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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员工及艺人投身慈善
杨受成荣获“最具影响力慈善领袖”
日前，在由《公益时报》社举办的“第十六届（2019）中
国慈善榜”颁奖典礼上，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博士荣获“最
具影响力慈善领袖”，以表扬其在慈善事业上以身作则，不
遗余力推动内地及香港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这也是本
届中国慈善榜颁出的唯一一项此类性质奖项。
据主办方表示，此次选择授予杨受成这一唯一性奖
项，也是看重了杨受成多年以来一直坚持大力行善，赢得
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在颁奖典礼现场，杨受成谈道，
“为善最乐，我很骄傲。我也很高兴看到我们英皇集团的
员工、艺人在公益及慈善领域作出了很大贡献，取得了良
好的成绩。我在这里要感谢他们的付出！从现在开始，我
会在我的慈善事业上更加努力，做到更好、更到位，让更多
人感受到我们的大爱。
”
据了解，
杨受成从 2005 年起便多次获颁中国政府最高
慈善奖“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捐赠个人奖”，并连续八
年蝉联“中国慈善榜年度中国十大慈善家”。在他的引领
下，
英皇集团几十年来同样坚守
“取诸社会，
用诸社会”
的宗
旨，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回馈大众，为香港及内地需要
援手的弱势群体克尽己力。在中国慈善榜颁奖典礼上，主
办方对杨受成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多年来，
杨受成始终不忘
初心，
投身慈善，
展现了一位优秀企业家所具备的特质。他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带领企业一起坚守公益事业，
身体力行
地传播正能量，取诸社会，也用诸社会，将帮助他人落到实
处。相信在他的带领下，英皇集团包括其家人及子女都将
继续投身慈善公益事业，
造福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张宇）

飞鹤倡议 528 中国宝宝日活动
燃爆北京 CBD
5 月 28 日，飞鹤乳业携手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中国
奶业协会，联合 40 余家权威媒体及合作伙伴等，在中国儿
童少年基金会的公益支持下，以“陪伴，是更适合的爱”为
主题，别出心裁地打造多种“高质量陪伴”方式，让世贸天
阶亲子欢笑不断。飞鹤乳业独家冠名的儿童体育成长真
人秀《小骑手!冲啊》首播仪式同步举行，节目联合出品人
李静、
“节目大管家”刘语熙等带领来自全国各地的小骑手
们进行了精彩的平衡车表演。
（马国香）

让
“红灯”
亮在
“越轨”
前
中铁文旅川投公司纪委源头防控廉洁风险
中铁文旅川投公司纪委为精准定位中铁黑龙滩项
目管理中的廉洁风险点，念好廉洁从业“紧箍咒”，源头
防控廉洁风险，从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入手，采取“群众
提、自己查、部门找、组织定”等方式，查找关键环节存在
的廉洁风险，建立廉洁风险问题清单。通过多管齐下的
风险防控工作，把廉洁责任延伸到每个岗位、每个干部，
形成了“岗位风险人人防，廉政责任人人担”的良好局
面。
（亓永鹏 张静思）

“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中铁黑龙滩
国际旅游度假区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
5 月 27 日，中铁文旅川投公司团工委“青春心向党·建
功新时代”中铁黑龙滩国际旅游度假区青年志愿者协会正
式成立。协会的成立是着力推进中国中铁工会
“幸福之家”
志愿者工作体系建设的着力点，
也是落实中国中铁团委
“青
春心向党 建工新时代”
主题教育活动的落脚点，
更是贯彻中
铁文旅
“党建共建 区域联建”
活动的探索和实践。协会将以
服务社会、服务企业为主旨，开展各类志愿活动，彰显中铁
青年的精神风貌与责任担当。
（亓永鹏 张静思）

中铁九局西南分公司
召开首个示范项目交流会
5 月 24 日，中铁九局西南分公司在宜宾临港项目部
召开了首个示范项目交流会。会上总结了项目亮点。提
前策划，提升利润。项目部结合设计图纸、施工规范及计
量规则，在方案中合理增加施工措施费。加强管理，严控
质量。统一临建标准，统一技术标准，加强过程控制，严
控质量合理调配，提高工艺。确定最优配合比，节约原材
料用量和成本。抓好安全质量管理，重视环保管控。抓
实过程，做好环保。重点监督采用施工规范下限施工的
分项工程；细化安全生产费，重视环保管控。(李莹 张博)

