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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石油工程“磁聚”人才
做强海外高端市场
前不久，来自胜利石油工程公司科威特项目 SP212 队
安全官张强，以总分 250 分的高分获得 NEBOSH 国际认证
“年度全球第一名”。据了解，NEBOSH 即英国国家职业安
全与健康考试委员会，该机构认证是目前国际公认含金量
最高的健康、安全、环境和风险管理职业资质认证之一。
2018—2019 年，共有来自全球 110 个国家超过 1.2 万名考
生参加认证考试，其中胜利石油工程公司派出了 30 余人
参考，通过率达到 80%，比同期全球平均通过率高出近一
倍。
(王轶斌 彭大为)

北京彭胜医院与北京市盲人学校
达成长期帮扶合作意向
5 月 30 日，北京市盲人学校的师生们举行了一次“壮
丽七十年，歌唱新时代”的少先队庆“六一”主题活动。在
这次别开生面的少先队主题活动中，北京市盲人学校的师
生们迎来了几位特殊的“荣誉队员”，他们是北京彭胜医院
院长、我国著名疼痛医学专家彭胜教授率领的几位医学专
家。活动开始前，北京市盲人学校校长司占树和彭胜院长
签署了帮扶合作意向书。彭胜教授在活动中致辞时讲道：
这次和北京市盲人学校携手开展长期的公益性的助残帮
扶战略合作，旨在进一步发挥医疗机构的公益作用，回馈
社会，
服务社会。

掌通家园杯儿童美术创意绘画大赛启动
近日，掌通家园杯首届儿童美术创意绘画大赛在北京
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爱幼学前教
育专项基金主办，掌通家园、贝儿美文化承办。旨在通过
儿童美术创意绘画征集活动，激发儿童绘画潜能，培养儿
童品德修为，为全国儿童提供一次艺术交流的机会，以学
前教育行业视角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据
悉，此次活动为期四个月，包括作品征集、线上票选、专家
评审、颁奖典礼等。大赛面向 3 岁至 6 岁儿童征集作品，绘
画主题为“我爱我的祖国”。

住建部到中铁五局成都地铁 9 号线 1 标
进行质量安全检查
日前，住建部专家检查组到中铁五局成都轨道交通
9 号线 1 标开展城市轨道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执法检查，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中铁成投公司、中铁五局集团以及
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等单位相关负责人陪同检查 。
在锦城大道施工现场，住建部专家检查组听取了成都轨
道交通 9 号线规划、施工进展以及成都市轨道交通线网
规划中的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轨道交通线路等情况介
绍。随后专家组对成都轨道交通 9 号线 1 标盾构施工现
场管片成型质量、现场文明施工等各方面进行了详细的
检查。
(陈凯 李小菲 陈佳)

西咸新区沣西新城兴咸路跨绿廊桥梁
工程项目部获奖
3 月 16 日，在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召开的沣西新
城 2019 年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文明施工暨“扫黑除恶”工作
会议上，中铁广州工程局市政环保公司沣西新城兴咸路跨
绿廊桥梁工程项目部荣获西咸新区沣西新城 2018 年度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优秀单位奖。兴咸路跨绿廊桥梁工程项
目从进场施工到交付使用，项目管理团队一直秉承“百年
大计，质量第一”的质量品牌意识投身于建设中，为沣西新
城的建设发展添砖加瓦。
（潘虹）

中铁广州工程局贵南高铁项目经理部
开展 6 月份“夏送清凉”活动
6 月 1 日至 2 日，
烈日当头，
酷暑难耐，
带着对露天高温
下作业的现场员工的深切关怀，中铁广州工程局贵南高铁
GNZQ-9 标项目经理部党政工团为在项目部和施工现场
奋战的 138 名员工送去了 1200 斤西瓜。此次活动的开展，
稳定了项目部员工和施工现场员工思想，使大家感受到项
目部大家庭的温暖，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为后续施
工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杨世全）

