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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一线职工 建设幸福项目
——中铁四局市政公司池州海绵城市幸福项目部建设纪实
王新华

中铁四局池州海绵城市棚改
基础设施 PPP 项目是全国首批海
绵城市建设试点工程。由中铁四
局市政公司指挥管理并主要承
建。该项目参建职工 118 人，自
2016 年底进场以来，
在短短的 1 年
多时间，
完成产值 7.6 亿元，
工程施
工进度、安全、质量、效益、环保及
员工风貌等方面，
均得到地方政府
和市民的一致称赞。项目部先后
获得安徽省“幸福家园”、安徽省
“职工书屋示范点”、安徽省“工人
先锋号”等省部级荣誉，获得中铁
四局“先进单位”、劳动竞赛“优胜
单位”
“
、思想政治先进示范点”
“
、三
工建设先进单位”、
“ 示范道德讲
堂”等企业内部荣誉，项目部还获
得池州市劳动竞赛先进集体，
项目
负责人荣获
“池州市2017年度五一
劳动奖章”。在成绩取得的背后，
不能忽视的是工程建设中，
市政公
司工会对一线建设者的全方位关
爱以及幸福项目部创建对工程建
设所发挥的巨大推动作用。
一、提高生活标准，员工精神
面貌焕然一新。市政公司工会对
项目驻地建设、职工食堂、宿舍、
公共设施建设等进行全方位的指
导和规划，确保一线职工吃好睡
好，有充沛的精力投身到项目的
日常建设中。项目伙委会会议按

期召开，集思广益，努力提高伙食
供应质量，丰富菜品菜式。项目
在标准化宿舍及物品配备、夫妻
房设立、空气能热水器购置、阳光
晾衣棚设置等方面从细节入手，
全面落实人性化管理。项目开辟
了专门的健身区域，配备了单双
杠等健身器材。在良好的工作生
活条件和“快乐工作、健康生活”
的正确理念下，员工的精神面貌
焕然一新，
“三工建设”的高标准、
高质量开展换来了职工干事创业
的满腔热情。
二、打造花园驻地，员工工作
心情舒适愉悦。一直以来，
建筑工
地在人们印象中都是工作环境较
差和条件艰苦之处。为切实提高
基层员工幸福感，
池州项目部进场
以来，按照公司工会创建“幸福之
家”的具体要求，在驻地规划方面
下足功夫，
本着
“最少硬化、
最多绿
化”
的思路，
场地绿化率达到 70%，
项目部院内共栽种红花玉兰、桂
花、高杆月季等各类花木共 80 余
棵，
目之所及，
除人行通道，
其余空
地全被绿化，整个驻地一片葱郁，
走在项目部的道路上，绿树成荫，
翠竹映目。
三、落实民主管理，员工主人
地位更加凸显。池州项目工会在
公司工会指导和支持下，
不断加强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落实职工群众
知 情 权 、参 与 权 、表 达 权 和 监 督

“工银瑞信医药健康”正在热销中
据了解，工银瑞信投研团队负责人赵蓓拥有药学和
金融学复合背景，有着 10 年的证券从业经验；谭冬寒拥
有临床医学博士学位，有着 7 年证券从业经验。工银瑞
信正在发行一只医药主题新基金——工银医药健康股
票基金，正是由赵蓓与谭冬寒合管，两位基金经理擅长
把握医药行业行情，过往产品收益领先同类基金。关注
医药健康领域长期投资机会并具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
力的投资者，可根据适合自身风险收益偏好构建投资组
合。

中铁四局五公司“超级优质工程”
获中外媒体连续报道称赞
近日，中铁四局五公司参建的首个多项“超级优质
工程”获中外媒体连续报道称赞。央视财经报道的“厉
害了我的国——中国速度”，9 小时建成一座火车站，引
国内外媒体关注；新华社报道的江湛铁路两公里全封闭
声屏障守护“小鸟天堂”安宁；
《经济日报》报道的中老铁
路元江特大桥开始架梁，该桥位于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哈
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是中老铁路全线重点控制性工
程，
首创世界同类铁路桥梁建设之最。
（陈国平）

