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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五局参建贺州站
客运设施改造工程开工
日前，由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南宁工程指挥部参建
的贺州站客运设施改造工程正式开工。该工程主要是为
完善贺州市火车站站房改造工程功能而对既有站房客运
设施进行的配套改造项目，以满足扩建站房使用功能。中
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负责通信、信息及电力外线施工等。
为推动工程建设，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南宁指挥部提前
谋划，科学组织，积极为开工创造条件。目前该项目施工
方案审批、安全协议签订等工作已完成，全面开始施工，力
争 10 月底实现竣工验收。
（陈凯 张振鹏）

中铁五局成都地铁 9 号线一期 1 标
开展下穿锦江应急演练
日前，中铁五局成都轨道交通 9 号线一期 1 标项目部
组织了时长 2 小时 30 分的下穿锦江应急救援演练，项目部
全体员工、劳务班组等 60 余人参加，收到预期效果。此次
演练活动针对下穿锦江特别重大风险源施工过程中，可能
突发隧道内涌水涌沙、河底塌陷等高风险状态下项目部内
部应急救援处置能力进行模拟情景设计。此次应急演练
设置了抢险救援组、保卫疏散组、救护组、后勤保障组、调
查处理组、善后处理组，由项目经理高超统一指挥，确保政
令畅通，应急处置及时准确。演练活动邀请了成都轨道交
通集团公司、中铁惠川城市轨道交通公司、监理单位观
演。
（陈凯 张振鹏 李小菲）

中铁五局哈牡客专牡丹江枢纽四电转场
施工顺利开通
日前，
经过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500多名参建员工近
2小时30分的紧张施工调试，
哈牡客专牡丹江枢纽四电转场
施工顺利开通，
为下一步哈牡客专全线联调联试和按期开通
提供了重要保障。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承担哈牡客专横
道河子东至牡丹江站新建客运枢纽（含富江镇）四电集成施
工任务，
施工线路总长约 50 公里。为确保工程顺利开通，
中
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项目部提前制定施工技术、
安全质量等
专项保证措施，
克服了种种困难因素，
实现了
“不错一线、
不
出一事、
不晚一点”
的施工目标。
（陈凯 赖真海）

中铁五局杭绍城际铁路 5 标管线
迁改施工全面展开
8月25日，
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承建的杭绍城际铁路
工程 SG-5 标段管线迁改施工已经全面展开，
为下阶段车站
主体开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项目开工以来，中铁五局电
务城通公司把管钱迁改作为关键工序集中精力进行突破。
目前，
管线迁改涉及的征地工地已经完成，
涉及管线的各施
工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各管线迁改施工工作已全面展
开。特别是 110KV 高压架空线 1 号、
2 号塔基础正在顺利施
工，
为杨汛桥站土建施工创造了条件。
（陈凯 张振鹏）

中铁五局深圳地铁 6 号线
攻克 TBM 施工 260 米半径曲线世界难题
8 月 28 日，由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承担施工的深圳
地铁 6 号线 6111 标项目民乐停车场出入线隧道顺利通过
260 米最小半径曲线段，
向平缓段施工，
标志着该项目成功
攻克 260 米最小半径曲线 TBM 施工世界级难题，
中铁五局
TBM 施工取得重大技术革新成果，展示了企业施工实
力。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承担施工的深圳市城市轨道
交通 6 号线二期工程 6111 标主体工程民乐停车场出入线
隧道线路大体呈东西走向，起点为翰梅区间，转弯半径小、
圆曲线长，
小半径施工难度为世界首例。 （陈凯 张振鹏）

国内最大倾斜角高速环道
曲面沥青摊铺全部结束
9 月 17 日，一汽-大众汽车试验场项目部高速环道面
层沥青摊铺完成，这标志着由中铁四局一公司施工的国内
最大倾斜角高速环道曲面沥青摊铺全部结束。一汽-大众
汽车试验场高速环道总长 9942.18 米，施工标准高，技术难
度大，是重点控制性节点之一。自高速环道沥青摊铺工作
开始施工以来，项目部克服料源紧缺等各种不利因素，紧
抓沥青摊铺黄金时期。目前，高速环道曲面摊铺工作已圆
满完成 ，为实现高速环道顺利交付使用提供了有力保
证。
（胡成军 陈艳）

