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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健康生活新方式
小天鹅用户为本驱动创新
由小天鹅发起，中国轻工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健
康洗涤生态联盟”论坛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围绕全社会关
注的健康话题深入探讨后指出：除螨、除菌以及去除洗涤
“残留”等已成为洗衣机技术创新方向，早已完成技术卡位
的小天鹅，走在行业前端。由小天鹅牵头的首个“健康洗
涤生态联盟”，实现了从洗衣机单品到品质链，再到整个健
康产业链的全面升级。通过异业合作、品牌合作，使洗衣
机、洗涤用品和服装面料等三大产业形成跨界合作，共同
构建一个整合上下游资源的生态平台。
（许意强）

税官变身“星期六专家”
助力减税降费“实打实”落地
近日，北京市平谷区委组织部专门吸纳区税务局税务
专家加入“星期六专家”团队，并为平谷区的创业青年们上
了一堂生动的减税降费政策培训课，助力减税降费政策
“实打实”落地。据了解，
“星期六专家”是平谷区利用专家
人才在非工作日时间开展科学普及、科技攻关、决策咨询、
工程论证、技术指导、文化传播等帮扶活动的具体举措，目
的在于引导人才向基层流动、为群众服务，目前已建设基
地（站）点 6 个，联系各类专家 90 多名，分布在三农、经济、
文化等多个领域。
(张荣荣)

“山西小米，相约津门”
天津专题推介活动在津召开
4 月 19 日，
“ 山西小米，相约津门”天津专题推介活动
在津成功召开。山西、天津两省市粮食部门、有关市县、山
西省粮食行业协会、山西农业大学和相关企业参加活动。
山西省政府副秘书长翟振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许
颖悟出席活动并致辞，山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
记、局长王云龙主持。据悉，
“山西小米”品牌在天津市政
府和商务部联合举办的“2019 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
暨 PECC 博览会”上精彩亮相，受到天津市民和参展代表
的喜爱。
（温森特）

昆明地铁 4 号线金鼎山站—苏家塘站区间
左线盾构顺利始发
4 月 11 日，伴随着“韶山六号”盾构机缓缓向前挺进，
由中铁五局承建的昆明地铁 4 号线 3 标金鼎山站—苏家塘
站区间左线盾构在苏家塘站顺利始发。为确保此次盾构
安全顺利始发，项目部多次组织召开安全专项评审会，对
盾构始发方案进行论证；开展应急救援演练，提高应急救
援能力；对已完成调查沿线管线及建筑物情况，编制了管
线保护下穿建筑物方案；针对盾构始发施工风险特点，成
立盾构始发应急领导小组、工作小组，有效运行安全管理
体系，
做好保障工作。
（陈凯 张振鹏）

深圳地铁 6 号线民乐停车场出入线隧道
双线顺利贯通
4 月 10 日，由中铁五局首次采用双护盾 TBM 施工的
深圳地铁 6 号线 6111 标民乐停车场出入线隧道右线顺利
贯通，至此，这条具有 260 米最小半径曲线段、7 次穿越断
层破碎带、上跨下穿高铁地铁、侧穿水库等众多施工难题
的隧道，经过建设者 300 多个日夜的奋战攻关，顺利实现
了双线全部贯通。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承担施工的深
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6 号线二期工程 6111 标主体工程民乐
停车场出入线隧道线路大体呈东西走向，起点为翰梅区
间。小半径施工难度为国内首例。
（陈凯 张振鹏）

西安地铁 9 号线芷阳广场—大学城区间
左线顺利贯通
4 月 10 日，
随着“中铁 158 号”盾构机缓缓破土而出，
安
全抵达接收井，标志着西安地铁 9 号线芷阳广场—大学城
区间左线顺利贯通。由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承担施工
的西安地铁 9 号线 TJSG8 标项目区间工程主要包括芷阳
广场站—大学城站、大学城站—疗养院站共 2 个区间，区
间采用盾构法施工。芷阳广场站—大学城站区间起于芷
阳广场站，沿凤凰大道地下敷设，向东沿陕鼓大道到达大
学城站小里程端接收。左线隧道长 1050m。9 号线通车后
将大力解决临潼组团居民和旅游客人主要靠公路运输出
行的问题。
（陈凯 张振鹏）

