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 15

2019 年 04 月 23 日 星期二 编辑：赵玲玲 校对：许舒扬 美编：
王祯磊

中铁电化运管公司莱芜维管段党委
开展“三亮三比三评”活动
为进一步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激发党建工作活
力，中铁电化运管公司莱芜维管段党委在所辖党支部开展
“三亮三比三评”
（亮身份、亮标准、亮承诺；比技能、比作
风、比业绩；党员自评、群众评议、领导点评）活动。该段党
委通过细化、量化“亮、比、评”内容、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的
日常监督检查等方式，引导广大党员按照“四讲四有”合格
党员标准，主动融入安全生产中心工作大局，在一线工区
倡导“工匠”精神，在管理科室弘扬“服务”理念，切实发挥
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郭伟）

中铁上海局七公司西安地铁五号线项目部
举行班组长聘任暨群安员上岗仪式
4 月 15 日，中铁上海局七公司西安地铁五号线项目部
在工地现场举行班组长聘任暨群安员上岗仪式。5 名班组
长和 3 名群安员经过培训、考试合格后宣誓上岗，成为了
生产一线群众性安全质量监督防控的前沿“哨兵”。项目
经理张宾在活动中强调，全体上岗人员要牢记使命，积极
参与到项目安全管理工作中，加强日常巡视度；要多打安
全“预防针”，将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要及时排查施工隐
患，
，
彻底杜绝违规违章施工作业。
（张祺）

中铁四局南京分公司参建的
合福铁路获詹天佑大奖
4 月 12 日，第十六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在京正
式公布。由中铁四局南京分公司参与施工的合（肥）福
（州）铁路榜上有名，这是该公司继京沪高铁南京南站之
后再次获此殊荣。本次公布的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上榜名单中，由中铁四局南京分公司参与施工的合（肥）
福（州）铁路是中国首条时速 300 公里以上的山区高铁，
被誉为中国“最美高铁”线路。中铁四局南京分公司自
工程开工以来，精心组织，科学施工，出色完成了管段各
项施工任务，确保了合福高铁 2015 年 6 月 28 日顺利开通
运营。
（左新国 何志强 徐伟）

中国铁路文工团走进贵南高铁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西察公路
XC-1 标项目举行劳动竞赛动员大会
为充分调动参建员工的积极性，确保项目年度目标任
务圆满完成，4 月 14 日，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西察公路
XC-1 标项目召开“大干 100 天”劳动竞赛动员会，项目部
全体职工、各项目队长、技术主管，专业化公司项目负责
人，各劳务工班负责人共计 44 人参会。会议介绍了项目
工程概况、公司下达的年度施工任务和项目 2019 年开工
情况，宣布了项目全年的施工计划安排，阐述了开展本次
“大干 100 天”劳动竞赛的重要意义。同时，宣读了“大干
100 天”
劳动竞赛考核实施办法等。 （李湘章 汤志君）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
成本督导组到牡佳项目检查督导
为掌握项目实际情况，通过定性、定量的分析帮助项
目解决实际问题，4 月 13 日至 15 日，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
成本管理督导组到牡佳项目检查督导。根据要求，项目全
体员工要立足实际，切实开展好成本管理相关工作。期
间，督导组一行来到项目嘎库河特大桥施工现场，对现场
质量控制、精细化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此外，
督导组还采用个别谈话的方式，与项目经理、党工委书记
及工经、财务、物机等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廉洁谈话和作出
要求。
（李湘章 何文傑）

中铁四局机电公司多项 QC 成果
获省级大奖
4 月 17 日，
由江西省建筑业协会主办的 2019 年度全省
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成果交流会在南昌召开，中铁
四局机电公司发布的 QC 成果获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一
项。据悉，此次江西省评选优秀 QC 成果经过严格的资料
审核进行排名晋级。最终公司深圳地铁十号线项目部 QC
小组发布的《提高风管法兰自动焊接一次合格率》、南昌地
铁项目部发布的《提高防雷和综合接地施工质量合格率》
两项成果荣获江西省优秀 QC 成果一等奖，公司河南分公
司发布的《提高盾构区间化学锚栓施工质量合格率》荣获
江西省优秀 QC 成果二等奖。
（杨歆 阮杰）

