间存在的重大风险，中铁九局加强技术人
员配备，组织专家对过程风险、施工重难点、方案优化进行
分析和建议，制定科学有效的施工计划和安全质量保证措
施。
（秦雷 刘有）

武汉铁路局襄阳北站联锁改造工程开通
日前，经过 265 分钟的信号设备倒替、SAM 软件换装、
TDCS 数据修改施工，
由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施工的武汉
铁路局襄阳北编组站（Ⅵ场）联锁改造工程顺利开通，标志
着襄阳北站（Ⅵ场）新的计算机联锁信号系统正式投入使
用。襄阳北站改(Ⅵ场)信号工程是襄阳北编组站站场扩能
改造工程的一部分，工程主要涉及信号电缆沟开挖及敷设
电缆、
室内外信号设备安装调试，
敷设电缆 29km，
安装信号
机 30 架，
轨道电路区段修改 50 个，
新增道岔 64 组以及组合
架、移频柜、分线盘、联锁扩展柜安装，电码化组合修改配
线，
站间、
场间联系电路修改等。 （陈凯 黄志毅 张志同）

成昆铁路峨眉至米易段
最大钢桁梁架设完成
6 月 29 日，随着最后一片钢桁梁安装到位，由中铁九
局承建的成昆铁路峨米段最大的钢桁梁——太和安宁河
特大桥 4×80 米钢桁梁拼装完成。该桥位于四川省西昌
市太和镇，桥梁全长 2871 米，钢桁梁主跨 80 米，全长 82
米，钢桁梁用钢量约 6625 吨，是全线的控制性工程。项目
部多次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对施工方案和施工组织进行
优化，多次对施工一线技术人员及工人进行了安全技术交
底，建立应急处置体系，增设应急设备物资。加强人员的
安全培训，严格把控作业程序，有效地保障了钢桁梁拼装
安全。
（王浩 李莹）

中铁九局西南分公司
开展“迎七一·健康跑”活动
6 月 26 日，中铁九局西南分公司在成都天府新区兴隆
湖组织了“迎七一·健康跑”活动，机关和项目的 82 名选手
参加了活动。本次健康跑活动，分成女子 3 公里和男子 5
公里。正值雨季，活动开始前，突降大雨，运动员们激情不
减。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响，选手们犹如离弦的箭，飞奔在
兴隆湖边的跑道上。短短三百多米，
20 多岁的小伙们与队
伍拉开了距离。公司领导班子成员们不甘示弱，保持在队
伍前列，52 岁的副总经理郭建强坚持跑完全程。此次活
动，丰富职工生活，增进了干群关系，也提升了员工坚韧不
拔的耐力。
（李佳玲）

寻沾高速 4 标项目党支部获股份公司表彰

磨万铁路第二长隧开挖破千米

6 月 28 日，中铁广州工程局寻沾高速 4 标项目党支部
获“中国中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寻沾高速 4 标项目
党组织自组建以来，就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和科学
发展观为引导，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把“加强党建工
作，建设精品寻沾”的指导思想贯穿工作的始终，在劳动竞
赛、路地共建、文化建设、沟通协调等方面充分发挥党员模
范带头作用，调动全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项目各项
管理工作的不断进步，展现了央企担当和中铁广州工程局
在云南地区的风采。
（金开林 张宁）

6 月 27 日下午，中铁广州局三公司磨万铁路Ⅱ标承建
的那科村隧道进口单向正洞开挖突破千米大关，这是继磨
万铁路Ⅱ标纳文村隧道贯通之后半个月以来取得的又一
新的重大突破。那科村隧道全长 9310 米，隧道长度列居
标段第一、全线第二，是磨万铁路全线重点隧道。该隧道
最小埋深约 38 米，最大埋深约 460 米。隧道 V 级围岩占隧
道长度的 20%，Ⅳ级围岩占隧道长度的 45%，Ⅲ级围岩占
隧道长度的 35%。隧道不良地质多为顺层、岩堆、表层溜
塌、偏压、高地应力以及季节性松软土,施工风险大、难度
高。
（梁文东 胡佳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