格局商学总设计邢志清
出席女性领导力论坛

胜利石油工程测井公司
全员“抓、强、诊”促核心竞争力提升

近日，在由品牌联盟、格局商学、职升（UpCareer）联合
主办的女性领导力论坛上，格局商学总设计邢志清和女性
领导者分享心得：要有坚定的决心，勇敢的精神，进取的野
心，集中精力，集思广益及正确放权。邢志清深耕管理教
育行业 25 年，2015 年创办格局商学。格局商学充分利用
互联网专网传输及电视制作技术，聚合国内外顶级名师大
咖，以直播的方式与全国各地城市分院进行连接，构建巨
屏全息还原真实场景的网络教学系统。

“按照管理诊断建议，我们已进行了 LDT 仪器适配器
地面配接和上井试验，
争取尽早完成仪器定型，
推进 900 系
统产业化进程。”胜利石油工程测井公司会议室，SINOLOG900 网络成像测井系统专家张希瑜正对照查摆清单整
改落实短板弱项。作为具有中石化自主知识产权和胜利
测井特色的技术品牌，SINOLOG900 研发团队主动对标测
井前沿技术，通过查摆诊断自身存在的短板和弱项，持续
推进成果转化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提升。 （李吉建 丁静）

中铁七局第十二届员工技能竞赛
信号工比赛圆满收官
5 月 24 日下午，中铁七局第十二届员工技能竞赛信号
工比赛经过 15 天的集中培训和精彩角逐在郑州圆满落下
帷幕。 此次比赛由中铁七局电务公司承办，分为理论考
试和实作竞赛两部分。理论考试重在考察参赛选手对信
号专业施工标准、技术标准等相关理论知识的掌握水平，
实作竞赛突出考察选手方向盒电缆配线、组合焊线及绑扎
等技能的熟练程度。经过两天的激烈竞争，来自中铁七局
电务公司的孙峰辉、徐胜分获信号工比赛第一、二名，被授
予“中铁七局集团技术标兵”称号。
（韩阳）

中铁七局电务公司承建的
郑州地铁 5 号线顺利开通试运营
5 月 20 日，由中铁七局电务公司承建的郑州地铁 5 号
线顺利开通试运营。郑州地铁 5 号线是全国第四个城市、
第五条建成的环形地铁线路，被称为郑州市的“金腰带”。
电务公司承建了郑州地铁 5 号线工程三站四区间的通风
空调系统、给排水及消防系统、防火封堵工程等。项目部
自 2017 年 9 月开工以来，在工期紧，任务重的不利情况下，
不等不靠，主动出击，在施工过程中重质量、保安全，严格
执行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作业标准，多次受到业主高
度评价。
（杨帆）

中铁广州工程局
汛期安全生产“五到位”
中铁广州工程局贵南高铁 9 标项目经理部汛期安全
生产及时做到“五个到位”，汛期项目部的施工安全生产
无忧患。一是做到了宣传防洪防汛到位，及时召开专题
会议，并下发了汛期安全施工注意事项文件。二是做到
责任到位。项目部主要领导、各部门负责人职责分明，切
实做到安全管理人人有责。三是做到组织到位。项目部
成立了汛期安全领导小组，编制了《防洪紧急预案》。四
是做到了协调到位。项目部咨询并且掌握当地气象、水
利等第一手资料。五是做到检查监控到位，定期开展安
全生产大检查。
（杨世全 张芷情）