郑州一职业学校厂中办校助力精准就业
4 月 18 日，郑州外资企业管理学校在好想你厂中校举
行 2019 年产教深度融合精准就业双选会，来自河南正道
集团、海尔集团等 20 余家知名企业应邀参会。“我校营销
专业 117 名学生全部实现就业。”郑州外资企业管理学校
校长姜兴国表示，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该校近年来积
极探索和尝试厂中校现代学徒制教学模式，助力学生实现
精准就业。 据介绍，从教 18 年来，郑州外资企业管理学校
根据企业岗位设置课程培养人才，与可口可乐、富士康、格
力电器等多家企业对口对接，
实现紧密合作。

永乐古窖在帝都北京
定义“非遗白酒”价值新高度
4 月 21 日，
“ 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展示暨永乐古窖新
品鉴赏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据悉，永乐古窖始于 1403
年，比故宫还要早 3 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浓酱双
香窖池，它见证了中国蒸馏白酒酿造技艺的世代传承。这
座明代的古窖池向世人揭示了作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
价值所在，也向来自各界的精英大咖展示了永乐古窖酒酿
酒技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贵之处。据悉，永乐古窖
特意将新品鉴赏会定在北京举办，旨在把民族非物质文化
遗产成果展现在各界精英面前，使白酒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品质传递又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通号分公司
开展主题道德讲堂活动
4 月 15 日，在中铁五局信号工员工技能大赛赛前培训
之际，大赛协办单位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通号分公司借
大赛契机开展了“强化四德教育，提升文明素质”主题道德
讲堂活动，通号分公司本部全体人员、参赛选手等共计 36
人参加了本期活动。本期道德讲堂活动紧紧围绕“强化四
德教育，提升文明素质”主题，分为唱歌曲、学模范、诵经
典、谈感想、作点评等环节进行。活动中，职工们通过 PPT
学习了“四德”教育，在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划出了泾渭分
明的界线。
（陈凯 张振鹏 黄志毅 陈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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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七局电务公司党委“三个坚持”
进一步强化党的政治引领作用
近年来，中铁七局电务公司党委努力做到“三个坚
持”，进一步强化党的政治引领作用。一是坚持把政治建
设摆在首位，不断提升驾驭复杂局面、解决难点问题、化解
重大矛盾的能力本领，引领企业健康发展。二是加强企业
战略研究，抓住企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准党
建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引领企业
科学发展。三是充分发挥公司党委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
作用，认真履行重大事项党委前置审核、
“三重一大”决策、
民主集中制等原则制度，
引领企业合规发展。 （杨青）

中铁七局电务公司党委推行
“六比六不比”
工作理念打造企业风清气正发展环境
为进一步打造企业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中铁七局电
务公司党委全力推行“六比六不比”工作理念，即在推进企
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比一比谁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和上级
部署有实效，不比谁的表态多；比一比谁为公司新时期高
质量发展贡献大，不比谁的口号响；比一比谁为公司上缴
的利润多，不比谁为亏损找的理由多；比一比班子的整体
合力，不比党员干部的个人能力；比一比谁为促进企业和
谐奋进贡献的正能量大，不比谁的负面情绪多；比一比谁
为职工尤其是一线职工做的具体实事多，不比谁的想法
多。
（韩阳）

中铁九局二公司玉楚项目部
与当地彝族同胞开展篮球友谊赛
4 月 21 日，在云南玉溪峨山县松山村小河村委会篮球
场，项目部与当地彝族村民举行了一场篮球友谊赛。比赛
在裁判员清脆的哨声中拉开序幕，双方队员赛场上你攻我
守，互相角逐，最后项目部以 67 比 64 的成绩，获得胜利。
玉溪市政协秘书长普昌文、峨山县副县长施仲彪等领导观
看比赛，并为获胜队伍颁发奖品，一起合影留念。通过与
彝族村民的篮球比赛，既丰富了项目部职工的业余文化生
活，同时，也加深了项目部同彝族同胞的相互交流，增进了
与彝族同胞的民族感情。
(王维仁 王文超)

