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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又添新驾座捷途 X70S 全国上市
11 月 26 日，奇瑞控股捷途第二款车型——捷途 X70S
正式上市。新车定位“旅型智能 SUV”，共推出手动、自动
两种动力组合 8 款车型，提供冰川白、沙滩金、极光蓝、火
山红、琥珀橙、大地棕 6 种颜色，拥有 5、6、5+2 三种座椅布
局，售价区间为 7.69—12.79 万元。自产品序列发布至今，
捷途从触点、体验、分享三个维度出发，践行以客户愉悦为
中心的价值营销。徽城翘楚与现代律动的结合，独创秀外
慧中的造型设计；智慧加持，全时安全保障的同时，带来智
联操控体验；宽适空间与卓越性能完美匹配，营造舒适享
受与动感驾驭。捷途 X70S 用 Style（有型）、Sport（有驭）、
Smart（有智）三大亮点演绎“时尚潮男”，诠释捷途“高颜
值、大空间、更智能、好品质”的产品核心 DNA。捷途营销
中心总经理李学用先生表示：2018 年将以 4 万辆完美收
官，2019 年要从两大核心入手蓄势待发。一是捷途“旅
行+”战略由 1.0 升级为 2.0，丰富“旅行+”产品配置、增值客
户生态圈专属权益。二是捷途智慧新零售由 1.0 升级为
2.0，完成线上线下 AI 智能的全维度销售覆盖，以大数据为
驱动，
实现产品与服务体验提升。
（张晓梅 张骅）

《2018 年教育行业蓝皮书》发布
覆盖教育行业全领域
近日，
“GET2018 教育科技大会”落下帷幕。会上，芥
末堆发布了被誉为史上最厚的教育蓝皮书——《2018 年教
育行业蓝皮书》。据悉，该《蓝皮书》篇幅 120 多页，字数近
十万字，覆盖教育全领域，包括教育行业概况等教育全方
位各领域。
《蓝皮书》显示，新出生人口或将大幅下跌，中产
焦虑成为行业增长最大动力；
进入成熟期的 K12：
头部机构
的卡位战、中小机构的生死战；学前领域全面崛起，
“内容”
和
“启蒙”
是关键词；
素质教育的机遇与困境。
（何芳）

杭州打造新经济会议目的地
日前，由杭州市旅委主办的“会在风景中——杭州·新
经济会议目的地”发布会揭晓了新经济会议获奖案例，发
布了杭州会议金融服务产品和为经济产业量身打造的四
大类 60 个会奖旅游产品。杭州市旅委副主任赵弘中表
示：
“会议业的发展加快了城市国际化的进程，以数字经济
为代表的新经济产业将飞速发展，产业优势对于吸引优质
的会议落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可以预见，新经济领域会
议将成为杭州会议新的增长点和新的蓝海。
”

中铁五局牡佳铁路铺架作业队
开展冬季施工培训
为确保冬季安全施工，坚决杜绝事故发生，近日，中铁
五局六公司牡佳铁路铺架作业队针对高处作业、防风等开
展冬季施工培训。牡丹江属于高寒地区，工程有效施工期
不到 6 个月。当室外气温连续 2 天低于零下 5℃时，
所有制
架梁施工就进入冬季施工阶段，为克服架梁施工的不利因
素，架梁队对原材料储存等方面采取有效加热保温的措
施，能够使落梁后等待强度时间大大缩短，确保了冬季施
工质量和效率。
（谢永彬 蒋方槐 刘雨杰）

中铁五局济青高铁安全完成设备退场
11 月 4 日，中铁五局六公司济青项目大型设备全部退
场完毕，
为加快公司设备周转，
提高设备使用效率发挥了积
极作用。自 9 月以来，
为加快设备周转，
提高设备使用效率
核心，济青项目部提前制定了设备退场计划，编制了《济青
项目设备退场专项方案》，
并组织对作业人员进行方案交底
和安全培训。在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分别于 9 月 26 日
至 11 月 4 日，
陆续完成了轻型轨道车、
风动石砟车等设备调
转至成都地铁、
安六等项目。 （谢永彬 蒋方槐 袁仁涛）

