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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数字科技谢锦生：
“北斗七星”
零售信贷合作机构已超百家
12 月 16 日,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金融科技事业部总
经理谢锦生出席由创业黑马&i 黑马主办，旗下产业媒体
数字观察承办的“2018 企业服务产业独角兽峰会”并做主
题演讲。他指出，从市场竞争和企业的盈利能力提升的要
求来看，产业数字化升级是刚需。而产业数字化有两个基
础，一是数据和技术能力，二是产业的 know-how。他认
为，
“如果没有对产业的深刻理解，再好的技术也发挥不了
作用。”京东数字科技在今年年初推出了业内首个贯穿零
售信贷业务全流程的产品“北斗七星”。目前，已有超过
100 家金融机构与“北斗七星”
签订了合作协议。

赣州旅游推介会在德国汉堡举行
日前，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政府在德国汉堡市举办主题
为“世界橙乡·生态家园”的城市旅游推介会，旨在推介赣
州旅游资源并促进与汉堡市的友好往来。推介会上，赣州
市副市长郭素芳表示：
“希望通过此次推介会进一步促进
赣州与汉堡乃至中德两国在旅游产业方面的合作，实现互
利双赢、共同发展。”此外，推介会还举办了“赣州市旅游推
广驿站”授牌仪式，赣州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刘文彦向
德国中国入境旅行服务商“中国之旅”授牌，双方将在共同
开发赣州旅游线路、更好地宣传赣州旅游等方面展开深入
合作。

蒙华 MHPJ-2 标段项目党工委：
五项幸福工程营造“家”文化
中铁四局蒙华 MHPJ-2 标段项目党工委将
“建家”
作为
创建幸福项目部工作的重点，
打造了
“制度建家、
特色建家、
文化建家、活力建家、关爱建家”五项幸福工程 。制度建
家，
项目部成立了领导小组，
从领导组织、
职责分工等多方面
进行了细化。特色建家，
在驻地建设、
软硬件设施配备保障
等方面保证幸福之家建设贴地气、
接地气。文化建家，
从文
化长廊到家文化背景墙，
从普通员工到员工家属再到外协队
伍人员，
点点滴滴，
汇聚成项目
“家”
的温馨氛围。活力建家，
以节假日为契机，
开展经常性、
普遍性的员工文体活动，
丰富
了员工精神文化生活。关爱建家，
项目部积极将关爱送到员
工家属、
外协队伍人员手上、
心坎里。
（郑红梅）

中铁五局六公司大力推进执行力建设
为在企业上下形成良好的执行落实工作机制和文化
氛围，中铁五局六公司结合工作实际在全公司范围内创新
性开展“十个一”主题活动，推进执行力建设活动。此次活
动通过开展一次执行力学习反思会，撰写一篇执行力建设
心得体会，开展一次全员执行力培训教育，营造一个执行
氛围等“十个一”系列活动，使全体干部员工深入领会执行
力文化，把贯彻执行转化成自觉行为，实现由被动执行向
主动执行的转变。
（谢永彬 蒋方槐 张思琪）

中铁五局开展桥梁大型设备操作技能大赛
中铁五局六公司2018年度桥梁大型设备操作培训技能
大赛经过精心筹备，于 12 月 5 日上午在衢宁项目部按期开
班，
来自铺架分公司及项目的 25 名桥梁大型设备操作手参
加培训和竞赛。此次技能大赛活动目的是为了促进广大员
工学习技术、
钻研技能，
不断追求岗位前沿技术，
为企业技术
更新做好人才储备。比赛过程中，
参赛人员严守纪律，
规范
操作，
敢于争先，
表现出昂扬的斗志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评委
公平公正，
认真履行职责；
工作人员组织有序，
有条不紊。本
次大赛最终评出团体奖2名，
个人奖6名。
（粟荣富）

中铁七局西藏昌邦公路项目部
开展社会文字整治活动
12 月 20 日，
中铁七局西藏昌邦公路项目部为了贯彻落
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统一语言文字
使用规范、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积极组织开展社
会用字规范整治工作，助力西藏昌邦文明创建。西藏昌邦
公路项目部由各部室主要管理人员组成检查组对全标段宣
传标语、
条幅等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检查，
对存在藏文不规范、
错字、
错拼、
漏字、
错译和翻译不完整等
现象要求进行全面整改，
对存在问题进行一一登记，
并明确
了整改时限和整改要求，
要求责任人进一步加强跟踪督导，
发现一处整改一处，
确保整改彻底到位。
（赵宁宁）