中铁三局五公司天府机场高速公路项目
主线架梁告罄
近日，中铁三局五公司承建的成都天府机场高速公
路项目 TJ8 标段主线桥梁架设任务在全线率先完成，将
第 13 个“全线第一”收入囊中。为确保机场高速公路工
程指挥部确定的主线贯通节点目标，项目经理杨佶润和
党工委书记徐逢池与党政班子成员一道，从现场实际出
发，在认真分析主客观因素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以保证
路面交铺为红线，团结带领全体参战员工战雨天、斗酷
暑，围绕节点目标持续掀起大干热潮，最终取得梁板架设
阶段性胜利。
（李志勇 任婉抒 白冰）

职工书屋引导员工读好书
中铁九局大连分公司深圳地铁宝荷站冠梁
首件工程顺利通过验收
4 月 23 日，
中铁九局大连分公司深圳地铁宝荷站的冠
梁首件工程顺利通过验收。验收小组通过视频观看、现场
实测、内业资料方式，对宝荷站一区桩顶冠梁钢筋数量、间
距、尺寸、力学性能、资料完整性等进行全面检查，验收结
果合格。宝荷站冠梁有 1.2 米×1.0 米和 1.0 米×1.0 米两
种类型，总长为 1530 米，均采用 C35 混凝土浇筑。此次冠
梁首件工程验收通过，标志着宝荷站主体结构施工进入新
的阶段。
（李帅 宋鹏）

吉林市总工会副主席
到中铁九局二公司视察工作

中铁九局大连分公司昆明地铁斗南站
附属结构换乘通道开工

4 月 24 日下午，吉林市总工会副主席刘红卫、生活保
障部部长李永志等一行 3 人，到中铁九局二公司视察调研
工会工作。在二公司，刘主席一行察看了职工书屋、爱心
小屋、职工活动室、职工创新工作室。听取了公司党委书
记有关职工服务站、扶贫帮困兜底保障以及职工创新工作
室 BIM 技术在工程项目应用并取得成效等方面工作情况
介绍。并就如何加强工会组织建设、职工权益保障、服务
企业等内容进行深入交流。
(白重雨 王维仁)

4 月 15 日，中铁九局大连分公司昆明地铁 4 号线斗南
站附属结构换乘通道正式开工。换乘通道基坑开挖最深
13.5 米，最宽处 7.2 米，采用明挖法。基坑围护结构采用钻
孔灌注桩+止水帷幕+钢支撑。该换乘通道从斗南站地下
一层站厅层外侧设置，出地面后，接入 1 号线斗南站地面
站厅层的付费区。本次开工比计划工期提前了 15 天，也
为剩余附属施工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 （李帅 梁梅莲）

4 月 22 日，中铁上海局潍莱高铁站前 3 标项目部员工
在职工书屋认真看书，他们围绕自己喜爱的书箱，利用业
余时间，一丝不苟地吸取书本知识的营养。4 月 23 日是读
书日，该项目部切实加强职工书屋建设，配备员工喜欢的
技术、烹调、政治、历史等各类书籍，引导员工读好书，提升
各方面知识，受到员工青睐。该项目部驻地离山东平度市
区近 30 公里，路程比较远，项目部工会、团委积极建设好
职工书屋，满足员工业余读书要求，足不出驻地，就可以阅
读到各种书籍。
（张华先）

中铁上海局安九铁路安徽段项目
迎来观摩团
4 月 25 日至 26 日，
南沿江城际铁路建设指挥部率设计
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近百人到中铁上海局安九铁
路安徽段项目跨县道 041 特大桥、
潜山制梁场、
小型预制构
件厂进行标准化观摩，并召开南沿江城际铁路开工标准化
座谈会。 宁安铁路公司总经理金武从坚持开工标准化、
坚
持过程标准化、坚持生态安九建设、坚持科技创新、组织劳
动竞赛五个方面介绍了安九铁路建设管理经验。南沿江
城际铁路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何志超表示，南沿江铁路
建设要认真学习中铁上海局安九铁路建设管理经验，扎实
推进精品南沿江高铁建设。
（胡静波 曹俊松 郑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