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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西县开展商贸领域安全生产隐患
集中排查整治
为了汲取江苏响水“3·21”重大事故教训，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肥西县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云近日带队赴农贸市场、
商场超市、油库等场所，开展商贸领域安全生产隐患集中
排查督查工作。本次排查采取“四不两直”方式，通过
“看、听、问、议”等多种形式，对大型商业综合体、商超、大
型餐饮企业、成品油企业（油库）等人员密集场所展开明
察暗访，对督查出的隐患问题实行“零容忍”，责令限期整
改到位。
（吴晓波）

工业互联网企业
应用推进工程研讨会在京举行
5 月 6 日，由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全国企业
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指导，工业互联网企业应用发展中心
和国涵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主办的“工业互联网企业应用
推进工程暨实体经济数字化建设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
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李猛教授，中央
财经大学教授、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
以及工业互联网应用代表企业青岛红领集团（酷特智能工
学院）副院长李克鹏等专家在研讨会上做专题分享。

评茶行业“全国技术能手”
花落谁家 5 月 15 日揭晓

中铁上海局潍莱高铁项目部
荣获青岛市“工人先锋号”
4 月 29 日，
从青岛市总工会
“当好主力军、
聚力新动能、
建功新时代”
表彰大会上传来喜讯，
中铁上海局潍莱高铁项
目部荣获青岛市“工人先锋号”，项目部常务副经理陈晓辉
荣获青岛市“工人先锋”荣誉称号。同时从平度市庆祝“五
一国际劳动节”
“五四青年节”
表彰大会上也传来喜讯：
中铁
上海局潍莱高铁项目部一分部获得平度市“工人先锋号”，
梁场经理易明伟获得
“工人先锋”荣誉称号。 （张华先）

中铁上海局七公司西安地铁五号线项目部
荣获业主一季度考评第一名
4 月 30 日，从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建设分公司传来喜
讯，
由中铁上海局七公司承建的西安地铁五号线 4 标项目部
荣获业主单位一季度综合考评第一名的好成绩。作为西安
地铁重要节点性考核，本次考评受到了各参建单位的高度
重视。考评中，考评组对该项目部工程进度、合同履约、计
划管理、
标准化施工管理、
文明施工、
安全卡控、
工程质量等
进行了检查，并对项目部在执行标准化管理、安全质量管
控、
施工进度、
文明施工等方面给予了充分肯定。 （张祺）

中铁广州局市政环保公司
第四届篮球赛落下帷幕

4 月 26 日，
“武夷山”杯首届全国评茶员职业技能竞赛
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宣布，255 位优胜选手将于
5 月 13 日—15 日期间在福建省武夷山市进行全国总决赛
终极 PK。据悉，本次大赛历时 6 个月，呈现四大特点：首
先，组织专业，运营、技术、裁判、监督、考核各个机构独立
公正；其次，规模宏大，17 个省区参与、覆盖 50%以上地市；
再者，赛程多样，以赛促学、以学促训；最后，奖励机制完
善，
大赛将首次产生评茶行业的全国技术能手。

4 月 28 日，中铁广州局市政环保公司庆“五一”迎“五
四”第四届篮球比赛落下帷幕。本次比赛历时五天，来自
公司陕西片区各项目部组成的九个参赛队伍分别进行了
激励角逐，最终沣西项目部以 1 分的优势战胜公司机关队
取得冠军。为了丰富员工的文体娱乐生活，充分发挥团队
协作精神，公司组织了庆“五一”迎“五四”第四届篮球比
赛。公司机关及各项目部积极响应，纷纷组织球队参加，
场外观众更是热情高涨，欢呼声、呐喊声让篮球比赛气氛
不断升温。
（屈兰英）

