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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九局首个援外项目通过竣工验收
6 月 4 日至 11 日，由中铁九局承建的援马里职业技术
培训中心项目接受了为期 8 天的终期验收，顺利通过由中
国商务部委托的第三方“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专
家组的验收，评定为合格标准。援马里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项目是中国政府帮助马里改善人才培养及基础设施建设，
受马方政府高度关注的重要民生工程。该工程总建筑面
积约 5498.95 平方米，主要包括教室、实习车间、行政办公
楼、运动场地、厨房、餐厅及变电室等。工程 2016 年 9 月 16
日中标；9 月 29 日第一批人员进驻现场；12 月 18 日正式开
工。此工程是中铁九局第一个援外工程项目，时间紧、任
务重、标准高、意义大。
（李浩源）

中铁九局西南分公司内江项目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为全面展示企业形象，中铁九局西南分公司内江师范
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部提高安全文明管理水平，抓好安全
施工，提高经济效益，多举措，争创四川省安标工地。一是
组织人员观摩已获得安标工地的工程项目，收集相关资
料、规定、管理办法及法规，制定《安全标准化工地实施方
案》，统一思路，统一标准。二是工地建设过程中，严格执
行方案，抓好安全文明施工，每个阶段按安标工地评选标
准和相关要求严格自查、自评、打分，并由内江市建设工程
施工安全监督站验收。
（董伟 李莹）

成昆铁路峨米段 12 标
最长特大桥下部结构完工
6 月 30 日 17 时 20 分，由中国中铁九局集团第五工程
有限公司承建的成昆铁路峨米段 12 标佑君双线特大桥 68
号墩顺利浇筑完成，标志着该桥下部结构全部结束。该桥
于 2016 年 6 月 19 日顺利浇筑了全线第一根钻孔桩，2017
年 6 月 7 日完成了成昆铁路峨眉至米易段第一座钢桁梁的
架设，为后续工程的全面冲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铁
九局五公司成昆项目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下，克服困难、
科学布局、精心组织，历经两年艰苦奋战，终于保质保量提
前完成该桥下部工程，比建设单位排摆的架梁工期提前了
8 个月。
（李帅）

中铁五局成功完成靖神铁路首架
6 月 25 日 9 时 58 分，中铁五局六公司靖神项目部作业
人员操作着 JQT180 型架桥机将一片 32 米长，150 吨重的
预应力混凝土 T 梁稳稳落在靖神铁路秃尾河大桥的桥墩
上，标志着六公司在靖神铁路率先完成首片 T 梁的架设任
务，施工进度领先全线。靖神铁路是陕西省重点基础设施
项目，投资估算为 193.66 亿元，项目工程正线全长 232.7 公
里，起于神木县锦界镇，在靖边县杨桥畔镇与蒙华铁路接
轨。该铁路建成后，对强化北煤南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促进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谢永彬 蒋方槐 刘雨杰）

中铁五局象岭停车场
顺利实现“三权”移交
6 月 22 日 16 时，
中铁五局向广州地铁集团移交广州地
铁 21 号线象岭停车场指挥权、使用权和管理权的“三权”
移交仪式在象岭停车场项目运用库内举行，标志着由中铁
五局六公司承建的象岭停车场正式由建设转向运营阶
段。象岭停车场于 2013 年 12 月进场建设，中铁五局六公
司主动响应地铁公司“阳光地铁，和谐共建”号召，以“干
净、整洁、平安、有序”八字方针为指导，建立绿色施工管理
体系，项目坚持“标准引路，样板先行”，确保了工程建设的
有序推进。连续两年荣获省十项工程劳动竞赛广州轨道
交通工程赛区“优秀施工项目部”和中国中铁“节能减排标
准化工地”
荣誉。
（谢永彬 蒋方槐 蔡巧峰）

南昌地铁机电一车间二班组
创建企业示范典型
南昌地铁机电一车间二班组自 2015 年 10 月创建以
来，服务于一号线的八一馆站至卫东站，共 19 人平均年龄
24 岁，历时二年自创三十一万余字组员应知应会手册，故
障案例汇编等内容，先后获得 2016 年南昌地铁最美服务
站点，2017 年南昌地铁铁军示范岗、三会一课阵地前移荣
誉会址等荣誉，本着“弘毅拓业，和同共进”的企业精神，兢
兢业业奋斗在机电检修一线上。他们是最具有朝气的年
轻人，
做“运营最安全”的铁军标杆。
（余俊杰）

