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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安泰鑫一年定期开放基金
开放申购
据 Wind 数据显示，2018 年债券基金以平均收益率
4.16%成为公募基金市场上的业绩冠军，为投资者创造了
丰厚的回报。在此背景下，优秀的债券型基金正逐渐成为
投资者资产配置中的标配品种。日前，诺安泰鑫一年定期
开放基金结束其第五个封闭期，进入开放期。现在工行等
各大银行、券商、网络直销平台均可申购。据了解，诺安泰
鑫一年定期开放基金自成立以来已成功运作了五个完整
周期。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西镇 5 标
成功架设首片预制箱梁
1 月 22 日，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西镇 5 标第一片预制
箱梁架设成功。这是项目跨入新年后第一个重大工程节
点，标志着桥梁上部结构施工驶入快车道。项目共有预制
箱梁 1552 片，工期紧、任务重，且施工条件异常艰苦，但项
目全体参建员工众志成城、攻坚克难，便道施工、梁厂建
设、箱梁预制等均按期完成，其中梁厂便道经过多次施组
论证，最终确定之字形调坡以有效降低坡度，满足运梁要
求。第一片梁从提梁、运输、现场架设，过程顺畅平稳、安
全可靠。春节临近，项目参建员工斗志昂扬，依然坚守岗
位，
誓言站好节前最后一班岗。
（李湘章 谭赞）

中华姓氏文化寻根之旅“归心工程”
在京启动
1 月 26 日，由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中国华文教育基
金会、庄希泉基金会联合发起，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
公益支持的以架起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向祖国，共圆梦想，
延续根脉，留住乡愁的平台和桥梁，为他们的家国情怀提
供文化引领、活动设计、项目对接和工作生活服务为目的
的中华姓氏文化寻根之旅“归心工程”在京启动。庄希泉
基金会主席庄炎林、文化和旅游部原部长蔡武、中国东方
文化研究会会长袁守启、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理事长赵阳
以及社会各界代表 100 多人参加了本次活动。（温森特）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济南地铁 R3 线四标
西周家庄站获评全国三星级现场
近日，从中国质量协会传来喜讯，由中铁五局机械化
公司承建的济南地铁 R3 线四标西周家庄站获评全国三星
级现场。这是机械化公司首个城市轨道工程项目获评全
国星级现场。全国现场管理星级评价活动由中国质量协
会组织，旨在促进企业在现场管理过程中科学应用先进质
量管理方法，实现质量改进、效率提高、资源节约、环境保
护，不断提高基础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能力。济南地铁
R3 项目在施工管理过程中，坚持标准化、精细化、规范化
管理，以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手段对现场各生产要素进行
合理有效管理。
（李湘章 黄柏 罗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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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三局五公司贵南项目
多项殊荣彰显企业实力
中铁三局五公司贵南铁路项目自去年进场以来，项目
经理周伍艺与党政班子成员一道，超前谋划、主动出击，在
确保质量安全的基础上，有序推进施工生产。他们不仅连
续创造 17 项“全线第一”的骄人战绩，而且，将集团公司贵
南经理部授予的“先进单位”收入囊中。工程管理部、混凝
土中心作业队分别斩获“先进部门”，受到了集团公司贵南
经理部的表彰。贵州省总工会、沪昆客专贵州公司授予贵
南项目路基队和三号钢结构型钢班组“贵州省工人先锋
号”
、
“贵州高铁建设优胜班组”
两项殊荣。
（罗亚惠）

中铁三局五公司蒙华项目
斩获多项荣誉
1 月 19 日，在中铁三局蒙华铁路经理部召开的 2018
年工作总结暨 2019 年工作计划会上，五公司蒙华项目荣
获“决胜杯”劳动竞赛第二名；工程部、财务部获“先进部
门”荣誉称号；杨景院、段纪春、武银平、刘志刚、李江涛、
龚金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受到了表彰。2018 年，五公
司蒙华项目经理李宏龙与班子成员一道，团结带领全体
参建员工以道砟铺设、房建施工和剩余工程施工为重点，
不断优化施工组织，合理调配生产资源，强化施工现场管
控，确保了年度各项目标的顺利实现，赢得了各级领导高
度赞誉。
（武银平）

第二届中国能源投资发展论坛
在京召开
1 月 20 日，由中国投资协会能源投资专业委员会主办
的第二届中国能源投资发展论坛在京召开。论坛不仅对
我国 2018 年能源发展进行总体回顾，还对 2019 年能源与
投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展望，从天然气、光伏、风电、生物
质等清洁能源市场总体分析，到中国电力市场、碳市场的
建设与培育。论坛邀请了电机、电力驱动和电动车专家陈
清泉院士、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
任主任李俊峰、中国中化集团原总地质师曾兴球作了报
告。国家能源局法制与体制改革司丁志敏副司长等部门
领导及来自能源领域的企业、行业协会及投融资机构代
表约 150 人参会。

中国援建蒙古残疾儿童发展中心项目
正式移交
1 月 24 日，在中国援建蒙古残疾儿童发展中心一楼大
厅，随着中国政府代表邢海明将一把“金钥匙”交给蒙古国
政府代表钦卓里格手中，标志着由中铁四局承建的中国援
建蒙古残疾儿童发展中心项目已顺利交给蒙古国投入使
用。该项目由中国政府投资无偿援助建设，中国中元国际
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并管理，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承
建。在建设过程中，中铁四局践行央企社会责任，给当地
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施工期间雇佣和使用蒙籍雇员 1000
余人次，蒙籍员工比例达到 70%以上，提升了中铁四局良
好的企业形象，为进一步开拓蒙古国市场创造了有利条
件。
（杨方明 张大伟）