中铁九局四公司深圳地铁宝龙站工程
进入主体基坑开挖施工阶段
5 月 6 日，由中铁九局四公司承担施工任务的深圳地
铁 14 号线宝龙站工程围护结构全部完工，标志着该工程
正式进入主体基坑开挖施工阶段。宝龙站是深圳地铁 14
号线第 11 座车站，围护结构采用咬合桩法施工，共完成咬
合桩 822 根，冠梁及挡土墙 627 延长米，钢筋绑扎 360 吨，
混凝土浇筑 627 立方米。
（庄玉国 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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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九局
以“六化”为抓手 打造房建施工品牌
5 月 24 日，中铁城投四川分公司建设项目管理提升推
进会在中铁九局四公司内江师范学院项目施工现场成功召
开。该工程施工生产工厂化是此次推进会的一大亮点，项
目部建立了大型钢筋加工厂，
采用大型门吊、
数控加工设备
等对钢筋进行完全工厂化集中加工。对钢结构采取工厂预
制，现场组拼方式，确保了钢结构施工质量。此次推进会，
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在内江市的美誉度，打出了房建施工品
牌，
为企业进一步开拓当地市场打下了基础。
（刘有）

中铁九局四公司深圳地铁项目部
读书活动获赞誉
走进中铁九局四公司深圳地铁项目部，阅览室的铭牌
格外醒目，该工程自 2018 年 3 月建立阅览室以来，受到了
广大干部职工的广泛好评。5 月 24 日，该项目开展了以
“心向祖国、敬业争先”为主题的读书活动，并为阅览室新
增以“红色精神”为主题的书籍 30 余册，项目部首先做好
宣传发动，通过项目微信群、座谈交流等方式，宣传读书的
好处，号召广大职工踊跃参与读书活动；同时坚持读书心
得交流，利用交班会后组织项目员工进行读书心得交流，
营造共同钻研、共享乐趣的氛围。
（庄玉国 刘有）

中铁九局四公司深圳地铁项目部
开展劳务工技能比赛
5 月 1 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劳务工技能比武大赛在中
铁九局四公司深圳地铁项目部施工现场拉开了序幕。12
位参加技能比武大赛的选手被分为两个小组，分别参加钢
筋工和电焊工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比赛，两个工种设一、
二、三等奖各一名，其中 6 名选手获奖。此次劳务工技能
比武大赛是项目部在职工技能比武大赛基础上进行的新
尝试，旨在推动形成劳务工与职工“同学习、同竞赛、同进
步”的技能学习氛围，培养一线技能人才，提升劳务队伍综
合水平，
促进项目质量安全工作。
（庄玉国 刘有）

中铁七局三公司苏州地铁 5 号线 21 标
花臧区间左线盾构顺利贯通
5 月 29 日，中铁七局三公司承建的苏州地铁 5 号线 21
标项目花墩村站—臧胥公路站区间左线盾构顺利贯通，众
志成城提前 16 天完成业主下达的节点目标任务。项目部
积极克服砂石料、管片供应紧张等众多不利因素。项目部
和盾构分公司作业队一条心、一股劲，紧密配合，强化过程
管控，严格控制盾构机推力、掘进速度、同步注浆等各项掘
进参数，同时加强各风险源的监控量测工作，严格执行领
导班子带班和关键岗位值班制度，确保盾构施工安全质量
受控。
(解磊森)

中铁上海局马来西亚吉隆坡各项目
掀起
“学习强国”
热
近日，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中铁上海局一公司马来
西亚吉隆坡的各个项目“火”了起来。中铁上海局一公司
承担着马来西亚吉隆坡大马城北站、DUKE3 高速公路桩
基、吉隆坡捷运二期隧道以及安邦第三大道房建 A 标 4 个
项目的建设任务，共有 70 多名员工长期驻守海外。针对
海外项目部的中文报刊、书籍等学习资料相对较少，且难
以及时购买更新的情况，各项目部积极抓好“学习强国”学
习平台的推广使用，从下载软件、党员注册到加入组织、如
何学习，
都对党员进行手把手教学。
（张刚）

梅汕客专潮汕站改造工程
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5 月 15 日，由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城市建设分公司
施工的潮汕站站改首次Ⅰ级封锁施工顺利完成，这标志
着梅汕客专潮汕站改造工程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潮汕站
改作为全国大型高铁站改造项目，具有施工技术难度大、
安全风险高等特点。项目经理李卫国提前组织策划，为
施工奠定坚实的基础。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副总经理吴国琦，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马海军亲
临现场坐镇指挥。建设者积极主动与中国铁路广州局等
有关部门协调并开展站改工作，确保了站改任务的圆满
完成。
（赵坤玉 李护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