连镇今夏“凉”好
国内最长运煤专线蒙华铁路
首次召开“环水保”现场观摩会
5 月 30 日，蒙华铁路全线“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现场
观摩会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召开。据悉，这是我国首次在运
煤专线铁路建设施工中召开“环水保”现场观摩会。中铁
七局西安公司在蒙华铁路建设中，积极打造“绿色铁路名
片，建设美丽中国”，整合利用该段隧道施工中产生的 52
万立方米大量废弃土，填筑到“荒山、荒沟”的坑洼地带，形
成平展的土地良田，将该地区打造成集生态保护与经济产
业为一体的示范样点,助力地区构建了以环保经济、产业
经济、绿色生态三位一体经济发展模式。 （薛飞 雷升）

蒙西华中铁路打造生态文明示范线
5 月 30 日至 31 日，
蒙西华中铁路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
建设现场会在晋豫管段河南三门峡市召开，这标志着蒙西
华中铁路生态验收正式开始。铁路自开工建设以来，高度
重视环水保工作，严格按照国家环水保政策落实环评批复
要求，及时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明确建设目标、细化管理标
准、优化实施方案，全力组织实施，确保全线环水保工作高
标准推进。在建设过程中，蒙华公司及全体参建单位严格
执行国家环水保政策，认真落实“三同时”制度，按设计和
验收标准高质量完成环水保设施建设。 (郑红梅 郭泽)

永旺顺德大信店盛大开业
5 月 31 日，永旺顺德大信店正式开业。该店位于广东
省佛山市顺德区大信·新都汇城市生活广场，商业面积
5563 平方米，
主打每日新鲜的精品生鲜食材。永旺独自开
发了“永旺味道”生鲜系列商品，店铺还打通了线上线下渠
道，与“京东到家”及“美团外卖”等平台合作。 永旺顺德
大信店于 5 月 11 日举办了“永旺缤纷绘画，洴涌爱之泉”的
亲子爱心绘画活动，参与者合力完成了 12 平方米大型拼
画，
拼画将在大信·新都汇广场一楼中庭展览至 5 月 31 日。

进入 5 月下旬以来，江浙地区进入“烧烤模式”，高温
酷热。为确保职工清凉度夏，中铁武汉电气化局城市建设
分公司积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成立送清凉小组，于 6 月
上旬火速奔赴连镇项目部，为一线员工发放了红牛、绿豆、
加多宝等防暑降温饮品，并配备了防暑降温药品。对于部
分高温作业岗位，分公司要求项目实行“干两头、休中间”
作息制度，上午早下班、下午晚上班，避开中午炎热高温的
时段，把劳动量较大的施工项目挪到上午和夜间凉爽的时
段进行。中铁武汉电气化局城市建设分公司多举措保证
了一线员工清凉度夏。
（赵坤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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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九局西南分公司
心系农民工，服务暖人心
“现在真是赶上了好时候，足不出户，都能办工资卡
喽。”来自中铁九局西南分公司四川黑龙滩湖畔山居一标
项目部的农民工兄弟相互交谈着。为切实保障农民工合
法权益，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到位，2019 年 5 月
27 日至 30 日，黑龙滩湖畔山居项目部将工商银行工作人
员“请进来”，现场为农民工兄弟办理银行卡共计 300 张，
直接把“血汗钱”
打进农民工个人银行卡上。(李莹 张晓)

宝中线千阳 110KV 牵引变电所
顺利完成带电改造倒接开通
5 月 30 日，由中铁五局电务公司电气化分公司西安局
变电大修项目部负责施工的宝中线千阳牵引变电所带电
改造工程，顺利完成改造倒接开通。至此，该公司变电专
业在西安局管段内已顺利完成 13 座 110KV 牵引变电所大
规模技改项目，累计完成产值近亿元。据了解，中铁五局
电务公司是中铁五局集团下属的唯一长期从事铁路电气
化、通信、信号、电力、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施工的专业施工
企业，兼营“四电”配套房屋建筑的施工，并可承担地铁、轻
轨等专业领域机电工程施工和城市轨道交通地铁车站和
盾构作业施工。
（陈凯 张振鹏）

