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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九局七公司
多举措抓好职工思想稳定工作
中铁九局七公司党委结合公司实际广泛开展职工思
想调研工作。一是强化思想引领。公司党委利用学习平
台督导全员学习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学习先进人物事迹
强化立标树型，做好职工思想上的引路人。二是强化问题
整合。通过职工思想调研，将问题进行整合，分清共性与
个性，有的放矢的抓好稳定工作。三是加强形势教育。通
过召开职工大会，做好形势分析，特别是关系职工切身利
益的问题，做好官方解释说明工作，提升广大干部职工的
工作积极性。
（郑楠）

中国石化鄂尔多斯分公司
召开 2019 年度 HSSE 工作会议
2 月 22 日，
中国石化鄂尔多斯分公司召开 2019 年度工
作会议，公司 HSSE 委员会成员、油库班子、加油站站长共
计 90 余人就安全、环保、质量等工作进行部署。会议要
求，公司安委会要严格落实 HSSE 各项工作要求，从细从
严做好各项工作部署。各级管理人员加强责任意识和红
线意识，切实把 HSSE 工作落到实处。会上，公司安委会
还同各级干部当场签订了《HSSE 目标责任书》。 （董琦）

中国石化鄂尔多斯分公司
开展日清日结改革
中铁九局四公司承建的
中铁阅香湖工程正式开工
由中铁九局四公司承建的中铁阅香湖工程，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完成第一次混凝土浇筑，标志着该工程正式开
工建设。中铁阅香湖工程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为筏板
基础，主体为框架—剪力墙结构。合同竣工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30 日。四公司此前承建的中铁香湖住宅小区一期
至三期多种住宅工程，共计建筑面积超过 40 万平方米，相
继获得了辽宁省安标工地、
“哈、长、沈”三市联检金牌工程
等荣誉奖项，为业主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更为沈城人
民奉献了一个环保、人性化、品位独到，细节与环节双优的
品质居住区，展现了以品质赢得信赖、以诚信铸就未来的
口号。
（何璐岐）

中铁九局阅香湖项目党支部
明确 2019 年党内重点工作
近日，中铁九局阅香湖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党支部
书记在全面总结 2018 年党支部工作的基础上，确定了
2019 年支部六项重点工作，一是以学习贯彻公司“两会”工
作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提高项目党组织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二是进一步增强职工参与项目发展壮大的积极性；三
是进一步健全完善民主管理制度；四是妥善解决职工关注
的热点、焦点问题；五是进一步发挥项目党组织作用；六是
以支部自身建设贯穿全部党内工作始终，努力使党组织整
体工作再上新平台。
（何璐岐）

中铁九局阅香湖项目
落实公司“两会”精神
近日，中铁九局阅香湖项目召开全员大会，传达落实
公司职代会及 2019 年工作会议精神，
并结合项目复工前实
际明确了 2019 年的各项工作重点。一是扎实开展形式任
务宣讲。项目党支部书记将公司“两会”形势任务宣讲与
项目党支部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有机结合，确保把会
议精神层层传递，贯彻到每名职工。二是重点抓好复工后
的各项准备启动工作。项目部重点加强与甲方、监理的沟
通，尽快解决各类问题。三是做好各项信息沟通反馈。对
公司各业务系统提出的工作要求要做到迅速落实、及时反
馈，确保信息畅通。四是强化责任意识。引导广大职工树
立责任意识，
高标准、
高效率地做好本职工作。（何璐岐）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党群干部集中
“充电”
为紧跟新时期党建工作形势和要求，进一步加强基
层党群组织建设，提升党群干部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2
月 24 日晚，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党委举办 2019 年党群
干部培训会。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张斌出席，公司
党群部门负责人及基层党工委书记、党支部书记、工委
主任等党群干部共计 63 人参加了培训。期间，公司党群
部门负责人先后进行了授课，并结合当前工作要求、日
常督导基层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以及今年重点工作等方
面为党群干部进行了精心辅导，为党群干部明确工作思
路、树牢工作理念、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指明了
方向。
（李湘章 石萍萍）

中国石化鄂尔多斯分公司积极开展加油站薪酬日清
日结改革试点工作，通过整体谋划、试点选树、现场调研，
印发了工作方案，推动工作顺利开展。一是高度重视、统
筹规划。召开经理办公会议专题研究，要求全体干部员工
要统一思想、全员动手、形成合力，务必高效推进。二是深
入一线、开展调研。2 月 26 日，组织调研组到现场征集一
线员工的意见 11 条，解答了基层员工 9 项问题。该公司将
继续动态跟踪、分析反馈、持续改进，务求日清日结改革工
作有效推进。
（董琦）

中国石化鄂尔多斯分公司
统筹部署施工工作
为确保 2019 年双层罐改造、隐患治理等施工改造项
目安全有序推进，中国石化内蒙古鄂尔多斯石油提早着
手、整体谋划、突出重点、合理安排，统筹全年施工改造项
目，为施工改造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统筹双层罐改造、
防渗改造、提量改造、隐患治理改造和维修改造等项目，认
真分析研判，列出具体项目推进方案，明确施工进度。调
动各线条工作积极性，落实岗位责任，统一思想、形成合
力，保证施工开展顺畅，尽全力保证施工项目如期竣工、恢
复营业，
为经营工作提供有效支撑。
（董琦）