成都高新区成为
网络信息安全产业核心聚集区
本报记者 龚友国

9 月 18 日，2018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分论坛——
“新经济与网络安全融合发展”高峰论坛在成都高新区举
行，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以及阿里巴
巴、新华三、天融信、思科、奇虎科技、腾讯等知名网络安
全、新经济企业代表共 300 余人齐聚一堂，探讨新形势下
新经济与网络安全融合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建华在“人工智能应用与网络安
全”的主题演讲中说，新技术的发展在推动我国经济建设
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网络安全问题。
“ 我们需要
从实际出发，把这些应用模型化、提炼出来，归结它们的
安全需求，然后设计或者创新网络安全技术，使得新技术
发展和安全合作同步。”他进一步强调，如果不解决好安
全供给，大数据等新技术的真正价值就不能真正落到实
处。
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总工程师余晓晖对工业互联网
安全进展与趋势作了介绍，
“ 工业互联网为制造业数字
化、网络化带来机遇，在这样一个开发融合的发展背景
下，传统的网络安全和工业安全相互交织，安全风险严峻
复杂。”
“网络安全威胁攻击逐渐地向勒索、挖矿等牟利化方
向发展，同时行业、企业以及供应链领域的攻击也在进一
步加剧。”腾讯安全副总裁方斌以“新形势下的企业安全
建设”为主题作演讲，他表示，在新的安全威胁情况下，应
该要解决开放以及共享，做到行业共识、联合共治和协同
共防。
而来自全球领先 IT 咨询公司思特沃克的首席安全战
略专家 Nina Sophia White（尼娜·怀特）则具体指出，在新
经济新形势下，仅依靠固守网络边界的传统防御方式不
足以确保安全，企业管理者需要扭转思路，内建安全于 IT
系统研发过程之中，提高 IT 系统自身安全质量。
据悉，作为此次论坛的承办方，成都高新区是成都新
经济与网络信息安全产业主阵地，2017 年新经济产值达
3300 亿元，目前已培育 30 余家新经济独角兽及准独角兽
企业。而在网络安全产业方面，成都高新区是国家科技
部授牌的国家级信息安全成果产业化基地，也是成都市
信息安全领域科研、技术、教育和人才的集聚地，正加快
建设“全国信息安全产业核心集聚区”
“ 全国信息安全技
术创新先导区”
“全国信息安全融合发展试验区”，助推成
都建设领跑西部、辐射全国的网络信息安全之城。

飞鹤以新鲜标准定义优质奶粉
“更新鲜·更适合”飞鹤乳业新鲜乳粉标准体系发布会
上，
飞鹤乳业总裁蔡方良说，
新鲜不仅指看得见摸得着的产
品，
也不仅是从保质期这个单一的时间维度来评判，
对更新
鲜的追求已越来越丰富和延展：飞鹤依托全产业链构建 2
小时生态圈，
保证牧场新鲜生牛乳一次成粉，
最大程度保留
了牛奶的营养价值；通过精细化管理，实现了产品最快
9—28 天内即可从挤奶到送达消费者手中。飞鹤新鲜乳粉
标准体系为飞鹤携手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共同建立，未来将
对标准体系不断完善和丰富，通过科学化、精细化、标准化
的管理，
实现飞鹤奶粉更新鲜的高品质要求。 （珺鸿）

政务零距离：
政务开放日邀您看看智慧工商
9 月 13 日下午，在海淀区政务大厅海淀工商分局举办
的“优化营商环境看工商”的政务开放日活动现场，海淀区
人大代表及高新技术企业负责人等 30 余位代表，实地感
受了工商登记注册事项的办理流程，为行政服务“把脉建
言”。此次海淀工商分局开展的政务开放日以“优化营商
环境”为主题，聚焦公众关切和民生重点事项，把群众请进
区政务大厅，
“零距离”感受窗口工作。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海淀工商分局开放日首次通过网络进行直播，邀请广
大网友“围观”，让更多的群众有机会与政府部门的政务工
作进行“零距离”接触。此次活动分为现场观摩、业务介
绍、政策咨询以及座谈交流四个环节。围绕海淀工商分局
今年的重点工作和改革部署，以简化办事流程、
“互联网＋
政务”为重点，全方位介绍和展现了工商登记的主要职能、
特色亮点、服务举措和创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新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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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上海工程局贵南高铁 10 标工程
优化管理推进生产
近日，中铁上海工程局贵南高铁 10 标工程项目经理
部针对项目工期紧、任务重的实际，推行扁平化管理制
度。针对项目管理层次重叠、冗员多等弊端，通过压缩
管理层级，正确发挥项目经理部现场管理的实际作用。
新建贵阳至南宁铁路广西段站前工程 10 标位于广西南
宁市武鸣区，全长 27.928 公里。目前，该项目管理中心
已上移至经理部，由经理部负责对外沟通协调，对内直
管下设的 6 个工区，有效缩短了对施工现场管理的反应
时间，为剩余 4 个月完成年度 1.6 亿元生产任务打下了坚
实基础。
（范燕宾 潘钦荣）

