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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州区入选中德生态示范城市
7 月 28 日，由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德国能源署、中
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主办，天津蓟州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承办的“天津市蓟州区中德生态城市国际论坛”举行。日
前，在苏州举办的“第十三届城市发展与规划国际大会”
上，住建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
和德国能源署署长库尔曼正式授牌天津市蓟州区为第三
批“中德生态示范城市”。未来，蓟州城市发展将在生态环
境保护、超低能耗建筑、绿色交通、低碳示范社区、清洁能
源利用等方面开展试点，
推动低碳生态城市发展。

商务世界·2018 中国商务服务大会
暨展览会在京举办
8 月 1 日，商务世界·2018 中国商务服务大会暨展览会
在北京举行。本届大会由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中国
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共同发起指导，由世界商务服务联盟集
团发起主办，中国商务服务联盟、北京海豚邦互联网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中企链国际会展有限公司承办运
营。据悉，本届商务服务大会暨展览会以“商务服务”为中
心，以“让商务连通世界”为理念，以“诚信兴商·生态共享”
为主题。依托政府、企业、联盟三大载体，全面推动新商
务、新服务、新社群、新物种四种全面商务服务发展模式，
是国内首个商务服务行业盛会。

2018 世界集成电路大会
将在北京亦庄举办
7 月 30 日上午，2018 世界集成电路大会在京启动。据
悉，大会将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链协同发展”为主题，于
10 月 22 日—24 日在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届时将
举办近 20 场学术会议和包含 11 大专业特展的博览会。据
介绍，
2018 世界集成电路大会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指导，由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SEMI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华美半
导体协会、北京电子学会、中关村集成电路产业联盟、中关
村材料和零部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北京市电子科技
情报研究所等共同主办，是集成电路产业链成果展示的盛
会和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的交流平台。
（李林玉）

“山西小米”品牌推介活动在京启动
为进一步加强晋京两地粮食产销合作，提升“山西小
米”
品牌影响力，
为首都人民粮食消费提供更加优质丰富健
康的保障，
7 月 31 日，
山西省北京市粮食产销合作推进会暨
“山西小米”品牌推介活动在北京启动。据了解，开拓北京
市场是
“山西小米”
品牌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此次推介活
动，是“山西小米”品牌首次走出山西、走向全国的第一站。
会上，山西、北京有关领导及粮食部门同志、
“山西小米”品
牌企业、
粮食专家等作了精彩推介发言和讲演。（温森特）

狐狸金服宣布深化普惠金融战略
日前，搜狐旗下金融科技集团狐狸金服宣布进一步深
化普惠金融战略，
全面提升小微企业智慧金融服务，
将狐狸
普惠打造成为狐狸金服应对市场新形势、新变化的战略支
点，
提升以科技创新为基础的服务能力，
推进普惠金融战略
实施。狐狸金服还将布局小微企业供应链金融产品，
为供应
链平台的上下游中小微企业提供合理的融资解决方案，
并全
程贯穿尽职调查、风险评估、贷后管理等全生态的风险管
理。除了助力实体经济外，
狐狸金服也在积极推动向银行等
传统金融机构进行科技赋能，
减少欺诈风险，
降低运营成本。

私募行业迅速崛起
乾道集团用七年崭露头角有态度
过去七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入，私募行业迅速
崛起，一批企业逐渐崭露头角，乾道集团便是其中之一。
乾道集团视合规为生命，也用前瞻的视野判断出牌照将是
未来金融监管的重要内容。自集团组建之初，乾道便积极
争取各类金融牌照。目前已具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人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资质，乾道盈泰取得了中国
证监会核发的基金销售牌照，并已成为中国基金业协会会
员单位。同时，乾道极其重视风险控制，并将风险管理职
责嵌入到各类业务和经营管理活动中，有针对性地去处理
和防范不同种类的风险。