海淀工商率先启用
智能取号、自助填表系统
日前，北京海淀工商分局创新性地将人脸识别技术
与排队取号系统相结合，推出应用人脸识别智能取号、
自助填表系统，实现“刷脸”取号，在北京市属于首创。
此外，海淀工商还首先尝试开展企业档案“容 e 查”服务，
拓宽企业档案查询渠道，在全市率先推行为企业提供带
有签章和防伪水印的电子档案查询、拷贝服务。这些举
措不仅使得企业档案查询业务更加智能化、高效化、精
细化、便捷化，
还有效降低了社会成本与行政成本。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权。项目工会规范厂务公开内容，
严格厂务公开程序，
一年半以来共
通过厂务公开栏、职工大会、项目
QQ 群等方式公开职工最关心的问
题、涉及切身利益的问题、体现职
工民主权利的问题等共127次。项
目工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通
过职工大会渠道，
切实解决员工实
在问题。项目工会全力保障员工
基本权益，
在工资薪酬、
休息休假、
职业健康等方面不折不扣履行集
体合同内容，
提升员工公平感和满
意度，
拓宽了员工参与项目管理决
策的渠道。
四、开展劳动竞赛，员工争先
意志更加坚定。公司工会及项目
工会组织把深化劳动竞赛作为服
务企业中心工作的突破口、着力
点，在积极开展“四保一争”
“大干
120 天”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竞赛的
同时，
要求项目积极参与工程所在
地组织的劳动竞赛，
为创优夺杯提
供助力。在竞赛过程中，
项目工会
通过下发宣传动员文件，
层层分解
任务，制订奖罚措施，持续跟踪落
实，确保活动取得实效。2016 年 6
月，项目党工委联合池州市总工
会、团市委、市建委等单位共同开
展的“高扬党旗 建功池州”党建主
题活动暨“争当主力军 建功在池
州”
劳动竞赛活动在项目长江南路
现场举行，池州工会副主席、团市
委书记、
市建设建材工会主席等领

领导深入一线送清凉
导为参战将士授旗，
极大激发了工
程参建人员斗志，
为项目快速良好
推进提供了保障。
五、组织文娱活动，员工文化
生活缤纷多彩。在加大投入，
为员
工创造良好办公生活环境的同时，
项目部积极关注工地文化建设情
况，建立了职工书屋，通过公司工
会发放、
地方工会捐助等方式配备
了 300 余册各类图书，鼓励职工在
业 余 时 间 通 过 阅 读 为 自 身“ 充
电”
。项目工会利用节假日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激起广大员工
的参与热情，利用暑假组织“中铁
海绵宝宝”
反探亲夏令营提升员工
的归属感。公司工会先后将首届
“幸福杯”三人篮球赛和“爱在池
州·情牵市政”
520 集体婚礼两次大
型公司级活动放在了池州项目现
场，
活动在当地和行业内都引起了
重大反响，
大力宣传了属于筑路人
的独特的工地文化，
全面提升职工
身在企业的幸福感。
六、用心传递关爱，员工感恩

第五届汽车（房车）露营大会11月芜湖举办
7 月 12 日上午，第五届中国汽车(房车)露营大会在安徽芜
湖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称，
本届大会将于 2018 年 11 月 2 日
—5 日在安徽省芜湖市举办。本届大会由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
联合会、安徽省体育局、安徽省旅游发展委员会、芜湖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届时，将有数百家汽车房车和露营装备制造相关
企业、30 个自驾车俱乐部和 150 辆新款房车亮相本届盛会。
在本次发布会上，与会领导为我国首位奥运金牌获得者许
海峰和全运会、亚洲锦标赛女子撑竿跳冠军吴莎颁发了中国第
五届汽车（房车）露营大会形象大使证书。这两名优秀的运动员
均是安徽芜湖籍。发布会还公布了吉祥物
“乐途”
和大会口号。
本届大会以“露营天下、芜湖为家”为主题，将围绕“展、论、
签、评、游、赛、进”七大亮点板块，重点推出极具芜湖特色的大
会开幕式、汽车（房车）及露营装备展览、星级营地展示、产业发
展论坛、2018 全国汽车自驾营地攻防箭大赛、芜湖景区房车自
驾游、奥运冠军体育明星基层行和青少年笼式足球、车辆模型
比赛等系列活动。
本届露营大会的举办地芜湖，
经济总量连续 10 年稳居全省
第二。2018 年 6 月入选中国社科院评选的改革开放 40 年最成功
城市之一。诞生于该市的奇瑞汽车，
已连续 15 年占据自主品牌
乘用车出口量全国第一，
在全球拥有 600 万用户，
目前已与世界
最大的商用车改装公司美国 REV 公司签约，
计划在芜湖打造中
国最大的房车生产基地。其旗下途居露营地投资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作为中国房车露营概念第一股，已成为国内最大规模的汽
车露营地运营商。目前已有自营营地 7 个，加盟营地 47 个。未
来 5 年还将在全国建设约 30 家直营营地，
300 个加盟露营地。
芜湖全民健身氛围浓厚，正在加快推进健身休闲产业发
展，目前全市体育产业上市公司已有 3 家，力争到 2025 年健身
休闲产业总规模超过 130 亿元。
（张晓梅 吴明）

