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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油田外委平台让油田利益最大化
中原油田供水管理处在油田外委项目公示审查平台
上发布了一条信息，38 台录像机、221 个摄像头和其他辅
助设施需要维修。中原油田信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有关
人员看到后，立即联系发布单位了解详情，经过研究论证
后在平台上填报了承揽意见，并最终承揽到这项工作。随
着中原油田油公司改革基本完成，采油管理区数字化改造
逐步到位，专业化队伍重组持续推进，大量富余人员日益
显现。2016 年 11 月，油田建立了外委项目公示审查平台，
要求所有外委业务必须在平台上发布，先由油田内部单位
挑选，油田内部单位无能力实施的项目才能够委托油田外
部单位施工。截至目前，中原油田内部单位通过该平台承
揽业务 889 项，项目总金额达 4.8 亿元，实现外部市场、内
部市场“双丰收”
。
（孙清华）

中铁七局昆明地铁 4 号线 11 标喜获
“2017 年度创文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9 月 2 日，昆明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创文
工作先进单位评比揭晓，中铁七局昆明轨道交通 4 号线土
建 11 标项目部喜获“2017 年度创文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
号。据悉，该项目自开工以来，严格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
合的方针，从现场取土场设置、剥离表土堆置，以及防护、
绿化、特殊点位施工过程中的水土保持、污水处理设施设
置及运行情况，施工期噪声、地下水、大气污染防治等方面
严格把控项目现场文明施工标准，获得业主单位和各级单
位的一致好评。
（刘丽云）

中铁四局贵（阳）南（宁）高铁贵州段
第一墩成功浇筑
8 月 30 日 ，由 中 国 中 铁 四 局 集 团 承 建 的 贵（阳）南
（宁）高铁贵州段拉里双线特大桥 14 号墩墩身成功浇筑，
这是贵州段 7 个标段中浇筑的首个墩身，标志着贵南客专
贵州段进入施工大干阶段。中铁四局集团承建的贵南高
铁 5 标全长 39.55 公里，线路跨贵州省黔南州独山、荔波两
县。项目经理部认真落实三检制、旁站制，做好钢筋绑
扎、保护层、模板表面清理、拼装等各项准备工作，在浇筑
过程中严格控制混凝土质量，确保了首个墩身的成功浇
筑。
(高宝忠 白杨 高炼)

中铁上海局商合杭十一标
推行现场管理“分组制”
会理石榴 2018 北京发布
暨资源推介会在京举行
日前，由四川省商务厅、四川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
处指导，凉山州商务和投资促进局、会理县人民政府联合
主办，凉山州驻京联络处协办，北京四川企业商会信息产
业分会承办的“会理石榴 2018 北京发布暨资源推介会”在
京隆重举行。此次推介会旨在聚合优势资源、促进产品销
售、提升品牌价值，全方位助推会理石榴产业发展，带动会
理县旅游经济发展及特色农产品的销售，社会各界代表共
300 多位嘉宾出席了此次盛会。

中安联合煤矿分公司
致信感谢中原油田职工无私奉献
8 月 31 日，中原油田收到了中安联合煤矿分公司给中
原油田发来的感谢信，对物资供应处董志峰、陈冠林，财务
资产处李鹏，信息化管理中心左福花四名同志在中安联合
煤矿分公司 ERP 系统上线运行中所做工作表示感谢，并为
“中原服务”品牌点赞。两个月来，他们四人在时间紧、任
务重、人手少、事项杂的苛刻条件下，发挥各自专长，直面
难题，勇于作为，解决了中安联合煤矿分公司各种个性化
需求，保障了物资供应及财务结算业务顺利开展，为中安
联合煤矿分公司推进 ERP 项目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
（孙清华 高燕）

兴业银行北京分行
开展“兴航程”2018 强化执行年活动
近日，兴业银行北京分行提出“合规工作是确保分行
平安稳健经营的生命线”发展理念，更加明晰宏观监管环
境变化，更加重视合规为本、内控优先的经营发展模式。
在辖内全面启动“兴航程”2018 合规内控强化执行年活动，
为建立健全本行合规内控管理长效机制再添动力。据悉，
本次活动是对以往合规内控管理经验的再总结、再提高、
再升华，旨在通过“兴航程”系列活动促使全员树立“合规
致胜”理念，培育“合规人人有责”的良好合规文化氛围。
力求通过“兴航程”系列活动，全面提升合规内控执行力，
保障分行各项业务平安稳健发展。

中国石化管道公司南京处
职工代表巡查互查促安全
近日，中国石化管道公司南京处职工代表巡查组一行
10 人深入到 12 个基层站队开展工作检查。此次职工代表
巡查的内容主要是党建工作、输油生产安全、外管道有效
巡护、
“美丽南输”创建以及“有效巡检”劳动竞赛等，并对
二季度的综合检查整改等情况进行“回头看”，通过查阅资
料、现场检查、职工访谈等方式进行检查。由于检查人员
都是从基层各单位抽调组成的，他们针对一些与本单位生
产方面共性、疑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探讨，对全面提升该处
的安全管理水平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孙玉娟）

中铁七局武汉公司“廉政小课堂”开课了
9 月 3 日，在中铁七局武汉公司 9 月份大交班会上，武
汉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鲁常发为大家解读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自去年以来，该公司就利用
每月大交班会前 20 分钟开设“廉政小课堂”，紧盯“关键少
数”开展廉洁教育。廉政小课堂学习内容紧跟当前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形势任务，学习形式丰富多样。通过党
规党纪专题教育、观看廉政教育视频、学习上级会议文件
精神及典型案例通报等多种方式，使与会人员既接受了教
育，
又不觉枯燥，
还印象深刻。
（车春兰 周纯）