上海铁路局检查组
到商合杭五标检查指导无砟轨道施工

资讯 17

中铁广州局深圳公司西咸青创园项目部
以科技创新助力施工生产

7 月 31 日，上海铁路局工务处宋国亮处长等相关领导
莅临中铁隧道局商合杭五标无砟轨道施工现场检查指
导 ，商合杭五标项目部指挥长赵勇等项目领导陪同检
查。检查组一行来到商合杭五标无砟轨道首件工程实体
太和特大桥 35 号墩至 70 号墩之间进行实地检查，现场听
取了商合杭五标项目部无砟轨道施工的汇报，并对无砟
轨道进行了细致的察看。检查组一行对商合杭五标项目
部无砟轨道施工表示满意，对项目的组织能力、施工能力
给予了肯定。
（付旺）

近日，中铁广州局深圳公司西咸青创园项目 QC 小组
荣获全国“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二等奖。短短一
年多时间，该项目已获得国家级 QC 成果 1 项、省级 QC 成
果 7 项，
已申报省部级科研课题 3 项，
局、省部级专利开发 5
项，局、省部级工法 4 项。自开建以来，西咸青创园项目部
不仅解决了关键性技术难题，还创造了效益，助推了施工
生产。截至 6 月底，项目部已累计完成产值 5.3 亿元，实现
了施工生产稳步超前，被业主树立为西咸新区标杆项目、
标准化建设样板和“铁腕治霾”标杆单位，获评了区级“文
明工地”
、陕西省首批“文明工地”等荣誉。
（邓平）

深耕中国餐饮市场
联合利华饮食策划探索服务模式升级

中铁七局电务公司组织系列迎新活动
助力新进青年员工融入企业青春建功

7 月 17 日，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指导，中
国烹饪协会主办，餐饮业食品安全促进中心承办的“2018
年餐饮业质量安全提升工程示范企业遴选工作经验交流
会”在京举行。作为 2018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国家层
面的重点活动之一，示范餐饮企业代表在交流会上分享了
餐饮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和餐饮企业品牌及文化建设的经
验。今年的“餐饮业质量安全提升工程示范企业”遴选工
作从落实餐饮经营主体责任情况、经营管理提升情况、企
业诚信经营情况与企业品牌文化建设情况四个层面进行
整体评估。经历三个多月的遴选工作，連城新天地、西贝、
竹园村、新辣道等十八家企业脱颖而出，获得“餐饮业质量
安全提升工程示范企业”
、
“示范街区”
的称号。 （张宇）

自 7 月 16 日 46 名新进员工报到以来，中铁七局电务
公司本着“凝聚青年 服务大局”的服务宗旨，组织系列活
动助力新进员工尽快地角色转换，融入企业，为电务公司
青春建功。本次新进员工培训为期 7 天，在前 5 天的培训
课程中，电务公司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就企业概况、企业文
化、员工管理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细致全面的讲解交
流。培训课程结束后，公司利用两天时间安排了项目现场
观摩、户外拓展训练等多项丰富多彩的活动。
（陈欣 杨青）

昆明市轨道交通 4 号线鲜花大道站
顺利通过分部工程验收
7 月 27 日，由中铁九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
昆明市轨道交通 4 号线鲜花大道站顺利通过站厅层、站台
层 17-24 轴、1 号风亭组、D 号出入口分部工程验收。经过
各单位认真细致实测实量和抽查工作，并结合预验收的
验收结果，最后评定鲜花大道站分部工程质量达到验收
标准要求，质量评定为合格，验收工作完成，提前完成节
点工期目标，标志着昆明市轨道交通 4 号线全面进入站后
施工阶段。
（李国辉）

中铁九局四公司成兰铁路站房工程
探索“互联网+”助力跑步进场
中铁九局四公司成兰铁路站房工程项目部利用前期
进场阶段积极探索“互联网+”新模式，优化项目管控，助力
工程跑步进场。项目部针对工程开工后人员分散、管理难
度增大的实际，建立了项目部手机 APP“企业微信”移动
化、便捷化办公系统，促进了无纸化办公，节省了办公时
间，降低了管理成本。项目部职工通过登录企业微信 APP
后，通过后台模块预设及管控，实时传送资料，云存储，便
于项目班子及时掌握项目动态，
确保了提质增效。
（刘有）

