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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中国泡菜食品国际博览会
将在四川眉山举行

海淀区工商工作岗全面启动

水利部稽查组到中铁五局滇中引水龙泉
倒虹吸项目稽查

10 月 31 日，第十六届中国食品安全年会暨第十届中
国泡菜食品国际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发布
此次盛会将于 11 月 12 日—16 日在四川省眉山市举行。第
十六届中国食品安全年会暨第十届中国泡菜食品国际博
览会以“实施食品安全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健康食
品·世界共享”为主题。第十六届中国食品安全年会由教
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四川省人民政府、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联合举办。第十
届中国泡菜食品国际博览会经商务部批准，由中国食品工
业协会、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主办。

10 月 31 日，海淀区工商工作岗启动仪式在中关村街
道办事处举行。这是海淀工商分局深入贯彻“街镇吹哨、
部门报到”的具体举措。通过工商工作岗的设置加快“疏
解整治促提升”工作与优化区域营商环境的深度融合。以
工商工作岗为节点，推进一线工商力量进一步下沉，参与
街、镇属地社会服务管理工作；以工商工作岗为桥梁，丰富
服务专员工作渠道，打通工商服务城市管理和服务企业发
展的“最后一公里”。海淀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孟景伟，
海淀工商分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春梅，中关村街道党工委
书记许云等参加了此次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启动仪式。

10 月 15 日，水利部稽查组特派员马庆国一行到中铁
五局滇中引水龙泉倒虹吸始发井和接收井工地稽查督
导。滇中引水建设管理局昆明分局局长王明润、中铁五
局电务城通公司及项目相关负责人等陪同检查。中铁
五局承担施工的云南省滇中引水龙泉倒虹吸为滇中引
水工程昆明段输水工程的其中一段。接收井风险源较
多，属于国内少有的地下连续墙深度纪录，存在较大的
施工风险。龙泉倒虹吸接收井地下连续墙共 14 幅，项目
部面对工期紧、任务重、施工难度大等问题，认真进行施
工技术交底、安全交底等工作，确保超深地连墙施工安
全。
（陈凯 肖剑锋）

盘子女人坊差异化
领跑中国风文化产业潮流
据悉，盘子女人坊目前已在全国布局 40 余家直营店、
200 多家加盟店，2018 年预计年产值将超过 15 亿元。盘子
女人坊从 2003 年创立之初的小影楼，通过精准的定位布
局，专注国风传承，15 年来一直领跑中国风古装摄影。据
悉，2018 年 9 月已获元创资本 C 轮投资，累计融资金额数
亿元。盘子女人坊董事长杨健表示，未来盘子女人坊结合
多品牌、多元化发展战略，依托中国风体验式完整产业链
和企业核心竞争优势，打造成中国文化产业领军企业，致
力于成为集文化、娱乐、体验式消费、传媒为一体的东方迪
士尼，
不断提升“中国美”在世界的话语权。

关爱老兵创业就业公益项目
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10 月 28 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军双创基金“关爱
老兵创业就业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北京丰台军民融合创
新工场举行。该基金与北京金农良品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加枫味（北京）国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联手打造的军创公
益餐饮连锁项目，直接对退役军人创业就业进行特定的帮
扶，旨在探索一条政府支持、基金扶持、企业参与，与国情
民意相适应的退役军人创业新路，为广大退役军人提供了
创业的舞台和就业的机会。

首届法商创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
10 月 29 日，由中国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教育研究中
心主办，北京滳
滳慧律师事务所承办的首届中国法律与商业
创新论坛在北京盘古七星酒店圆满举行。本次论坛旨在
为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新的力量。论
坛汇聚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
学习主讲人贾康、中国政法大学校友办主任卢少华等在内
的近 30 位业界领袖、学术专家，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千位
律师齐聚一堂，就“商业文化的特征”、
“商业创新与律所管
理模式”、
“新时代需要律师的新思维”、
“金融创新的七个
势在必行”
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郡鸿）