中铁上海工程局贵南高铁 10 标项目部
开展中秋慰问活动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中铁上海工程局贵南高铁 10 标
工程项目经理部为全体职工家属送上了中秋贺礼及慰问
信。自 2017 年 12 月进场以来，该项目职工把铁路项目建
设任务放在首位，战胜了施工前期各种困难，不断掀起施
工生产热潮。对此，该项目工会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中
秋佳节，问候先行”活动，给职工家属寄去了关心与祝福。
通过活动，有效增进了职工家属对企业的认同感，取得了
职工家属对项目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为项目职工奋战在施
工生产一线提供了有力保障。
（范燕宾 潘钦荣）

中铁七局武汉公司
积极应对确保“山竹”平安过境
9 月 16 日，超强台风“山竹”强势来袭。中铁七局武汉
公司广东地区各项目提前部署，积极应对，确保了“山竹”
平安过境。地处广东省惠州市的仁博高速项目位于“山
竹”10 级风圈范围。自 9 月 14 日起，该项目部及时启动专
项应急预案，成立应急领导小组及后勤保障小组。位于梅
州的大潮高速项目部，召开专题会议积极研究部署防御台
风相关工作，明确防控重点及相关责任人，全力落实各项
预防措施。地处广东云浮的清云项目部，为确保全体职工
安全，召开了防范应急会议，确保全员撤离，并全面落实整
体防范和后勤保障工作 ，确保生活必需品及时充足供
应。
(车春兰 陈伟 赵华 彭强)

中铁四局五公司
连续 16 年获“江西省优秀企业”殊荣
近日，从 2017 年度江西省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年
会暨表彰大会上传来消息，中铁四局五公司荣获“江西省
优秀企业”荣誉称号。该公司生产营销不断再创新高，坚
持工期、质量、效益三大目标齐发展，先后荣获“全国文明
单位”、
“全国建筑业 AAA 级信用企业”、
“全国优秀施工企
业”、
“中国建筑业竞争力 200 强企业”、
“江西省文明单位”
等称号，实现“中国中铁三级施工企业 20 强”评比四连冠，
提升了企业的内强素质和外树形象，连续 16 年荣获“江西
省优秀企业”
殊荣。
（陈国平）

中铁四局五公司深圳地铁
迎战最强台风“山竹”
9 月 16 日，中铁四局五公司深圳地铁区域经理部百名
员工迎战今年最强第 22 号台风“山竹”。在集体组织 2 次
撤离、主动防御 10 多个小时疾风骤雨中，管理施工人员和
机械设备安然无恙，强风强雨过后，快速恢复盾构施工和
车站施工。为迎战最强台风“山竹”，该部狠下工夫采取五
项措施防御自然灾害。一是做好地铁施工大型设备管
理。二是做好员工生活区的防台风工作。三是做好设备
的防雷工作。四是成立两支抗洪抢险突击队。五是配备
应急救援药品。
（陈国平）

哈牡客专开始联调联试预计年底开通运营
9 月 16 日，哈（尔滨）牡（丹江）客运专线正式开始联调
联试，标志着哈牡客专开通运营进入冲刺阶段，我国高寒
地区铁路网将再添新干线。哈牡客专全长 299.34 公里，设
计时速为 250 公里，沿线共设哈尔滨站、牡丹江站等 11 座
车站，预计年底开通运营。中铁上海局承建哈牡客专 1
标，管段全长 25.545 公里。哈牡客专全线地处高寒地带，
建设期间，参建者先后攻克了各种复杂难题，创新作业方
法，有效加快了工程进展。建成后，哈尔滨到牡丹江的最
快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 5 个小时缩短至 1 小时 20 分，
大大缩短了时间。
（王宇 继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