中铁七局成都地铁 3 号线项目部
板桥停车场全面完工
8 月 30 日,由中铁七局成都地铁 3 号线项目部负责施
工的板桥停车场车辆段全面移交成都地铁建设运营公
司。该项目自 2016 年 10 月正式开建，克服了工期紧、任
务重等重重压力，顺利完成业主下达的各项单体、附属
结构验收任务。此次停车场全面移交标志着由该项目
部负责施工的该单位工程已全面完工。据悉，成都地铁
3 号线建成后，对缓解成都市中心城区交通压力，实现东
北、西南向交通的畅通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推动
中心城布局的合理化，也为市中心区和主城区内的工业
企业逐步迁出和建设城市永久性的生态绿地创造了条
件。
（汪博伟 车春兰）

中铁四局贵南客专经理部
大寨隧道正式进洞施工
9 月 5 日，由中铁四局贵南客专经理部承建的大寨隧
道出口开始进洞施工，标志着该标段隧道工程正式进入施
工阶段。贵南高铁作为世界上桥隧比最高的山区高速铁
路，桥隧比高达 91%。自进场以来，为进一步加强隧道质
量安全，经理部先后邀请公司隧道专家进行技术论证，对
隧道的施工工艺和工序进行了研究，同时为提升隧道施工
水平，组织管理人员和作业班组对隧道标准化施工和隧道
爆破技术、安质质量技术交底等进行了学习，不断提高管
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的工作技能，为建设精品工程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高宝忠 白杨 高炼）

中铁四局五公司
开展“质量月”宣誓活动
9 月 1 日，
为深入贯彻实施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
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
承担国家和省市重点工程的中
铁四局五公司认真安排部署开展“质量月”活动，组织项目
管理人员千人集体宣誓。在 70 多个项目负责人的领誓下，
员工们举起右手宣读誓言。一句句铿锵有力的词句道出了
每位员工对企业安全和自身安全的庄严承诺。据悉，截至
2018 年，全国已经开展了 39 个“质量月”活动，它也是我国
较长期开展的一项重大质量活动。
（陈国平）

9 月 1 日，中铁上海局商合杭铁路站前 11 标召开现场
管理工作会议，会议以开展“大干 120 天”活动为契机，推
行施工现场“分组制”集中管理，为打好商合杭项目最后的
攻坚战奠定了基础。
“分组制”方案具体表示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分组管理，相互协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
协作，打造高效高能的管理团队，确保各项工序保质保量
落实，实现管理力量真正下沉。二是严肃生产指挥系统。
确立项目指令均以调度通知下发，建立调度台账，真正落
实以日保周、以周保月、以月保工期工作理念。三是强化
监督，严肃纪律。对于管理人员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况将
举报一件必查一件，
核实一件问责一件。（郑凯 曹俊松）

中铁二局深圳公司开展
“不忘初心向前行，
安全质量上台阶”
活动
围绕“八个一次”和“两个指导”为主要内容的“不忘初
心向前行，安全质量上台阶”主题党建活动，日前在中铁二
局深圳公司全面展开。
“八个一次”即在公司层面组织一次
巡回宣讲，一次党委中心组学习研讨会，一次专题教育民
主生活会；在项目部层面召开一次员工大会，一次公开宣
誓，一次手写公开承诺书，一次民主评议党员，一次专题组
织生活会。
“两个指导”即指导工会开展“人人争当安全‘守
护神’”活动，指导共青团开展“安全优质生产，团员青年争
先”活动。目前，全公司 484 名党员已作出公开宣誓，并完
成手写承诺书的递交、张贴工作，公司党政主要领导已带
队赴公司多个片区 36 个项目部宣讲 40 余场次，1100 名党
员干部和职工群众受到教育。
（白永伦）

中铁三局五公司承建的
四川自贡釜溪河顶管工程正式开工
9 月 1 日上午 9 时，
中铁三局五公司承建的四川自贡釜
溪河水系治理工程项目 6 号混凝土顶管顶进仪式隆重举
行，标志着自贡项目取得的重要突破。6 号涵管单根设计
顶进长度 456 米，双向全长 912 米，是全段最长、难度最大
的顶管工程。自进场以来，项目经理刘巍与班子成员一
道，团结带领全体参战将士，积极进行施工准备，组织工程
技术人员结合现场实际，精心编制了实施性施工组织，采
用 8 台二等级推力液压油镐，提供 3200 吨顶力，确保了顶
进施工的顺利进行。
（孙学斌 李志勇）

海淀工商开展加强诚信建设
优化营商环境宣传活动
海淀工商分局从 8 月下旬开始，开展了为期一周的
“加强诚信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宣传活动。8 月中旬，
海淀
工商分局起草并印制了《致商户的一封信》，提示会员企业
在经营场所亮照经营，从事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
需在网站首页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主页面醒目位置公开
营业执照登载的信息或者其营业执照的电子链接标识。
自 8 月下旬，15 个分会积极行动起来，走进辖区各大市场、
商业街、临街门店等，在商户经营场所、社区公示栏等处张
贴《致商户的一封信》，倡导商户守法经营、诚信从商，从亮
身份做起。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