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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号”招才引智专列再度进京揽才
金枫秋月，继“春节专列”后，9 月 21 日，
“活力绍兴·引
智全球”2018 招才引智高校行·秋季专列（北京站）综合推
介和招聘大会在国家会议中心隆重举行，近 6000 个高薪
优岗“乘专列”进京结缘。据了解，此次北京站招贤纳士的
172 家用人单位，推出近 6000 个高薪优岗，岗位薪酬待遇
也普遍较好，近半职位年薪在 10 万元以上。
“秋季专列”招
才引智活动，正是深化绍兴市委人才强市战略部署、落实
绍兴《高水平建设人才强市三年行动计划》的重要举措。

华控建投战略控股蓝杉集团
助力湖南区域经济发展
近日，华控建投集团有限公司以股份收购的方式完成
了对湖南蓝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将蓝杉集团收入
旗下。华控建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鹏在签约仪式上
指出，华控集团的战略不仅为蓝杉集团在湖南板块提供了
新的发展动力和新的发展机遇，也为华控集团在湖南地区
业务的奠基与开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华控集团副总经
理尚晓军和蓝杉集团总裁曹宏杰分别签署了战略控股协
议。华控集团将给予蓝杉集团多方面的帮助与支持，争取
在两年内将蓝杉集团打造成市值过百亿的大型国有资本
控股集团公司。

《中国企业信用建设报告（2017—2018）》
在京发布
第四届中国企业治理高端论坛暨《中国企业信用建设
报告（2017—2018）》发布会于 9 月 16 日在北京圆满举行。
本次论坛由中国行为法学会企业治理分会主办，北方工业
大学文法学院承办，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 150 多位精英
齐聚一堂，围绕企业治理这一主题，对现代企业制度、信用
制度建设等具体议题进行了热烈研讨。会议还对构建新
时代市场监管新体系、中美贸易战等重大问题举办了专题
报告。中国行为法学会会长江必新、北方工业大学校长丁
辉等领导出席了本次会议。

“2018
‘一带一路’
中俄蒙跨境电商交易会”
在大连召开
9 月 17 日，由内蒙古渝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大
连渝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承办，满洲里市经济合作促进
局、大连中山区外经贸局支持，在大连召开的主题为“立足
中俄蒙，共筑全球梦”的“2018‘一带一路’中俄蒙跨境电商
交易会”上，满洲里市经济合作促进局局长郭军介绍，今年
来满洲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跨境电商产业发展，将其
作为深化外贸领域改革的突破口。渝满实业集团积极响
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依托中俄蒙三国地缘优势，着力
打造跨境 B2B 一体化综合交易服务平台，吸引诸多传统商
家转型互联网+外贸。
（郡鸿）

中铁七局中产置业公司
“四举措”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今年以来，中铁七局中产置业公司扎实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为预防腐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教育促
廉。坚持预防为主，加强廉洁警示教育，营造廉洁文化氛
围。节日警廉。每逢国家重大节假日，该公司以多种形
式，从思想深处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制度保廉。该
公司先后制定了多种制度，建立健全用制度规范从业行
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长效机制。监督抓廉。该
公司认真做好“三重一大”决策，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等工作监督检查，
形成监督合力。
（王红伟 应荣贵）

超强台风“山竹”来袭
中铁五局彰显央企担当
9 月 16 日，
今年第 22 号台风“山竹”以强台风级在广东
登陆，目前已造成广东多地受灾。中铁五局四公司 4 个广
东在建项目部严格落实防范台风各项要求，科学防御，上
下同心，全力应对强台风“山竹”。四公司深圳项目工程指
挥部组织召开防台风工作部署会，启动应急预案，扎实确
保在建项目人员及资产安全。四公司在广东地区各救援
队在第一时间立即行动，对阻碍交通和影响市民出行的设
施进行清理，确保道路交通畅通、有序，彰显了中铁五局社
会责任和央企担当。 （谢永彬 于法龙 韩广利 罗明远）