遗失声明
北京世纪瑞源企业管理咨询中心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许可证号：J10000 3790 1301；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
账号：
75070188000026274，
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世纪瑞源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2018 年 7 月 17 日

企业珍惜工作。公司工会组织成
立慰问领导小组，把开展“冬送温
暖、夏送清凉”活动作为关爱员工
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池州项目
工会自成立以来，
共开展
“送清凉、
送温暖”
慰问活动 8 次，
慰问管理人
员 和 协 作 队 伍 员 工 人 次 2000 余
人。公司工会切实履行“三不让”
承诺，
要求项目工会对困难职工家
庭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摸底，
对特重
困职工、
病伤职工等进行了重点慰
问。在中高考结束后大力宣传和
开展
“金秋助学”
活动，
力求让成绩
优良的职工子女能够圆梦学业。
项目工会规范劳保用品发放，
组织
员工按时体检，保障员工职业健
康。种种举措让职工感受到企业
关怀，感恩之情化为回报企业之
心。
在工会组织的关心服务下，
项
目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被极大地调
动起来，努力工作，回报企业成为
员工的自觉行动，
为重点工程的建
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

雅万高铁“第一台”
在中铁四局雅万工地浇筑完成
印度尼西亚当地时间 7 月 4 日凌晨 6 点，由中铁四
局雅万高铁项目（一公司）承建的 DIK 1203 特大桥首
个承台浇筑完成，成为雅万高铁全线“第一台”，拉开了
雅万高铁施工的序幕。雅万高铁是中国高铁全方位整
体走出去第一单。雅万高铁建成通车后，雅加达至万
隆的车程将由现在的 3 个多小时缩短至 40 分钟。雅万
高铁全长 142 公里，最高设计时速 350 公里。截至目
前，该项目部已完成主体工程桩基 36 根，试验桩基 11
根。
(李利 唐雨卉）

广西建工四建九分公司党总支
开展主题党日系列活动
6 月 30 日至 7 月 1 日，广西建工四建九分公司党总支
开展主题党日系列活动，30 名党员赶赴百色起义纪念
碑、百色起义纪念馆、百色全国廉政教育基地、粤东会馆
等进行参观学习。活动期间，九分公司党总支的党员们
徒步重走邓小平足迹之旅，大家重温了入党誓词，敬献
了花圈，了解了党在百色起义时期的战略方针及主要政
策。
（何旭）

博世试车场二期附加工程
BMT2 道路主体工程完工
近日，随着沥青面层施工结束，标志着由中铁四局
一公司施工的博世试车场二期附加工程 BMT2 道路主
体工程完工。博世试车场 BMT2 的道路工程位于江苏
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城西，工程总占地约 1.4 平方公里，线
路总长 1857.96m，包含加速路和测试区、回场路、连接路
三条道路，测试区内设 4 条测试道，分别为特殊路面铸
石路、瓷砖路以及 2 条沥青路。沥青路面摊铺对于道路
平整度要求极高，要求达到 4m 直尺测量小于 2mm 误
差，是本工程质量控制的核心。本次摊铺各道工序精心
施作，确保了路面各层次的摊铺精度和平整度。
（周安妮 杨方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