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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办法”其实不“土”
近两年，中铁九局七公司相继出台了十余个富有特色
的管理制度，干部职工们称之为“土办法”，使得公司增收
创效能力不断提升。出台的《工程项目承包管理办法》，对
年度和全周期经济指标进行考核。出台的《内部资金有偿
使用实施细则》，提高了资金使用率。出台的《项目责任设
备管理办法》，强化了机械设备管理。出台的《数字预兑现
管理办法》，实现了兑现的公平性、可视性。出台的《债权
有偿清欠制度》，缓解了公司资金紧张问题。出台的《机关
考评提高待遇管理办法》，提高了机关对项目的服务质
量。
（梁佳静）

太焦铁路晋中特大桥
高架站首孔站线现浇梁浇筑完成
近日，中铁三局五公司承建的太焦铁路晋中特大桥高
架站首孔站线现浇梁顺利浇筑完成。晋中特大桥高架站
站线现浇梁设计总数 43 孔，梁长 32.7 米。自 6 月末现浇梁
施工以来，太焦项目针对晋中特大桥高架站现浇梁临近既
有线施工容易出现的问题，制定了施工专项方案和关键环
节应急预案，严格落实质量安全红线管控措施，把危险指
数降到最低。项目经理曹凯亮、党工委书记杨成林等党政
领导现场值班靠前指挥，技术人员全程跟踪监控，为首孔
现浇梁顺利完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罗志杰 李志勇）

中铁九局香湖二期党支部
抓好“三会一课”提升组织建设
“三会一课”制度是党支部组织建设的核心。中铁九
局四公司香湖二期党支部通过公司党委“三级动态”检查
后，从“三会一课”制度入手，从严从实从细抓好。一是加
强“三会一课”的政治性，突出在政治引导方面的组织力。
二是加强“三会一课”的原则性，保证在严格纪律和规矩方
面的组织力。三是加强“三会一课”的严肃性。香湖二期
党支部召开会议时设立了专门“迟到席”，让迟到的党员在
“红脸”
中严明了会议的纪律性、严肃性。
(何璐岐)

中铁五局磨万项目部持续 18 小时奋战
抢通老挝“国际公路”受赞扬
7 月 20 日晚，老挝北部琅南塔省遭暴雨袭击，肆虐的
洪水将位于琅南塔省南塔县丁多村的一座桥梁桥台冲垮，
导致 13 号公路中断，车辆和行人只能隔岸相望，无法跨
越。21 日清晨 7 点，一支由中铁五局二公司磨万项目部多
名管理骨干组成的抢险救援突击队，迅速抵达救援现场，
经过 18 小时的持续抢修，当地时间 7 月 22 日晚 23 点 30
分，被洪水冲毁的老挝 13 号“国际公路”成功恢复通行，得
到了老挝琅南塔省交通厅的高度赞扬。 (谢永彬 胡凯)

中铁五局济青高铁有砟铺轨创新纪录
中建钢构华南大区海南经理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提升党性·助推转型
近日，中建钢构华南大区海南经理部组织红七月活动
学习琼崖一大精神。中共琼崖一大旧址是邱氏祖宅，是海
南重要近现代革命史迹，记录着十分珍贵的红色记忆经典
和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成为琼崖革命史上一座丰碑。中
建钢构华南大区海南经理部将秉承先辈艰苦奋斗的精神，
继续发扬铁骨仁心企业精神，为公司的发展奉献力量，为
公司的升级转型献计献策，钢构人将撑起广阔臂膀建设祖
国宏伟蓝图。
（何小伟）

中铁五局四公司郑州地铁太白路站
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近日，由中铁五局四公司施工的郑州地铁 4 号线 09 标
太白路车站主体结构顺利封顶，比业主节点工期目标提前
12 天，
成为全线首家完成两个车站主体结构封顶单位。太
白路车站位于郑尉路与南三环交叉口，沿郑尉路横跨路口
南北向设置，该站为地下两层岛式站台车站。施工过程
中，面对诸多困难，项目部不懈攻坚，保证主体工程施工的
高效、安全、优质，兑现了节点工期目标，为后续施工创造
了条件。
（于法龙 廖周锡）