中铁九局四公司基于 BIM 技术的
钢结构数字化加工通过科技成果评价
7 月 10 日，中铁九局四公司“基于 BIM 技术的钢结构
数字化加工技术的开发与应用”项目，顺利通过中科合创
（北京）科技成果评价中心认证。该项目完成了 TEKLA 软
件与数控软件的数据对接，最终实现了自动套料功能，达
到加工厂自动化生产的目标，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加
工成本。
（刘有）

中铁九局四公司切实提升项目创效能力
今年以来，中铁九局四公司采取多项措施，提升项目
创效能力。一是成立成本测算管控大队，对在建项目开展
全覆盖的督导检查，通过到现场实地检查的方式，深度挖
掘项目在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确保成本全面受控。二
是梳理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建立成本管控问题库，督
导管内项目学习，吸取经验教训，避免同类问题重复出
现。三是召开项目成本管理研讨会，全面总结在项目成本
管控中的先进经验和优秀做法，互相借鉴学习，切实提升
项目成本管理水平。
（刘有）

中铁上海局三公司
建军节慰问退伍军人职工代表
8 月 1 日，中铁上海局三公司召开退伍军人座谈会，慰
问 6 名退伍军人职工代表，
公司执行董事、
党委书记郭喜进，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朱鹏飞，工会主席、副总经理兰宪科
出席座谈会。座谈会上，
大家齐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重温了当年的军旅生活。中铁上海局三公司执行董事、党
委书记郭喜进向大家表达了节日祝福，给大家送上了节日
慰问品，希望大家继续发扬军人品质，干好企业管理工作。
6 名退伍军人职工代表在会上畅聊曾经的部队生活，
并表示
要努力工作为企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曹俊松 郑凯）

中铁四局开展“八一”拥军优属暖心活动
“八一”前夕，中铁四局精心安排把局领导的拥军优属
关怀送到一线在职和离退休复转退伍军人手中。根据局
文件精神及领导指示，及时转发通知各单位，要求精心组
织、落实慰问活动经费。购买慰问品等拥军优属活动，每
人按 200 元标准列支，有条件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提高
优抚标准；该公司盾构分公司结合给员工“送清凉”活动，
认真慰问深圳、武汉和厦门地铁“暖心”活动开展情况，把
每一名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登记情况落到实处。（陈国平）

中铁四局五公司工会“六个到家”落实处
今年以来，中铁四局五公司工会为 70 多个项目专兼
职工会主席量身定做了“六个到家”活动规范。项目工会
主要内容为，逢年过节，心意到家。公司各种节日，采取送
温暖、送慰问活动。结婚生育，祝福到家。员工结婚或生
孩子时，要为员工送上礼品表达祝福之情。退休离岗，关
爱到家。员工退休时，要举办一次座谈会或欢送会，购买
的慰问品送到员工手中。探病助困，慰问到家。员工因病
住院，要购买慰问品进行探望。防寒降暑，保障到家。寒
冬、盛夏来临之际，要积极筹措“防寒”、
“送清凉”资金。文
体娱乐，活动到家。坚持不懈地组织员工开展日常体育活
动，
做到月有安排，
季有比赛。
（陈国平）

中铁五局二公司浦梅项目
打造青年人才成长摇篮
中铁五局二公司浦梅项目管段全长 35.347 公里，合同
价 11.31 亿元，是具有隧道、桥梁等工程的综合性铁路项
目。项目部从“育德，育心，育才”出发，多举措培养了一批
青年人才。项目部在对青年职工专业技能的培养方面下
足了功夫。每个季度与导师一起开展见习生培养工作分
析会，让见习生在掌握一定技能的基础上，逐步学习培训
锻炼其他方面内容，力争在见习阶段将所有能够接触到的
工作，
进行全盘了解和学习。
（徐明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