中国液态阳光产学研联盟筹备大会
在江苏召开
10 月 26 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举办的“甲醇汽车、
专用零部件及推广应用装备展”在苏州昆山举行。会议主
办方苏州高迈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明在会上做了
主题发言并发起成立“中国液态阳光产学研联盟”的倡
议。据悉，该联盟将由苏州高迈新能源有限公司牵头，中
科院大连化物所、广东合即得新能源有限公司、深圳广弘
控股有限公司等企业共同发起。联盟倡导“醇氢环链金三
角”技术路线，即以甲醇燃料电池路线替代内燃机，先在车
上将甲醇裂解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车载回收，然后通过清
洁能源电力电解制氢，最后和这些二氧化碳合成为甲醇，
形成一个封闭的循环。

兰迪少儿英语携 CCTV《大国品牌》
为中国孩子圆梦
10 月 29 日，兰迪少儿英语&CCTV《大国品牌》战略合
作发布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兰迪少儿英语创始人兼 CEO
李晶、CCTV《大国品牌》总出品人吴纲、兰迪高管团队、投
资人、学员和家长代表共同见证兰迪入选 CCTV《大国品
牌》，迈入品牌发展的新阶段。李晶现场表示，兰迪的使命
是让教育温暖起来，促进教育公平，让中国孩子走向世界，
而这与《大国品牌》让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愿景不谋而
合。兰迪少儿英语作为《大国品牌》首家互联网教育合作
伙伴，
与《大国品牌》互相成就，
携手共创未来。

中铁九局七公司衡阳项目部
考试成常态 夜校受追捧
2018 年 3 月份开工以来，中铁九局七公司衡阳项目部
把办好职工学习，作为提升项目管理和强化队伍建设的重
要基础工作。项目部利用每周一、四两天晚 7 点开展职工
夜校，给职工补充“营养”。为进一步提高职工学习积极
性，每月人均预留出 200 元作为培训考试奖励基金。每周
两次考试，月底对本月考试得分取平均值，平均值决定奖
励系数，有效地把考试结果纳入了职工当月绩效考核。培
训由班子成员、业务骨干亲自授课。如今，培训成为台上
授课人“上干货”、展示能力水平的舞台和台下听课人“补
能量”
、传递信息知识的平台。
（李刚）

中铁上海局市政公司承建南京重点干道
寅春路、燕春路建成通车
10 月 28 日，经过中铁上海局市政公司参战员工连续
三天三夜紧张的沥青摊铺施工，南京市燕春路、寅春路建
成通车，标志着南京丁家庄保障房配套城市道路全面实现
畅通。燕春路、寅春路是南京丁家庄保障房二期工程主要
交通道路，全长 2900 米，双向四车道。燕春路、寅春路、丁
家庄沟工程的建成，彻底改变了该片区长期水涝造成交通
堵塞症结，改善了行人雨天出行难的问题，特别是保障房
以及周边居民出行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市民出行将更加便
捷、通畅。
（王军委 关立华）

北京轨道公司总经理丁树奎
到北京地铁八号线天桥站检查工作
10 月 25 日，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丁树奎一行到中铁五局承担施工的北京地铁 8 号线三
期 05 标天桥站检查东侧附属施工进度。中铁五局北京地
铁 8 号线 05 标包含一站（天桥站）一区间（天桥站—永定门
外站区间），天桥车站全长 253.2 米。丁树奎一行察看了天
桥站施工现场，听取了项目部对配合申遗工作的工作汇
报，对工程建设进展情况表示满意，同时要求项目严格按
中轴线申遗工作要求，按期完成相关建设任务，为申遗工
作做出积极贡献。
（陈凯 张振鹏）

衢宁铁路宁德站四电工程
信号过渡工程顺利开通
10 月 25 日，经过 4 个小时的信号设备倒接和试验，由
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承担施工的宁德站四电工程站改
第一阶段信号过渡工程提前 15 分钟顺利开通，迈出了宁
德站改工程顺利实施的重要一步。为确保顺利开通，中铁
五局衢宁铁路项目部结合工程特点狠抓现场施工组织管
理，对开通准备及组织进行了细化，强化工作职责，优化施
工组织，充分考虑开通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制定专项
预案，
有效保证了工程顺利进行。
（陈凯 张振鹏）