西安地铁六号线万寿南路站至东盛北路站
即将全面进入二衬施工阶段
1 月 22 日，西安地铁六号线二期工程万寿南路站至东
盛北路站地裂缝段暗挖隧道实现双线顺利贯通，标志着该
工点即将全面进入二衬施工阶段。西安地铁六号线二期
工程万寿南路站至东盛北路站区间左线暗挖段全长 195
米。该项目部自成立以来，项目部科学组织生产，严把安
全质量关，最终实现万—东区间地裂缝段暗挖隧道双线顺
利贯通，同时也是六号线二期第一个贯通的暗挖区间。据
了解，该项目部为加快洞内二次衬砌施工，目前正在紧锣
密鼓地组织拼装衬砌模板台车工作，向节后任务目标发起
冲刺。
（江菠）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双龙项目喜获
2018 年贵州省“模范职工小家”荣誉称号
近日，贵州省总工会下发《关于命名表彰 2018 年度贵
州省模范职工之家（小家）的决定》文件，中铁五局机械化
公司贵州省双龙项目喜获 2018 年度“贵州省模范职工小
家”荣誉称号，这是项目继获得 2018 年贵州省“工人先锋
号”荣誉称号后的又一项殊荣。过去一年，项目以创建省
级“模范职工小家”为目标，努力构建民主型、安全型、温暖
型、效益型“四型”小家。在组织建设、民主管理、宣传教
育、服务职工等方面均有亮眼成绩。 （李湘章 陈钎华）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对
《我像不像你的靠山》作者进行拜年慰问
1月22日—23日，
新华网、
新浪网、
腾讯网、
新华社和《人
民日报》等媒体推送《我像不像你的靠山》视频和图文同时头
条报道。与此同时，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组织公司工会、
人
资部和宣传部人员代表公司党政工团，
前往该作品作者聂彬
居住地提前进行拜年慰问。古有鹿乳奉亲、
黄香温席，
现有
聂彬肩扛责任、
手环温情。聂彬用自己的肩膀向我们每个人
诠释了什么叫寸草春晖、
十指连心。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
中，
我们每个人也都应该时刻端正思想态度、
弘扬正能量，
用
双手温暖至亲，
用责任回报企业，
用大爱回报社会。
（李湘章）

中铁五局突破桥梁架设曲线半径极限
顺利完成施工任务
1 月 7 日，中铁五局六公司靖神项目部突破桥梁架设
曲线半径极限，顺利完成小保当特大桥外环线 300 米小
曲线 T 梁架设施工任务。小保当特大桥位于陕西省榆林
市神木市境内，是全线 T 梁架设重点控制工程之一，该桥
为 300 米小曲线半径特殊型桥梁。为确保安全顺利完成
小保当特大桥架设，项目部不断优化施组、调整各项方
案，并通过挖掘设备潜能提升架桥机小曲线架梁能力，突
破了架桥机设计架设最小曲线 400 米的极限，实现了 300
米小曲线的安全架设，顺利完成业主下达的年度施工任
务。
（蒋方槐 杨正坤）

中铁五局宁德制梁场
获节能减排标准化工地
新年伊始，从中铁五局衢宁项目部传来好消息，在中
国中铁股份公司开展的 2018 年节能减排标准化工地评选
活动中，衢宁项目部宁德制梁场在众多参评项目中脱颖而
出，荣获股份公司 2018 年度“中国中铁节能减排标准化工
地”荣誉称号。衢宁项目部自进场以来，始终以创省部级
安标工地，争创国家优质工程质量为目标，倾力打造“七
化”梁场。并从节材、环保、技术创新、能源节约、节地、管
理方面着手，把节能减排工作目标分解到年度生产指标的
各个环节上，从而实现了节能减排目标，达到了节能减排
目标值。
（尹润波 粟荣富）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
蒙华铁路施工管段开始铺轨
1 月 22 日，蒙华铁路铺轨顺利进入中铁五局机械化公
司施工管段。公司承建的蒙华铁路 15 标一工区管段，线
路 全 长 20.6 公 里 ，主 要 由 8 桥 5 隧 1 站 组 成 ，桥 隧 总 长
18.5 公里，占线路总长的 90%，工期 55 个月，合同价 12.3 亿
元。其中洛河大桥、黄柏岭隧道属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
程。项目自 2015 年 7 月进场建点施工，并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顺利完成了管段内 5 座隧道共 30.826 单线公里的无
砟轨道施工，为确保顺利铺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蒙华铁
路在公司施工管段按双线铺轨，共铺轨 41.2 单线公里，计
划在 12 天内完成。
（李湘章 郭建明）

中铁九局电务公司党委召开
集中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动员部署会
1 月 9 日，
中铁九局电务公司党委召开集中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动员部署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
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
央纪委、中铁九局党委文件要求，按照“学习动员、调研排
查、整改总结”三个阶段部署推动中铁九局电务公司集中
整治工作。引领公司全体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强化
责任担当，改进不足，持续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自觉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魏光 孙景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