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
启动 2019 年
“安全生产月”活动
5 月 31 日，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党政工团联合在全
公司启动了以“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为主题的“安全生
产月”活动，引导全员将安全生产理念落实到管理与施工
作业的各个环节，深入开展安全质量隐患排查，确保企业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近年来，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积极
践行新时期安全发展理念，根据经营生产实际，有针对性
地开展安全质量检查等形式多样的专项活动，全面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措施，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安全发
展环境。
（陈凯 张振鹏 陈奎 陈勇）

中铁七局路桥公司助力贫困地区脱贫
6 月 4 日，中铁七局路桥公司定临高速项目部携手甘
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新寨镇举办了首届“民俗文化艺术节暨
农业产业扶贫”启动仪式，该公司定临高速项目部捐助一
万元用于支持新寨镇百姓发展民俗文化相关扶贫产业。
据了解，新寨镇所在的渭源县属于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
区，该企业以参建当地定临高速公路项目为契机，多次参
与当地精准扶贫，并通过公司员工与“建档立卡”贫困户
“一对一”捐资助学、关爱贫困儿童等积极行动向社会传递
爱心，
助力贫困地区脱贫。
（丁佳原 张磊）

中铁四局五公司承建的
深圳厦门两城地铁首次实现洞通和始发

张吉怀铁路首个梁场
顺利通过国家生产许可认证

近日，在中铁四局五公司承建的深圳地铁 4 号线三期
工程 2 站 2 区间和出入线及配套工程施工任务中，该公司
盾构分公司首次实现观澜湖站至牛湖站区间右线全长
920.442 米正线掘进“洞通”。该工程全长约 10.8 公里，始
于清湖站，终于牛湖站。该公司承建的另一条厦门地铁 3
号线 2 标 2 站 2 区间施工任务，首次实现湖滨东路站至体
育中心站左线全长约 865 米盾构机始发。此工程全长约
36.7 公里，始于厦门火车站，终至大嶝翔安国际机场，预计
2020 年底正式建成通车。
(陈国平)

6 月 4 日，经过专家组 3 个工作日的细致检验和科学
认定，中铁四局一公司张吉怀铁路永定制梁场一次性通
过了国家生产许可认证，这也是张吉怀铁路全线首个通
过国家认证的制梁场。该梁场对加快张吉怀铁路建设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张吉怀铁路的关键和亮点之
一。永定制梁场顺利通过国家生产许可认证，标志着该
梁场目前已具备批量生产的能力，为迅速掀起施工大干
高潮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张吉怀铁路建设增添了“新
引擎”。
（方太平 周祁煜）

中铁七局中产置业公司西岸国际花园
续写热销
2019 年 5 月 25 日，备受瞩目的中铁七局中产置业公
司西安西岸国际花园·西苑五期项目盛大开盘。开盘当
天，500 多套房源近千人排队等候，再次延续了前几期强
劲的热销势头。为确保本次开盘顺利，中产置业公司以
服务质量和安全管理工作为抓手，以环节流程标准化为
保证，打好开盘前夕“准备战”。取得预售许可证后，即可
向西安市公证处申请公证摇号，保证了选房公平、透明、
严谨、有序。
(陈洁芳 郭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
）依据相关协议对坐落在海淀区
西直门外索家坟 31 号楼的产权证编号为京房权证海联字第 00009 号（证载信息：建筑面积 616 平方米，所有
权人为北京华银国际招商公司）的房屋享有权益，我分公司已提起诉讼并经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2019 年
3 月 12 日作出的（2018）京 0102 民初 22307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判决北京华银国际招商公司协助我分公司办
理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该判决采取公告送达的形式，公告日为 2019 年 3 月 28 日，公告期为 60 天，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为上诉期。
我分公司拟公开转让上述权益，
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
要求买受人信誉良好，
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可承担购买上述权益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
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权益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公告有效期限：自 2019 年 6 月 11 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24 日止;公告期内受理上述资产处置有关事项的咨
询，
有意向者请在截止日期前提交书面意向书。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
梁先生、秦先生 联系电话：
010-66060006 转 4123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293 号
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10-66060006转3101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