中铁四局五公司千名党员
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充电加油

郑州南站郑万正线箱梁架设完成
郑万铁路河南段实现南北贯通

自中宣部建设的“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上线运行以
来，中铁四局五公司千名党员已全部通过 PC 端和手机
客户端注册并实名验证完成，分二个阶段用“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充电加油，呈现出比学赶超的劲头。该公司党
委将以“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为契机，采取学习竞赛、积
分排名、支部评比等方式，广泛深入开展党员学习活动，
坚持完成每天的学习任务。70 多个项目党委（支部）形
成比学赶超学习氛围，并将把总分值作为年终考评党员
和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要求各党支部多渠道、多形式
全员学习。
（陈国平）

4 月 17 日，随着中铁四局郑州南站承轨层最后一孔
821 吨双线预制箱梁稳稳落在指定桥墩上，标志着郑州南
站郑万正线预制箱梁架设全部完成，实现了郑万铁路河
南段南北贯通，为郑州南站郑万正线铺轨和 8 月 1 日联调
联试提供了有利条件。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郑州南站郑
万场郑万正线需满足 8 月 1 日联调联试的要求，对节点工
期分解，有效工期不足 6 个月。为确保“8.1”节点，中铁四
局郑州南站 ZNGJS-1 标项目部现场 2000 余名施工人员
和 150 余台机械，24 小时两班作业施工，以集团会战确保
工期。
（关超）

中铁武汉公司承建武汉新港铁路倒水河
特大桥最长连续梁合龙
4 月 17 日，由中铁武汉公司承建的新港铁路 3 标项目
倒水河特大桥最长连续梁顺利浇筑合龙。该标段全长
22.767 公里。本次浇筑的连续梁为该桥最长连续梁，是全
线的咽喉要道和架梁通道的瓶颈工程。为解决跨河施工
难题，项目部前期通过钢管打入河底以下 6 米深，搭建出
一条 2 公里长的栈桥和 2.5 万平方米的施工作业平台，进
而进行桩基施工。为保证水中墩施工质量，项目部事先在
水中筑起长方形围堰，抽干其中的河水，再进行水下承台
和墩身施工。
（车春兰 雷霄）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党委
召开党建专题活动现场推进会
为实现公司“十三五”做实做强做优企业的战略目标，
抓好公司党建思想政治工作，近日，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
党委在公司牡佳项目召开深化“勇担当·强作为·当先锋”
党建专题活动现场推进会。推进会深入剖析了活动的主
旨和内涵，要求领导干部、党组织、广大党员三个主体对照
“勇担当·强作为·当先锋”活动要求找到相应的任务和责
任。要求项目党工委做到以党建促生产，以党建促发展。
要求各项目要善做善成勇担当，真抓实干强作为，勇争第
一当先锋，
为项目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李湘章 雷婷）

中铁七局四公司
“3641”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4 月 15 日，中国中铁七局四公司党委召开党建现场
会，正式启动“3641”党建强化工程，助推企业高质量发
展。四公司党委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针对基层项
目党建重点工作和薄弱环节，研究制定了“3641”党建强
化工程工作方案。该方案从“党建基础工作、融入经营管
理、项目文化建设”三个维度出发，围绕项目班子建设、党
员日常管理等六项重点工作进行 18 项流程和标准细化，
制定出“一套党支书记工作方法、一套量化考核办法、一
套项目党建工作流程图、一套党员目标管理体系”四套工
作体系。
（孙少甫）