郑万铁路存轨基地
存储长轨突破 450 公里
截至目前郑万铁路长葛北站存轨基地存储 1866 根
500 米长轨，达到 466.5 公里，突破 450 公里大关，成为郑万
铁路存轨数量最多的基地。中铁四局八分公司郑万铁路
长葛北站存轨基地负责存储郑州东站至南阳南站
530.666 公里钢轨。这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开展显现出了项
目全体员工良好的团队精神和特别能战斗的优良作风，为
下一步郑万全面开展铺轨奠定了坚实基础。 (代春报）

湘桂线桂林至柳州段改建
GSM-R 系统工程顺利开工
10 月 26 日，由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承建的湘桂线
桂林至柳州段改建 GSM-R 系统工程正式开工。中国铁路
南宁局集团电务处林刚、宁铁监理公司总监杨荣祥等 40
余人参加了开工仪式。湘桂线桂林至柳州段 GSM-R 数字
移动通信系统改建工程，线路全长 174.827 公里。中铁五
局电务城通公司项目部组建进场以来，项目全体人员克服
人员不足、协调单位多、工期压力大等困难，争分夺秒，为
早日开工赢得时间。
（陈凯 张振鹏）

滇中引水工程质量安全
誓师大会隆重举行
10 月 26 日，滇中引水工程质量安全誓师大会在中铁
五局承建的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 2 号洞口隆重举行。
云南省副省长和良辉出席誓师大会并讲话，云南省滇中引
水建设管理局局长董继理、常务副局长刘加喜，以及主持
行政工作的中铁五局副总经理刘晓辉、局总工程师陈德
斌、副总经理刘勇等领导出席大会，刘晓辉代表施工单位
作表态发言。云南省直有关部门、省滇中引水办及施工单
位相关领导和参会代表约 130 余人参加大会并进行了质
量安全宣誓。
(何增旺 谭文峰)

中老铁路老挝段
首座千米隧道胜利贯通
当地时间 10 月 28 日，由中铁五局承建的中老铁路
老挝段纳堆一号隧道胜利贯通，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
座贯通的千米以上隧道。纳堆一号隧道位于老挝琅南
塔省南塔县境内，全长 1158 米。隧道于 2017 年 6 月 3 日
正式开工，2018 年 10 月 28 日隧道胜利贯通。这是在老
中铁路有限公司组织的旱季大干活动和中铁五局磨万
铁路 I 标经理部“大干 100 天”劳动竞赛活动开展以来，
继 10 月 20 日那通一号隧道顺利贯通之后，顺利贯通的
又一座隧道，至此，中铁五局磨万铁路 I 标隧道工程完成
比例达 72%。
（谢永彬 胡凯 许浩乐）

中铁九局香湖二期项目党支部形成
“组合拳”将“两学一做”活动引向深入
为进一步加强党员思想政治建设，确保“两学一做”系
列活动持续深入开展，中铁九局香湖二期项目党支部形成
“组合拳”夯实“两学一做”基础工作。一是中铁九局香湖
二期项目党支部为保证党章抄写效果，定期进行检查，收
集抄写感悟心得体会，开展学习交流。二是突出学习教育
专题调研，增强学习效果、激发学习热情。三是项目党支
部通过对党员有针对性地推送学习内容，使党员对党的纲
领理解不断加深，理想信念进一步坚定，党性觉悟进一步
提高。
(何璐岐)

中铁九局四公司香湖二期项目
积极组织员工做好冬季防寒工作
东北地区进入冬至后气温骤降，特别是昼夜温差较
大，严寒的冬日已悄然来临。然而，中铁九局四公司香湖
二期项目的员工，仍然坚守在工地一线施工生产。为保证
员工温暖过冬，安心工作，中铁九局四公司香湖二期项目
积极组织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及时为员工增发生活和防寒
用品，确保员工温暖过冬;二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对员工
宿舍、生活设施进行全面检查维修，方便员工随时使用;三
是坚持以人为本，把关爱工作真正落到员工心坎上;四是
关爱工作到位，极大增强了员工爱岗敬业的主人翁意识和
工作责任心。
(何璐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