中铁五局靖神铁路公路运梁保施工
11 月 20 日，中铁五局六公司靖神项目纳林部皋兔特
大 桥 重 新 恢 复 简 支 T 梁 架 设 ，靖 神 项 目 部 经 过 优 化 施
组，巧避不利施工客观因素，为后续各项施工有序推进
打下坚实基础。为确保因路基沉降导致铺架施工暂停
而耽误的工期不影响节点工期目标，项目部经过对转运
线路反复勘探并和当地路政、交警多方多次申请协调，
最终确定先采用机车运梁至瑶镇换装，再通过公路运梁
转运至纳林皋兔换装回机车运输至现场进行架设的施
工方案。
（谢永彬 蒋方槐 苟发斌）

中铁五局开展
起重机械安装维修作业取证培训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进
一步加强起重机械安装维修作业人员技能水平和业务
能力，确保公司起重机械安装维修证 A 级资质。11 月 16
日至 21 日，中铁五局六公司组织 13 名来自施工一线的
起重机械安装维修作业人员参加了重庆市举办的“起重
机械安装维修作业人员 Q1 培训取证班”学习。本次培
训由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的老
师授课，通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培训方式，使参培人
员系统学习了起重机械相关安全知识以及安装维修专
业技能。
(谢永彬 尹润波）

中铁九局七公司党委
多举措落实党建会议精神
中铁九局七公司党委认真落实局党建各项会议精神，
决战四季度，确保公司各项任务目标实现。一是加强学
习，注重学习成果转化。认真传达会议精神，拟定下一步
工作重点，举一反三提升学习成果转化。二是创新思路，
精心打造党建工作品牌。将呼市地铁项目的党建交流材
料及 PPT 课件共享在 QQ 群及微信平台中，并制作公众号
“示范党支部修炼记”，全力开展好党建各项工作。三是凝
心聚力，
确保各项工作任务完成。
（孙凌云）

郑万铁路河南段开始铺轨
11 月 28 日，在河南长葛市长葛北站施工现场，随着中
铁四局八分公司参与研发的铁路有砟、无砟轨道铺设一体
式铺轨机组顺利铺下首对长轨，标志着郑万铁路河南段铺
轨施工正式开始，为郑万高铁早日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郑
（州）万（州）铁路起于郑州东站，全长 818 公里。八分公司
郑万铁路铺架分部主要承担郑万铁路河南段Ⅱ标 355 孔
箱梁架设等施工任务。目前，该铺架分部箱梁架设任务已
全部完成，无砟道岔已铺设 44 组，计划明年 3 月底完成无
缝线路施工。
(吴芝滨 代春报)

中铁七局路桥公司中兰客专项目
首根钻孔桩开钻
11 月 14 日，中铁七局路桥公司中兰客专项目山城右
线特大桥首根钻孔桩开钻，标志着该公司中兰客专项目
已进入主体工程施工阶段。为保证首桩工作的顺利推
进，该公司提前筹划、跑步进场，仅用 30 天完成了项目驻
地、钢筋加工厂和拌和站验收。为做好技术准备工作，组
织技术人员进行了技术培训会，并严格落实施工方案交
底、技术交底和现场安全交底，确保作业人员熟悉试桩工
艺。
（丁佳原 刘岗岗）

中铁七局为民修路获赞
11 月 20 日上午，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李官村村委会
书记李金华及村民将一面绣有“为民修路解忧，造福一方
百姓”的锦旗送到中铁七局武汉公司枣菏高速项目部，表
达对项目部的感激之情。由中铁七局武汉公司承建的枣
菏高速第四合同段位于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线路全长
15.45 正线公里。修高速的同时，为避免给当地村民出行
带来影响，项目部积极听取村里意见后，并及时了解地形
情况，为村民修建了一条 500 米的便民道路，解决了村里
出行不便的问题，
获村民点赞。
（黄升）

中铁七局武汉公司埃塞 83.4 项目
积极参与所在地交通事故伤员救援
2018 年 11 月 24 日，当地时间凌晨 1 点，埃塞 83.4 项
目 k115+000 处，突发一起严重的地方车辆安全交通事
故。距离事故地点 500 米处，正在施工的项目部夜班施
工员接到警方的求助后，立即向项目部报告了情况。得
到指令后，马上停止现场作业，迅速安排两台自卸车，带
领劳工前往救援。到达事故现场后，全力投入救援，以最
短的时间把 14 名伤员送往 5 公里外的 yelo 医院，为抢救
伤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得到了当地政府和警察局的高
度赞扬。
（沈文水）