中铁二局深圳公司粤海基坑项目
开展农民工慰问活动

中国铁路文工团走进中铁上海局
贵南高铁 10 标工程建设一线

在“五一”劳动节到来前夕，中铁二局深圳公司粤海
基坑项目开展了农民工慰问活动，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
和节日问候！模板工肖师傅一边擦汗一边喝着刚从项
目经理手里接过的清凉饮品，高兴地说道：
“ 谢谢中铁二
局一直以来的关怀。”走访慰问节假日期间坚守在施工
一线的农民工，是中铁二局深圳公司的传统，每逢节假
日都会给农民工兄弟送上清凉饮品、水果等节日慰问
品，向他们捎去节日的问候与祝福，赢得广大农民工的
一致赞扬。
（罗庆彬 杜喜鹏）

4 月 12 日，来自中国铁路文工团和南宁市武鸣区的 46
名文艺工作者为 400 余名中铁上海局贵南高铁建设者奉献
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晚会在声势浩大的舞蹈《龙
章凤姿》中拉开帷幕，独唱、合唱、二重奏、相声、小品、魔
术、杂技等 15 个演出巧妙穿插，让短短两个小时的晚会高
潮迭起。其中，来自内蒙古的组合蒙古利亚用极具草原风
情的表演让全场观众掌声不断，国家一级演员陈寒柏、王
敏的相声节目更是将晚会推向了最高潮。最终，晚会在慷
慨激昂的舞蹈《追梦前行》中落下帷幕。（范燕宾 梁爱玲）

郑州南站郑阜铁路双线箱梁架设完成
5 月 1 日，从郑州南站铁路施工现场传来捷报，由中铁
四局八分公司郑万铁路铺架分部承建郑阜铁路最后一孔
900 吨双线预制箱梁稳稳落在指定桥墩上，标志郑阜正线
双线箱梁架设全部完成，为 6 月 1 日郑阜铁路静态验收创
造了有利条件。该项目部以优先保通郑阜正线部分为原
则，集中优势作业队伍，24 小时两班作业施工，确保工
期。项目领导带班每天进工地，现场开碰头会，加强对现
场的监督和检查力度，提高了工作效率，有效地促进了施
工进度。
(代春报）

郑万铁路河南段有砟段
开始铺设 500 米长轨
5 月 4 日，承担郑万铁路河南段铺轨任务的八分公司
施工人员顺利将 500 米长轨越过寺后线路所，标志着郑万
铁路河南段有砟段开始铺设 500 米长轨。为安全有序推
进铺轨工程，确保工期目标，该项目超前谋划，施工现场采
用中铁四局八分公司参与研发的铁路有砟、无砟轨道铺设
一体式铺轨机组；形成了装车、运输、铺轨、移动焊轨统筹
协调快速推进的轨道工程作业体系，为铺轨工作的迅速展
开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代春报）

中铁广州局市政环保公司沣西项目部
获荣誉称号

资讯 19

中铁五局江门项目部
成功举办“五一”劳动节主题文娱晚会
5 月 1 日晚，中铁五局江门项目部成功举办建功新时
代之“我自豪，我是工程人”主题文艺晚会。参演人员以
独有的风采与魅力开启了一场视觉盛宴……每一位参演
人员都在尽心表演，释放自我才能，发挥自己最高的水
平，节目均获得了现场观众的认可和肯定。中铁五局承
建江门项目以来，就强抓项目文化建设，多措并举，注重
培养职工“尚德品、有激情、能担当、重执行”四种精神，用
健康的文化激励全体参建人员的热情 ，激发职工积极
性。
（金志红 李虹 陈超）

中铁广州局三公司新白广城际
主体结构全部封顶
4 月 28 日，中铁广州局三公司新白广城际铁路广天区
间 DK40+800 处顶板顺利封顶，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施
工任务全部完成，为提早高质量完成竣工交验工作奠定了
坚实基础。新白广城际铁路项目管段位于花都区境内，地
质条件复杂，该项目为整个新白广二标最深基坑，深度高
达 22 米，安全风险系数高。自进场开工建设以来，项目部
结合年度产值任务和现场生产实际情况，大力开展劳动竞
赛等活动，对劳务队伍进行认真详细的安全技术交底和技
术指导，确保工程质量等方面管理工作取得实效，最终实
现既定工期目标。
（雷利萍）