中铁五局合肥地铁 3 号线
盾构始发条件顺利通过验收
9 月 12 日，中铁五局合肥地铁 3 号线 TJ12 标新蚌埠路
站至合肥站盾构区间左线盾构始发条件顺利通过专家验
收，这也是全线最后一段盾构区间始发条件验收。验收会
上，首先项目部详细汇报了“新合区间”左线始发的工期计
划及人材机配置基本资料等 14 个方面的情况。随后专家
组根据现场实地勘察的情况，提出一些注意事项及优化建
议。针对盾构机始发及在掘进过程中的施工难点、重点，
项目部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和应急预案，在确保安全和
质量的前提下稳中求进。 （谢永彬 于法龙 张忠 蒯悦）

中铁五局牡佳客专牡丹江段
首孔箱梁成功架设
9 月 14 日，随着架梁作业人员操纵着 JQ900A 型架梁
机将一片 32 米长的箱梁稳稳地落在柳树河特大桥桥墩
上，中铁五局成功架设了牡佳客专牡丹江段的首孔箱梁，
这标志着我国最东部的高铁——牡佳客专牡丹江段顺利
进入上部施工阶段，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中铁五局六
公司承担了牡佳铁路客运专线二标 424 孔箱梁制架及
390.8 公里正站线铺轨施工任务，自 2018 年 4 月 19 日进场
以来，齐心协力抢抓施工，创造了牡佳铁路客专牡丹江段
首孔箱梁成功架设的佳绩。
（谢永彬 蒋方槐 邓杭）

中铁五局开展长沙地铁劳动竞赛活动
9 月 3 日，中铁五局长沙地铁 5 号线项目部召开“大
干 120 天”劳动竞赛活动动员大会。本次劳动竞赛活动
将 在 年 底 前 完 成 毛 板 区 间 4.6 公 里 铺 轨 任 务 的 施 工 目
标、杜绝重伤及以上事故发生的安全目标、禁止出现验
收不合格的质量目标以及完成各项环保指标的环保目
标。要求全体参建员工一是要团结一心，协同工作；二
是要超前规划，积极对接；三是要充实自己，努力学习，
认真研究，掌握标准；四是要严格控制过程，完成质量目
标；五是要及时处理隐患，强化硬件意识；六是要做好后
勤保障工作。
（谢永彬 蒋方槐 卢坤）

中铁二局深圳公司恒大滨河左岸项目
连续获得业主奖励
由中铁二局深圳公司施工的恒大滨河左岸项目捷报
频传。该项目继今年 5 月份在恒大安徽公司安全文明月
度评比中获第五名之后，6 月份跃升至第一名，7 月份保
持第一名。近日在恒大集团全国安全文明专项检查中
该项目再被表扬，被评选为恒大安徽公司的优质项目，
成为 35 家施工企业中载誉最多的总承包单位之一。蚌
埠恒大滨河左岸项目位于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胜利路
与东岭路交叉口西北角，建筑面积 11.8 万平方米，暂定
价 1.58 亿元，今年 3 月开工。
（白永伦 王军）

中铁七局海外公司刚果（金）地区
开展“质量月”宣誓活动
9 月 11 日，伴随着雨后特有的清新空气，中铁七局海
外公司刚果（金）地区各项目部员工铿锵有力的宣誓声
音在营地上空回荡。今年 9 月份是全国第 40 个“质量
月”，该地区项目紧扣“高质量发展，高品质提升”主题开
展活动，本次宣誓活动覆盖卢本巴希、绿纱铜钴矿剥离、
庞比铜钴矿永久营地、卢拉巴、华刚矿建、布桑加水电站
6 个项目。宣誓完毕后，全体人员在宣传横幅上郑重签
上自己的名字。另外，该地区还计划组织全体员工参与
质量管理知识竞赛答题、质量培训、现场观摩和经验交
流等活动。
（马鹏程 王为国）

中铁七局海外公司刚果（金）卢本巴希
党支部开展“党员政治生日”活动
9 月 2 日上午，中铁七局海外公司刚果（金）卢本巴希
党支部在党员活动室开展了“党员政治生日”主题活动，为
本季度过政治生日的 5 位党员举行了集体“庆生”活动。
该支部建立了“党员政治生日”档案，并向 5 位党员发放了
党员生日贺卡和纪念笔记本。活动中，通过重温入党誓
词、重读入党志愿、与党员谈心谈话，以及向党员提供“政
治生日套餐”，使党员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增强了党
员的政治荣誉感和归属感。
（曹洋 王为国）