西藏昌邦公路项目部开展精准扶贫活动
近日，中铁七局郑州公司西藏昌邦公路项目部到昌都
市卡若镇贡萨自然村开展精准扶贫活动。32 岁的次曲家
是贡萨自然村的重点贫困户，住的是扶贫搬迁安置区，和
13 岁的儿子相依为命，
唯一的固定收入来源是政府为她安
排的护林员岗位，一年收入约 4600 元。西藏昌邦公路项
目部在与卡若镇政府的工作交集中了解到情况后，主动支
援镇政府的精准扶贫工作，组织项目部员工及各作业队为
她们捐款，并资助了米、面、油、棉被、棉衣等生活物资，确
保次曲娘俩这个漫长的冬天能够温暖度过。 (赵宁宁)

中铁七局郑州新力电力工程
打响施工攻坚战
近日，中铁七局郑州公司“隧道与地下工程施工技术
交流会”在新力电力项目部成功召开，交流会上提出的宝
贵经验为项目最后阶段的施工攻坚战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据悉，新力电力电缆隧道 2 组 660 兆瓦供热机组供电
的电缆大通道工程全长 5.6 公里，该工程地质条件复杂，为
保证隧道按期完成，项目部科学组织、优化施工方案，力争
年底全线贯通，为郑州市市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新力
电力隧道的贯通，将原有采暖面积 1688 万平方米增加至
2356 万平方米，惠及郑州市约 30 万户居民及 50 多家工业
企业冬季供暖。
(赵亚龙 张立杰)

新建郑万铁路郑州东动车所工程顺利开通
12 月 19 日，
经过中铁七局郑州公司和多家施工配合单
位 300 余名员工两天 12 个小时的鏖战，新建郑万铁路郑州
东动车所工程顺利开通。该工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柳林镇
杨金路街道，
是在现有动车所基础上新征用地进行扩建，
呈
东西两级两场纵列式布置。开通后，有效解决了当前郑州
铁路局动车检修和存车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为下一步
河南省
“米”
字形高铁网动车存车、
检修提供保障，
也将进一
步强化郑州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地位。
(赵亚龙 连娜)

中铁七局郑州公司
郑州地铁 5 号线项目全部完工
12 月 17 日 8 时，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标志
着由中铁七局郑州公司承建的郑州地铁 5 号线工程全部
完工，
在参建的 12 家土建单位中名列前茅，
保证了 12 月 28
日郑州地铁 5 号线试运行，获得业主的高度评价。该项目
包括 1 个地下车站、2 个地下盾构区间，全长 1131.59 米。
项目自开工至今在业主履约检查中始终处于前三位置，取
得了第一家车站主体封顶、第一家主体全部完工，并一次
性通过了业主组织的所有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质量验
收。
(赵亚龙 代雅)

中铁九局物资公司
严把“三关”确保新通客专建设质量
日前，由中铁九局参与建设的新民北至通辽客运专线
正在试运营中，这标志着新通客专即将正式开通。为确保
新通客专建设质量，中铁九局物资公司进场后严把“三
关”。在思想教育上“把关”，选派优秀人员进场，定期加强
对现场人员质量意识教育，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使命
感。在招标采购上“把关”，要求现场人员根据物资需求对
工程周边地区展开全面资源调查，对产品质量、履约信用
等方面进行摸底调查，优中选优。在质量控制上“把关”。
从源头抓起，对料源实地考察。截至目前，中铁九局物资
公司以 100%的产品合格率，为新通客专开通奠定了坚实
基础。
（于栋梁 刘宽）

中铁九局物资公司
让“职工热线”连起“幸福线”
为贯彻落实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关注关心关爱员
工，中铁九局物资公司工会通过建立“职工热线”连起“幸
福线”。为推动此项工作深入开展，并形成长效机制，该公
司工会建立组织机构，指定公司机关人员和公司各重点项
目供应站人员专职负责，设定固定电话，定期进行沟通，形
成互动，然后根据沟通事项的难易程度，确定具体的解决
问题方案和解决时限，然后逐一进行消号。
“职工热线”的
建立及时地掌握了现场有关情况和有效地为基层项目员
工解决了棉大衣、电暖气、体育用品等大量实际问题，让职
工得到了“实惠”。
（于栋梁 刘宽）