中国石化鄂尔多斯分公司
开展施工安全培训
为确保 2019 年双层罐改造、隐患治理施工项目安全
有序推进，2 月 22 日，中国石化内蒙古鄂尔多斯石油分公
司举办了 2019 年施工改造安全培训，入围承包商、监理单
位等共计 80 余人参加了培训。培训重点围绕案例事故分
析、现场管理、制度宣贯、风险管控等方面，聚焦 2018 年施
工现场安全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如何针对性提升现
场进行了详细讲解，并现场互动，解答大家疑惑，确保培训
质量。培训结束后，参加培训人员当场就学习内容进行了
测试，
测试结果全部达到及格以上标准。
（董琦）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成功召开
四届四次职代会暨 2019 年工作会
2 月 25 日至 26 日，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四届四次职代
会暨 2019 年工作会在衡阳本部胜利召开。会议对公司
2018 年的主要工作做出了总结，
对 2019 年的各项工作任务
做出了全面部署，来自公司各单位的 201 位职代会代表和
工作会参会人员齐聚一堂，共同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献计献
策。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张斌，总经理李奇峰，党委副
书记、
纪委书记曹奕等做了工作报告。会上，
公司领导班子
成员作了述职述廉报告。大会听取了职工代表提案、集体
合同等报告，
分团讨论了报告和讲话；
进行了民主测评和票
决；
审议通过了有关决议；
签订了有关责任书。 （李湘章）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党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召开 2019 年第一次集中学习会
2 月 24 日，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在衡阳本部召开 2019 年第一次集中学习会。会议由公司
党委书记、
执行董事张斌主持，
公司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参加
会议，
公司副三总师、
纪委副书记列席会议。公司总经理李
奇峰解读了局总经理刘晓辉作的行政工作报告。公司党委
副书记、
纪委书记曹奕解读了局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曹吉
波作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报告。李奇峰强调要求全面贯彻
落实局 2019 年
“两会”
精神，
重点抓好亏损治理和执行力建
设两项工作，
努力完成年度各项奋斗目标。
（李湘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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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党委召开 2019 年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联席会
2 月 26 日，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党委召开 2019 年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联席会，公司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共
计 201 人参加会议。会议举行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签订
仪式。会议深入学习了局党委书记徐中义和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曹吉波在局 2019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会议通报了股份公司典型违纪案例
和公司 2018 年度纪律审查工作情况，部署了公司 2019 年
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重点工作。 （李湘章 邓焱）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召开
局 2019 年“两会”精神学习宣贯会
2 月 26 日晚，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在衡阳机关本部
召开局 2019 年“两会”精神学习宣贯会。会议要求各单
位全面贯彻落实局 2019 年“两会”精神，进一步开展“大
学习、大讨论”，在公司上下掀起贯彻落实局“两会”精神
的热潮；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第一政治任务，重点
抓好亏损治理和执行力建设两项工作，全面完成 2019 年
生产经营目标和各项工作任务，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迈
向新台阶。公司领导班子、副三总师、部门负责人及公司
所属各单位项目经理、党工委书记、总工程师等共计 201
人参会。
（李湘章）

书记述职“晒”工作
评议“考”成效
2 月 25 日，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召开 2018 年基层党
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公司党委书记、执行
董事张斌出席，相关领导班子、公司党群部门负责人及
各项目党工委书记、分公司党支部书记、工委主任代表
共 62 人参会。此次述职评议共有 38 位书记参加，采取
现场述职和书面述职相结合的办法。各位党组织书记
就 2018 年抓党建工作履职情况、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
作思路进行了述职汇报。期间，会议就如何在执行力建
设年推进中发挥作用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接着，会
议对 38 位基层党组织书记进行了现场不记名测评。最
后，张斌针对基层党组织书记述职报告和现场问答进行
点评。
（李湘章 董素莉）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党委
召开 2018 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
2 月 24 日，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党委在衡阳机关本部
召开 2018 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局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曹吉波莅临会议作重要讲话，局纪委副书记、
监察部长周辉佳到会指导。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及多个部
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通报了 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和
落实中央纪委《工作建议》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
情况、本次生活会会前学习准备情况、征集的意见和建议
情况、公司党委 2018 年落实主体责任、纪委落实监督责任
情况、公司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等。会上，公司领导班
子成员紧扣生活会主题，依次实事求是地进行了自我剖
析。随后，张斌带头进行个人对照检查，班子成员逐一发
言。
（李湘章 邓焱）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济南地铁 R3 线项目
举行党员突击队授旗仪式
2 月 20 日，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曹奕，副总经理李新阶到公司济南地铁 R3 线项目检查
指导工作，并为项目党员突击队授旗。李新阶指出，目前
是项目攻坚克难、收官之战的关键时期，项目全体员工要
紧紧围绕业主下达的节点工期要求，为确保 R3 线国庆通
车试运营、建设美好泉城地铁以及公司拓展巩固地铁市场
做出应有贡献。曹奕向奋战在一线、辛勤付出的全体员工
表示感谢，号召大家团结一心、勇于担当，坚决打好攻坚
战，向济南市人民、轨道交通集团以及局、公司交上一份满
意的答卷。项目党工委书记欧阳惠放、项目经理刘迎春带
领全体党员宣誓。
（李湘章 柴用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