中铁三局五公司钢结构工程总队QC 成果
荣获山西省建筑施工企业交流一等奖
“五一”
前夕，
在山西省建筑施工企业协会 2019 年度优
秀 QC 成果交流会上，中铁三局五公司钢结构总队选送的
《降低钻孔桩钢筋损耗》成果，
从 525 个参评成果中脱颖而出
荣获一等奖。 近年来，
总队经理未万军和党总支书记王志
峰高度重视 QC 小组活动，
积极组织工程技术人员贴近钢结
构总队的实际筛选课题，不断总结先进的质量管理经验和
方法，
一大批实用性强，
具有推广价值的 QC 成果，
不仅为推
动现场施工生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而且，
多次在高层次交
流会上获得专家赞誉。
（王俊娥 任婉抒 李志勇）

“赓续五四精神 共话时代使命”
4 月 29 日晚，
一台“赓续五四精神 共话时代使命”的文
艺晚会在武鸣区府城镇政府大会议室举办。该晚会由南
宁市武鸣区府城镇政府主办，中铁广州工程局贵南高铁 9
标项目部协办，一起共话时代使命。中铁广州工程局贵南
高铁 9 标项目部共有 20 余名青年员工参与晚会，让其加深
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认识，让“五四精神”
成为激励青年爱国爱党的精神力量。
（黄燕）

中铁上海局建筑公司机电分公司
用心扮靓冬奥会

4 月 22 日，
在西咸新区 2019 年度全民阅读活动暨沣西
新城第二届
“真人图书馆”
文化交流节活动上，
中铁广州局市
政环保公司沣西项目部从众多企业中脱颖而出，
获得 2018
年度
“书香工地”
荣誉称号。为丰富员工的文化生活，
项目部
设立了专门的阅读室，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读书空间，
将钢
筋混凝土与书籍文化结合在一起。职工读书室书籍种类繁
多，
包含各领域的书籍和杂志、
报刊。如今，
阅读室已经成为
大家工作之余加油充电、
缓解压力的好去处。 （李双凤）

近日，由中铁上海局建筑公司机电分公司参与施工的
张家口纬二桥工程顺利完成了桥面钢混结合梁节段桥位
吊装，顺利进入梁上部结构施工阶段。该桥钢结构梁长
107 米，梁宽 51 米，钢主塔高 42 米，其建成后将成为张家口
市交通路网体系的重要一环，同时也将成为体现冬奥元素
的景观桥。纬二桥的加工制作难度大。为能保证纬二桥
高质量顺利完成，中铁上海局建筑公司机电分公司调派钢
结构作业的能工巧匠，研究制定施工方案，合理排摆工
期。目前钢箱梁加工部分已全部完成。
（陈嘉栋）

昌赣客专施工现场
开展“送祝福·再出发”活动

中铁三局南沿江铁路项目
率先完成全线首桩灌注

2019 年是中铁电气化局三公司成立 40 周年，第二项
目分公司网四队以此为契机，以向“中原铁军”精神学习，
欢庆公司成立 40 周年为活动主题，在“五一”劳动节期间
组织一线网工在昌赣客专开展“送祝福·再出发”活动。面
对昌赣客专工期紧，任务重，为确保按期竣工通车，大家放
弃了“五一”休息时间，坚守岗位奋战在施工第一线。虽然
只是短短的视频录制活动，但对于大家来说却有着重要意
义。
（姜少华）

5 月 8 日，中铁三局南沿江铁路项目经理部一分部在
全线 10 家施工单位中率先实现桥梁“首桩”开钻，并于 9 日
8 时 55 分顺利完成首桩灌注，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全面
施工阶段。中铁三局承担江苏南沿江铁路站前工程 8 标
段，正线全长 21.683 公里的施工任务。此次首桩位于张家
港工区右线特大桥 138 号墩 8 号桩。自 4 月初进场以来，
项目部全体参建将士以“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高速度”
为建设理念，超前谋划、优化施工方案，顺利完成了全线首
桩浇筑，
为工程加速推进打响了头炮。
（建军 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