中铁五局安六铁路项目部
开展铁路建设安全宣讲活动
为推动安六铁路安全建设，构建和谐路地关系，4 月
11 日，
中铁五局安六铁路项目部协同沪昆客专贵州公司安
六铁路六枝指挥部、贵州省六枝特区发改局及监理等单位
在六枝特区第九小学开展安六铁路建设安全宣传活动。
通过这场富有成效的宣讲活动，广大师生和家长知晓了安
六铁路施工现场的特性以及国家在铁路建设安全管理方
面的法律法规，理解了小学生远离铁路施工区域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纷纷表示要争当铁路建设安全的安全员、宣传
员、警卫员。
（蒋方槐 肖清洋）

4 月 12 日晚，中国铁路文工团来到南宁市武鸣区贵南
高铁施工现场慰问演出。云桂铁路广西公司、中铁广州
局、中铁二院等建设单位和全线参建施工单位的 200 多名
建设者观看了慰问演出。在演出中，中铁广州局贵南高铁
9 标项目部女工黄彩霞代表广大建设者代表，应邀上台与
演员们互动，联袂演出，精彩的表演获得现场观众们的阵
阵掌声和喝彩声。
（杨世全 黄彩霞）

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黔张常项目部
300 条定制毛巾礼盒宣传企业合创文化
2019 年 4 月 10 日，
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黔张常项目
部一分部向一线参建员工赠送定制毛巾礼盒 300 多条，拉
开了该项目部宣传企业合创文化活动的序幕。这项活动在
施工大干期间带给一线员工浓浓关怀的同时，更体现了中
铁武汉电气化局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提升了品牌形象，
令
宣传效应增添持久效果，还为该项目在经营和商务活动中
提高扩大企业知名度打开了一扇窗。
（李平 邹姣）

中铁九局电务公司鸡冠山站
计算机联锁改造工程顺利开通
4 月 15 日 9:00—15:00，由中铁九局电务公司承建的鸡
冠山站计算机联锁改造工程历经 6 个小时的奋战顺利开
通。 鸡冠山站计算机联锁改造工程位于沈丹甲线，此次
施工将既有室内外联锁设备更新改造，既有的交流计数电
码化改造为四线制 ZPW-2000A 系列电码化，涉及信号、通
信、电力专业相互配合施工。本次施工，共完成轨道电路
安装调试 17 个区段，补偿电容安装 52 个，信号机显示核对
19 架，道岔位置核对 9 组，移设数调前台 1 套，移设无线列
调电台和自动电话 1 套。
（杨思远 孙景禹 魏光）

账户注销公告
单位机构改革现需注销原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北京市丰台区园林局；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1000000648201；
账号：0200004729200206307。
特此公告。
北京市丰台区园林绿化局

注销公告
悦 迪 安（北 京）管 理 咨 询 有 限 公 司（注 册 号
9111010839603672X7）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清算组负责人：凯思琳·佩特森，成员：蓝斗香
港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声明
近期，我司接到群众反映，疑似有相关单位冒用我
公司或我公司关联单位名义，
进行吸收公众资金等违法
活动。
我公司现严正声明：
我公司及我公司关联单位从未
与任何机构合作进行公共资金募集等活动。任何冒用
我公司或我公司关联单位名义进行的不法行为，
我公司
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恳请各位投资人在投资或合作过程中，
保持客观理
性，
审慎核查相关事实，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中教乐恩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怀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天同宏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报纸公告主文部分）
根据北京怀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天同宏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
排，北京怀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将对其公告清单所列债权有关的主债权、从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抵押权、质权、保证等附属权利）及其他相关权益依法转让给天同宏基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天同宏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
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承继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天同宏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迟延履行债务利息、为实
现债权产生的相关费用等的支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基准日：2019 年 4 月 19 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债务人
担保人
生效法律文书/借款合同 债权本金（余额）
黑龙江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京 02 执 406 号《执
300,000,000
北京哈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哈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哈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行裁定书

北京哈特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XRB10006号
《项目借款合

北京哈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同》

北京哈特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XRB10011号
《项目借款合

北京哈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同》

3,934,962.43
4,858,657.93

注：具体利息计算方式及金额均以生效法律文书、贷款合同或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
等规定为准。
北京怀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天同宏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