中铁九局物资公司
“五推进、五提升”劳动竞赛见成效
为全面完成 2018 年物资供应目标，
确保中铁九局承建
的通新、
大张、
成昆、
拉林等重难点工程的建设，
中铁九局物
资公司开展了“五推进、五提升”劳动竞赛活动，并结出硕
果。活动开展以来，
该公司结合实际，
制定劳动竞赛活动方
案，
明确了
“五推进、
五提升”
的工作目标。针对每一项目标
细化具体内容，
量化考核分值。劳动竞赛开展以来，
中铁九
局物资公司累计完成物资供应近 6 亿元，
确保了京雄、
成昆、
拉林等一些国家重难点工程建设顺利推进。
（于栋梁 刘宽）

中铁九局物资公司党委
以夯实“三基”强化党建工作提升
为适应当前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
要求，中铁九局物资公司党委坚持以夯实“三基”强化党建
工作提升。夯实基础，从健全党的组织机构入手，配齐配
强党务工作人员。从制度建设入手，先后制定和修订完善
各项制度 20 余项。夯实基本功，从提升党建工作人员素
质入手，加强学习培训和教育，建立“党建工作学习日”，定
期深入学习党的重大理论方针政策、党委有关制度办法
等。夯实基层，严格落实支部换届改选工作，今年公司党
委全部完成了支部换届改选工作。
（于栋梁 刘宽）

中铁二十二局电气化哈分公司率先完成
哈局首批无线列调升级改造工程
拉滨线无线列调升级改造工程，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
首批普速线路无线列调升级改造工程之一，近日已由中铁
二十二局集团电气化哈分公司率先完成施工。据该项目
经理介绍，该线路为既有线，途径 109 公里 9 个车站，存在
并行调度、集中调度等能力的不足，已经成为制约该线路
运营和业务拓展的瓶颈。本次升级改造后，将采用安全可
靠、节省成本、兼容性强的 GSM-R 系统作为列控信息、车
地通信等关键信息承载网络的通道，从而保证了列车控制
业务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齐琳 吴晓丹）

中铁二十五局柳州东外环北段
将于本月底贯通
近日，从中铁二十五局广西柳州市东外环北段项目部
传来消息，该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整条道路主线将于 12
月底贯通，通车后 10 分钟即可从柳北直抵柳东，为广西壮
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献上一份厚礼。柳州市东外环北段
高速公路长约 11 公里，有 15 座桥梁，桥梁长度达到整条路
里程的一半，困难重重。据现场施工负责人梁玉亮介绍，
柳北区为柳州重要的重工业以及物流园区；而柳东新区为
柳州重要的汽车产业及物流园区，这两个区域之间经常有
重型大货车来往。东外环北段通车后，大货车将可以从柳
北香兰片区直通柳东，路程大大缩短，市民上班、回家更加
方便快捷。
（吴盛洋）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房地产公司
把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送到一线员工身边
为抓好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的贯彻落实，12 月 16 日，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房地产公司组建了一支由工会干部、先
进职工代表和一线员工组成的宣讲队走进项目，走进工地
一线，面对面与项目员工、与一线工人开展宣讲，结合自身
实际，用朴实的语言将工会十七大精神的新成就、新情况、
新论述、新目标、新部署以及新要求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
既讲理论又讲现实，既讲政策又讲落实，用鲜活地事例为
一线员工答疑解惑。据了解，该公司将持续开展“解决小
诉求、凝聚大力量”、
“下基层、送服务”等情系员工、凝聚力
量的活动。
（龚凌）

中铁隧道局商合杭五标
首件无砟轨道防水工程顺利通过验收
近日，中铁隧道局商合杭五标无砟轨道首件防水工程
顺利通过业主验收组的验收，为商合杭五标全面进行无砟
轨道防水工程施工创造了有利条件。商合杭五标无砟轨
道首件防水工程位于古城特大桥 738 号墩至 740 墩之间。
京福客专安徽公司首件防水工程验收组对 738 号墩至 740
墩之间的水沟防水漆粉刷、桥面中间的防水层厚度、外观
质量等进行了仔细的检查。随后，检查组对桥面防水专项
作业指导书、施组方案等内业资料进行了查看，大家对首
件防水工程给予了高度评价。
（付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