泰国国家铁路公司一行到中铁五局
京张三标八达岭长城站观摩交流
近日，泰国国家铁路公司、泰国国家公路局、泰国交通
政策规划管理办公室一行 20 人到中铁五局承建的八达岭
长城站观摩交流。泰国国家铁路公司一行 20 人在调度室
听取京张全线重难点工程的详细介绍。随后，项目总工程
师陪同来访者到深埋地下 102 米的长城站，总工向泰国友
人从车站的结构、建设车站采用的工艺工装进行详细的讲
解，
得到泰方友人的不住称赞。
（于法龙 边泽征）

中铁电气化局南龙铁路
全面启动静态验收工作
近日，随着南龙铁路通信工程静态验收启动会的召
开，标志着由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承建的南龙铁路站“四
电”工程静态验收工作拉开序幕。南龙“四电”工程自开
工以来，面对气候湿热、站前滞后、交叉施工等多种不利
因素，南龙项目部调集精兵强将，不断优化施工方案，以
首件、样板工程引路，全面落实安全、质量、进度、效益、信
誉“五位一体”的管理要求，确保按期完成各项施工任
务。
（姚璐）

近日，在济青高铁铺轨施工中，中铁五局六公司作业
人员 10 小时铺设有砟长轨 6 公里，创造了有砟铺轨的最新
纪录，展示了“铺架王牌军”的实力。为确保有砟段铺轨的
顺利进行，全体参建人员秉承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铺架
王牌军”精神，管理上重心下沉，领导班子及相关负责人迎
难而上、靠前指挥；技术上不断细化、优化、深化施组，确保
各项工作按计划有序开展，同时通过引进目前国内最先进
的 CL-500 型履带式长轨直铺牵引车，解决有砟道床曲线
较多、半径较小等问题。
（谢永彬 蒋方槐 袁仁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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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Life 主办“里奥哈·时光”主题活动
日前，海尔金控子公司 Air Cooking 的全新餐饮品牌
AC Life，在北京蓝色港湾举办“里奥哈·时光”主题活动，
这是继 AC life 3 月地中海美食之旅之“西班牙站”启动以
来的第三次活动，AC Life 亦成为国内首家店内在售西班
牙产品皆通过西班牙大使馆官方品质认证的餐厅。据悉，
AC Life 的生态战略体系将有 AC Life 体验店、AC 标准联
盟及 AC 生态战略基金这三大部分，以先进的平台模式整
合零售、餐饮、培训等行业优质资源，架构海尔全球品牌与
用户亲密接触的生活界面。

“紧急救护、健康知识”讲座
在中铁二十局佛莞城际项目举行
近日，由广东省科普健康服务中心主办的“紧急救护、
健康知识”普及宣传讲座在中铁二十局佛莞城际项目部会
议室举行，使 70 多名职工和一线作业人员初步掌握意外
事故的紧急救护常识、先进的基本救护理念与技能。讲座
中，主讲李凤旭老师通过多种形式，对突发事故紧急救护
和职业病防治等多个方面做了讲解。同时，根据佛莞城际
项目作业环境的特殊性，重点介绍了突发事件的应急处
理、自然灾害的求生知识等。
（杨浩 张勇）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
喜获 2018 年贵州省职业技能大赛奖项
近日，贵州省人社厅与中铁五局在贵阳局培训中心联
合举办 2018 年工程测量、
PPT 设计与制作员工技能大赛，
16
支代表队 48 名选手参加了 PPT 设计与制作比赛。最终，
中
铁五局机械化公司荣获 PPT 设计与制作员工技能大赛“团
体一等奖”
，
青年选手李湘章、
李典科包揽 PPT 技能大赛冠、
亚军，
并作为获奖的前 5 名代表，
荣获中铁五局岗位标兵和
中铁五局青年岗位标兵荣誉称号。公司人资部和团委带
队，
还赢得本次大赛
“优秀组织奖”
。
（李湘章）