济青高铁进行轨道打磨 开通进入倒计时

中铁七局海外公司塞拉利昂东区市政项目
举行属地化技能培训考核比赛

9 月 11 日，随着钢轨打磨专用车的一声长鸣，济青高
铁继线路精调之后又一重大施工工序，也是轨道施工最后
一道工序——钢轨打磨施工正式拉开序幕，标志着济青高
铁开通进入倒计时。中铁五局六公司济青项目高度重视
打磨施工期间的安全和质量，为有效改善线路质量、确保
列车运行安全、提高乘车人员舒适性，中铁五局六公司将
配合相关施工单位通过 GMC96 线路打磨车的 96 个磨头
同时进行来回两遍打磨，在 17 天的计划工期内完成 520 公
里线路、65 组道岔的打磨。
（谢永彬 蒋方槐 吴建）

9 月 12 日，中铁七局海外公司塞拉利昂东区市政项目
举行了属地化技能实操比赛，检验机修班组属地化员工的
技能培训效果。此次技能比赛之前，项目部开展了专题会
议，确定了技能比赛的实操内容、作业任务、评判标准和奖
励措施。比赛共分两组队伍，分别由 1 名塞方领工带领 3
名工人组成，主要对属地化工人实操作业的规范性、安全
管理等内容进行评判。通过此次比赛，全面提升了当地员
工的设备维修技能，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属地化员工的积
极性。
（覃江林 王为国）

中铁九局七公司党委
多举措落实全国组工会议精神

中国中铁国际化人才大赛启动

中铁九局七公司党委认真履行党建工作责任制，围绕
项目三级动态管理，认真落实全国组工会议精神，全面提
升党建工作水平。一是落实会议精神，夯实理论基础。对
会议精神进行详细部署，不断加强和完善组织工作，提升
党建工作整体水平。二是完善人才体系，规范用人导向。
全公司进行公开竞聘上岗，选拔出优秀人才走上公司管理
岗位。三是关心青年干部，搭建成长平台。下发《后备干
部培养管理办法》、
《干部交流管理办法》等系列管理办法，
积极选拔年轻干部到重要岗位。
（孙凌云）

防台防汛
中铁九局四公司深圳地铁共抗“山竹”
“风王山竹”
于 16 日 17 时登陆广东。在预警期间，
中铁
九局四公司深圳地铁 14 号线土建五工区宝龙站各青年、
团
员成立了防台防汛应急小组。9 月 15 日下午，在撤离前的
部署会上，支部书记对撤离事项和避难点工作生活做出妥
善安排。16 日 15 时全员安全抵达安置点，业主、监理偕同
局指对避难人员进行了慰问。16 日 20 时，
“ 山竹”终于过
去。17 日清晨，防汛应急小组率先返回项目驻地进行安全
检查。确保安全及必须生活生产条件后，安排人员返回。
经清点，
总损失不超万元，
无人员伤亡。 （张潇 何俊庭）

9 月 18 日，中国中铁国际化人才大赛北方地区预赛在
郑州正式启动。此次国际化人才大赛旨在通过开展形式
多样的技能比拼，发掘一批在中国中铁内部优秀的涉外工
作人才，激发广大员工对海外事业的积极关注与热爱。大
赛将围绕海外国际工程管理、国际商务管理、海外党建，并
结合海外工作实际开展竞赛。预赛由笔试、英文演讲及现
场答题三部分组成。来自不同单位、不同岗位的近百名涉
外员工欢聚郑州，来到中铁七局。在这里，他们将进行为
期两天的角逐。本次大赛由股份公司主办，中铁七局承办
北方片区的比赛。
（王红克）

中铁三局五公司承建的太原自行车
赛道项目沥青上面层试验段开工
9 月 17 日，中铁三局五公司承建的太原自行车赛道项
目沥青上面层试验段开始施工。太原自行车赛道项目途
经晋源区、万柏林区、尖草坪区，总长约 136 公里，由 14 条
不同等级的公路组成，是太原市明年举办国际公路自行车
赛的重点项目。中铁三局五公司高度重视工程建设，自 8
月 23 日进场以来，不等不靠、主动出击、超前谋划。每一
个环节都贯穿“高标准、严要求、零容忍”理念，全力保障工
程高效安全推进，工序符合设计、规范要求，使施工顺利进
行。
（李志勇 李海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