回到原点，保险经纪才有春天
前中美大都会董事总经理、香港众智亚洲公司董事长
齐莱平于 7 月 1 日在西安参加了享安经纪传习书院揭牌仪
式并受聘成为享安经纪传习书院的客座教授。在此次活
动中齐莱平对中国保险经纪未来的发展谈了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对比整个保险行业以及国外发达国家的情况
来看,未来的保险经纪如果想要获得良性、健康、快速的发
展离不开以客户为尊、以专业为本这两个方面。
用精英化的培训打造出一批全能的精英型经纪人；用
专业去为客户服务，成为真正的、为客户着想和考虑的风
险咨询管理者，这才是保险经纪行业应有的趋势。虽然这
需要一些时间的沉淀和打磨，但是这条路才是保险经纪之
路的正确方向。
享安经纪全力打造的以“全人”和“极致服务”为核心
的精英培养系统——传习书院就是为了培养现今民众所
真正需要的全能型风险咨询管理顾问。
保险经纪的立场在于客户，保险经纪存在的价值在于
服务。
在《保险法》中规定：
“保险经纪人是基于投保人的利
益，为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中介服务，并依
法收取佣金的单位。
”
就像齐莱平教授说的那样，保险经纪公司只有回到原
点才会迎来明媚的春天。

中铁五局召开纪念建党 97 周年活动
6 月 28 日上午，中铁五局纪念建党 97 周年暨“一先两
优”表彰会在长沙召开。表彰会向奋战在全局各个工作岗
位上的全体党员和为五局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的离退休
党员表达了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向获得表彰的先
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表示热烈
祝贺，并号召全局广大党员学习他们良好的政治品质、精
神风貌、高尚情操和优良作风。会议回顾了中国共产党 97
年的发展历史，指出全面实现建成中国中铁领军企业目
标，全局广大党员必须要传承红船精神，攻坚克难、迎难而
上、
奋发有为，
坚定不移地向着目标冲刺。（谢永彬 薛超）

中铁九局七公司大张高铁施工收官
6 月 27 日，随着最后一道伸缩缝施工结束，预示着中
铁九局七公司大张项目全线线下工程全部达到验收条件，
并提前 3 天完成业主下达的节点工期，为九局在大西线业
主质量信誉评价取得优异的成绩打下坚实基础。为了保
证工程管理、质量和进度，项目部提前谋划，制定了周密的
施工方案，项目全员统一听从指挥，管理有条不紊，昼夜奋
战，共完成路基 7.9km，桥梁交验 3.82km，预示着工程项目
收尾工作全面展开。
（梁佳静）

中铁五局 TJ165 架桥机顺利发运

新建南平至龙岩铁路
扩能改造工程铺轨胜利贯通

日前，
随着牵引机车的一声长笛，
中铁五局六公司调拨
到敦格铁路项目使用的 TJ165 型铁路架桥机从武昌北站缓
缓启动，
TJ165 架桥机顺利发运为敦格项目按期架梁打下坚
实的基础。据悉，本次 TJ165 架桥机通过铁路过轨运输从
武昌北站挂运发出终到德令哈站，
途经武汉、
郑州、
西安、
兰
州、青藏等铁路公司，行程达 2000 公里。为保证此次架桥
机的顺利发运，公司严格按照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铁路架
桥机、
铺轨机组过轨运输相关要求，
派专人对架桥机的机臂
转向架进行了探伤检测并在广铁集团公司进行了注册和公
布，同时严格按照装载加固方案对架桥机组进行了装载加
固，
顺利通过了武汉东站的验收。
（谢永彬 蒋方槐）

6 月 30 日 20 时 28 分，随着中铁五局南龙铁路 NLZQ3 标项目部铺架作业队将全线最后一组轨排顺利铺设在新
建南平至龙岩铁路扩能改造工程莘口隧道线路上，标志着
南龙铁路轨道工程全线双线胜利贯通，为南龙铁路实现年
内开通运营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南龙铁路是进一步
完善福建区域路网布局，改善闽西北地区铁路交通条件，
促进沿线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幸福线。开通后，将与向
莆、杭深、龙厦铁路一起形成高等级快速铁路环状通道，与
赣瑞龙、合福、向莆铁路直接相连极大优化路网结构，沿线
南平、三明、龙岩三市乃至福建全省人民对南龙铁路开通
热切期盼、翘首以待。
（谢永彬 蒋方槐）