中铁五局叙大铁路轨道工程全线贯通
近日，在叙大线大村站，中铁五局六公司叙大铁路项
目部铺架作业人员操作着铺轨机将最后一组轨排稳稳地
吊放在路基上，标志着新建叙大铁路轨道工程胜利贯通。
叙大铁路全长 85 公里，其中隧道近 52 公里、桥梁近 15 公
里，桥隧比接近 80%，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为了确保
叙大铁路铺架施工顺利贯通，项目部克服诸多不利因素，
主动出击，有效的推进铺架进度。同时，充分发挥党员先
锋队、青年突击队的模范带头作用，开展劳动竞赛活动，掀
起大干热潮。
（谢永彬 蒋方槐 周宁）

西安科技大学师生参观考察
中铁五局长沙地铁 5 号线项目部
近日，西安科技大学师生一行参观考察中铁五局电务
城通公司长沙地铁 5 号线项目部，并为西安科技大学大学
生社会实践基地授牌。西安科技大学师生一行首先参观
了项目部驻地，在项目部会议室组织了一场座谈会。项目
常务副经理任飞详细介绍了项目基本概括，并安排专人图
文并茂阐述了盾构施工工艺，播放了盾构施工动画。随
后，师生一行参观了盾构施工现场，进一步加深了对盾构
施工技术的了解和感受了中铁五局企业文化。另一方面，
通过现场与工人们的交流，师生们切身体会到了地铁修建
的不易和一线工作人员的辛苦。
（符毅）

中铁二局城通公司
2018 届新员工培训呈现新亮点
近日，中铁二局城通公司 2018 届新员工入职培训班
正式开班，来自各高校的 90 名新员工参加培训。在为期
七天的培训中，城通公司组织新员工系统学习了公司的发
展历史及企业文化、人才理念及培养计划，帮助大家尽快
融入大家庭。此次培训，公司人力部在多个方面加强策划
布置，力求实现良好效果：一是理性分班，锻炼团队合力。
二是严格考核，注重过程管理，将日常考勤等纳入统筹评
价。三是调动课堂氛围，增加互动交流及沟通频次。期
间，
公司还安排了团队素质拓展训练等。
（刘康宁）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在 2018 年度
中施协 QC 成果发布会上再创新绩
近日，2018 年度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代表会议在厦
门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工程建设企业的 869 个 QC 小组共
1500 多名企业代表参会。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滨江新区
金雁 QC 小组发布的《降低水下灌注桩混凝土超方率》成
果，荣获 2018 年度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一等奖，也
是公司连续第三年夺得该奖。会上 ，中施协授予公司
“2018 年度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优秀企业”荣誉称
号，
这是公司首次获得该大奖。
（李湘章）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
一级建造师培训班开班
为满足项目经理持证上岗的要求，储备、培养后备项
目经理，提高员工参加一级建造师考试的通过率，7 月 10
日，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 2018 年度一级建造师考前培训
班于衡阳机关正式开班。此次报名参训人数达到 150 余
人，员工积极性非常高。虽正值施工繁忙期，但公司各单
位大力支持本次培训，对个别因特殊情况未能参培的员
工，讲课内容共享至 QQ 群分享，以便工作之余认真学习
备考。
（李湘章 杨欢）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西察项目
成功举办试验室标准化建设观摩会
7 月 12 日，青海中铁西察公路项目公司和西察公路
XC-1 标全线四家参建单位共 40 余人到中铁五局机械化
公司西察项目开展试验室标准化学习观摩活动。自项目
公司于 6 月中旬召开施工推进会以来，公司西察项目按照
工程项目“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要求开展工区试验室
建设。试验室设备仪器、检测人员配置齐备，内业资料完
整，获得了项目公司领导、参建单位人员的一致好评。观
摩结束后，在项目会议室召开了全线“表土资源保护暨试
验室标准化建设”观摩总结会。
（李湘章 汤志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