中铁七局武汉公司盾构队
推进作业取得新突破
11 月 22 日，由中铁七局承建的昆明市轨道交通 4 号线
梅子村站—上古城站盾构区间右线推进至 554 环，单月推
进环数突破 400 环，创造了中铁七局武汉公司盾构作业队
历史新高。梅子村站—上古城站盾构区间自始发以来，面
临着施工地质偏软、出土困难等问题。为解决这一系列难
题，项目部严格把控施工掘进过程，共同解决施工过程中
的疑难点。最终，经全体人员的不懈努力，盾构队施工取
得了突破性进展，给当月的施工计划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
卷。
（张继琼 陈静雯）

上海 G228 公路新建工程
跨沪杭公路钢砼叠合梁全部架设完成
11 月 26 日凌晨 1 时 15 分，上海 G228 公路新建工程项
目跨沪杭公路 58 米钢砼叠合梁全部架设完成，这是该项
目跨南竹港通航河道 46 米 T 梁架设后又一重大节点目标
的实现。由中铁上海局一公司承建的上海 G228 公路(鳗
鲡泾—海湾路以东)新建工程 FXⅠ-2 标西起沪杭公路以
西，东至海湾路以东，全长 4.01 公里。主体工程为道路、桥
梁、排水及防汛墙工程。在架设过程中，具有安全防护级
别高、施工机械型号大的要求。
（程继美）

中铁四局连续三年
获广东省建筑安全协会会员殊荣
近日，广东省建筑安全协会召开三届二次会员大会暨
成立十周年誌
誌 庆，从 2017 年起中铁四局集团连续三年获
“广东省建筑安全协会会员”荣誉称号。三年来，中铁四局
集团在广东省建筑市场深耕细作，载誉广东，以深圳前海
双界河市政二标为代表的项目，2016 年获得广东省“AA
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
2017 年又获得国家“建设工程项目
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称号，在广东省获得了良好声誉。
2017 年广东省建筑安全协会以此批准中铁四局集团为该
协会会员，为深度参与广东省建筑市场，助力广东省发展
提供了绿色通道。
（陈国平）

中铁四局五公司退役军人信息采集
暖人心落实处
11 月 26 日，中铁四局五公司社区为切实摸清退役军
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底数，做好悬挂“光荣之家”牌工作，根
据《九江市濂溪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邀请十里街道民政所在社区内部进行
军人信息采集，做到认真仔细，不漏一人。该公司先后在
河南信阳、湖南幕云市、江西景德镇基地和公司社区如火
如荼地全面展开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备受退伍军人关
注。此次信息采集，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陈国平）

中铁七局承建的桂林市龙门大桥新建工程
获桂林市
“优质工程”
称号
11 月 20 日，由中铁七局武汉工程部承建的桂林市龙
门大桥新建工程（桂林龙门大桥工程）在桂林市建筑业协
会举办的桂林市第十七届“桂花杯”暨桂林 2018 年度优质
施工工程评选中荣获“优质工程”称号。参与此次评选的
工程项目均为 2018 年前已完成交验，并在投入使用期间
获得了当地老百姓良好口碑的工程项目，共 81 个。在经
过了竣工资料审查、施工质量检验、现场感官评分等评选
项目的层层考核，桂林龙门大桥工程最终脱颖而出斩获此
殊荣。
（田欢）

中铁七局武汉新港项目柴泊桥首架开始
11 月 28 日，中铁七局武汉新港项目柴泊特大桥第一
片梁成功架设，标志着柴泊特大桥桥梁架设正式拉开了帷
幕。新港江北铁路位于武汉市东部，为国家一级线路，是
湖北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的关键节点工程，是推进长江经
济带建设，城市发展战略的又一交通要道。为确保此次 T
梁成功架设，项目部超前组织、超前谋划，严格抓好安全质
量卡控。此次架梁工作顺利完成，对于后期的架梁工作提
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树牢了项目部筑造精品的决心，也
为后续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殷志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