中铁五局践行央企责任抗洪救灾

金台铁路举行联建共创誓师大会

6 月 25—27 日，
济南地区遭遇特大暴雨，
中铁五局济南
地铁 R3 线四标践行央企责任，
迅速启动防洪应急预案调动
人员和机械设备对历城区西周家庄当地社区、居民住宅疏
通排水，加固挡水墙，设置防汛警戒线，经过昼夜奋战，险
情转危为安。济南地铁 R3 线四标项目通过为当地居民抗
洪抢险援助，帮助社区疏通积水道路等公益行为，营造了
施工范围内与地方关系的和谐融洽氛围，践行了央企社会
责任，
共建人文关怀，
传递爱心温度。 （谢永彬 柴用生）

7 月 4 日，在中铁二局金台铁路 4 标田市车站制梁场举
行了“党建+铁路示范线”联建共创誓师大会。据悉，金台
铁路是浙江省第一条自主建设的电气化铁路，也是浙江铁
路网“两纵、五横、两放射”格局中的“五横”之一，建成后对
进一步释放区域经济活力，促进浙江省改革发展具有深远
意义。中铁二局金台铁路 4 标工程现已进入全面攻坚阶
段，参建员工将高举“开路先锋”大旗，以“党建+铁路示范
线”为抓手，发挥基层党组织强服务、攻难题、提质量、保安
全的战斗堡垒作用，安全、优质、高效地把金台铁路打造成
示范线、精品线、样板线。
（蔡坤 高丰产）

中铁五局盼盼路项目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6 月 30 日上午，中铁五局长沙盼盼路项目组织全体党
员、入党积极分子、外聘党员等 22 人，赴任弼时、杨开慧故
居开展“不忘初心，缅怀先烈，砥砺前行”支部主题党日活
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97 周年。革命先烈崇高的思想
品格和道德情操，以及对党和人民、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的坚定信仰，深深地震撼着大家的心灵。党员同志们一致
表示要以任弼时、杨开慧同志为楷模和榜样，发扬党的优
良传统和作风，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把爱国爱
党之情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去，牢记宗旨，忠诚履职，真正做
一个“忠诚、干净、担当”的合格党员。 （谢永彬 秦佑其）

中铁五局银西项目创下架梁新纪录
日前，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银西项目比计划时间提前
1 天，顺利完成管段内第三作业队全部架梁任务。自 5 月
14 日架设首榀梁至今，累计已完成架梁 117 榀。除去架梁
机转场等时间，有效工作日架梁速度达到 5 榀，日均架梁 4
榀，创下了中铁五局银西 7 标架梁新速度纪录。高责任心
精心打造的“架梁绿色通道”，成就了银西铁路 7 标架梁新
速度，为确保预计于 2018 年 9 月底完成全部设计 336 榀梁
的架设、实现架梁整体工期提供了坚强保障。随着架梁工
作的不断推进，项目部后序施工桥面系及其它附属工程亦
同步展开、步步紧跟，并严格按照铁路静态验收标准，高质
量、严要求施工，以确保项目保质如期全面完成各项任
务。
（谢永彬 刘淑娟）

沪昆客专贵州公司
观摩中铁三局贵南项目
7 月 2 日下午，沪昆客专贵州公司组织全线参建施工、
监理单位领导莅临中铁三局贵南项目现场观摩。沪昆客
专贵州公司副总经理李建业、都匀指挥部指挥长许为农参
加了观摩，对“实景、实物、实作、实训”的做法给予高度评
价。要求各参建单位认真学习，加强现场工程实体质量控
制，真正实现工法定工装、工装保工艺、工艺保质量的管理
目标。
《经济日报》、贵州广播电视台、黔南电视台、都匀电
视台、
《贵州日报》、
《黔南日报》和七彩贵州等媒体记者对
现场观摩进行了采访报道。 （罗亚惠 宋爱虎 李志勇）

贵南高铁 9 标项目经理部
开展三级培训教育工作
截至 6 月 30 日，中铁广州工程局贵南高铁 GNZQ-9 标
项目经理部对新入场劳务工及员工 362 人开展了三级培
训教育，共计培训了 30 次。三级培训的主要内容有安全
生产基本知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劳动纪律、作业场所和
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及事故应急措施等，
并运用一些活生生的例子来说明安全的重要性。通过三
级安全培训教育，使劳务工及员工们进一步树立了“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和“安全生产、人人有责”的思
想意识。
（杨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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