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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生命足迹智能规划研讨会”
在京召开
6 月 22 日，
“传承与创新·绿色与发展——首届生命足
迹智能规划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探讨我国殡葬行业绿色、
智能、网络化发展之路。本次研讨会由人民日报社《健康
时报》主办，中国记忆空间集团协办，会议邀请民政部原副
部长陈虹、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朱耀垠，人民日报社
《健康时报》副总编辑李晨玉，中国殡葬协会秘书长孙树
仁，民政部 101 所原副所长肖成龙，民政部专家委员会副
主任王国华以及其他相关领导、行业专家和企业代表等重
要嘉宾出席本次研讨会。

中铁五局深入项目开展经济成本分析
6 月 15 日至 19 日，
中铁五局六公司组织财务、合同、物
资、机械运输、审计等部门人员深入到黔张常铁路项目开
展现场经济成本分析。分析活动主要从实际完成工程量、
机械设备、材料物资、劳务分包结算、业主验工计价、清收
清欠、收入、成本费用、资金、债权债务等方面入手进行全
面的清理盘查，理清项目盈亏情况，对项目经济运行情况
进行分析，查找核对项目经济运行过程形成的相关数据及
对成本费用影响的主客观因素、总结经验、制定整改措施，
为提高现场管理提供帮助。
（谢永彬 尹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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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岛上的“经济线”
东海岛多年来由于受外部交通条件的限制，经济发展
水平较低，全区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 工业基础薄弱。临
港工业是未来湛江东海岛发展的重点，主要发展钢铁、炼
油、电力、石化及下游产业，构筑临港产业集群区，需从区
外运进大批的工业原材料，运出大批的钢铁和石化等工业
制成品。中铁武汉电气化局城市建设分公司承建的东海
岛铁路，将极大地改善东海岛港口外部运输条件，对做强
做大湛江港，加强港路共同发展，开发利用东海岛海洋资
源具有深远的影响。
（袁少波 赵坤玉）

中铁五局郑州地铁首孔箱梁顺利浇筑
2019 物企品牌 50 强发布
物业服务行业迎来独立品牌崛起时代
6 月 20 日，2019 物业服务企业品牌发展论坛暨全国物
业管理行业媒体工作交流会在重庆隆重召开。本次测评
工作由中国物业管理协会、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中国房
地产测评中心联合组织实施，本次测评对物业服务企业进
行了客观、公正、专业和科学的测评研究，根据本次测评报
告显示，有 50 家物业服务企业凭借良好的口碑、较强的品
牌影响力、强劲的品牌竞争力及品牌溢价，为其带来超过
行业平均利润的收益能力，强势入选 2019 物业服务企业
品牌价值 50 强榜单。
（张飞）

燕山石化：安全生产是企业运营的基石
近日，
“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燕山石化开展了
“安全生产公众开放日”活动，公众来到燕山石化生产厂
区，了解了装置设备和产品的生产过程。以安全为本，牢
固树立“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意识，燕山
石化推进 HSSE 管理体系建设，落实重大安全风险管控，
严格直接作业环节监管，强化化工过程安全管理，强化职
业健康、应急管理，加强安全管理队伍和领导安全引领力
建设，打造本质安全的石化企业。2018 年，通过实施技术
措施，将公司级风险总值由 544 降低至 399，完成了年初制
定的风险减值目标。

中铁五局集团
2019 年凿岩工技能大赛成功举行
6 月 13 日至 17 日，由贵州省人社厅和中国中铁五局
集团联合主办的中铁五局集团 2019 年凿岩工员工技能大
赛在集团张吉怀铁路 8 标项目部二分部成功举行。此次
技能大赛比赛内容包括理论和实操两个部分，涵盖了三臂
凿岩台车理论、故障排查、行走和实际操作等内容，王赞、
李奉、龚琳、闫秀乾、钟哲获大赛前五名。此技能大赛是中
铁五局集团多层次搭建教育培训平台、加快培养一批掌握
精湛技艺的高技能人才的举措之一。截至目前，该集团今
年已分别在银西铁路、湖南衡阳举办铺架机和铁路信号工
大赛。
（李峰 路强）

6 月 10 日晚 10 点，中铁五局郑州土建 11 标顺利浇筑
首孔箱梁，标志着该项目预制箱梁建设正式拉开了帷幕。
为保证箱梁施工质量，项目部精细布局、合理组织安排，严
格按照“品质工程”标准及要求，严把钢筋加工、模板验收、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浇筑、振捣、收面等工艺环节，并在浇
筑前召开专题会议对生产、技术、质量、安全等进行了全方
面交底，确保了首孔箱梁的浇筑顺利进行并获得圆满成
功。本次箱梁的成功浇筑，对项目全年施工节点目标的完
成有着重要意义。
（谢永彬 蒋方槐 李洪）

中铁文旅川投公司
组织召开现场安全生产会
6 月 26 日，中铁文旅川投公司在中铁黑龙滩湖畔山居
项目组织召开现场安全生产工作会，强化各项目部安全生
产、环境保护意识。同时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公司在 6
月份持续开展了“五比五看”劳动竞赛暨安全质量检查考
核、省医专家职业病危害义诊到工地、黑龙滩派出所普法
宣传等安全活动，旨在提升作业人员安全保护意识，强化
项目部的安全管理意识，提升黑龙滩项目整体安全标准及
水平。
（亓永鹏 张静 肖星）

中铁四局建筑公司“五个一”举措
加强项目劳务管理
为提高劳务管理水平，中铁四局建筑公司济南轨道交
通R2线王府庄车辆段项目部以
“五个一”
举措加强项目劳务
管理：
一套实名制门禁系统，
“刷脸”
进入工地，
并以此作为考
勤依据；
一件专属马甲，
以反光材料制作，
并印有劳务队伍名
称；
一张专属胸卡，
包括个人姓名、
班组名称、
工种、
身份证号
等信息，
工人携带此卡进入施工现场；
一顶专属安全帽，
每名
工人一顶安全帽；
一张实名制工资卡，
按时足额发放工资，
工
资信息与考勤直接挂钩，
避免发生劳资纠纷。
（张飞）

中铁上海局玉磨铁路项目
荣获云南省“工人先锋号”
6 月 20 日，云南省总工会联合中国中铁在云南西双版
纳州组织召开了玉磨铁路“玉磨杯”劳动竞赛表彰大会。
中铁上海局一公司玉磨铁路三分部荣获云南省“工人先
锋号”。自进场以来，玉磨铁路三分部迅速动员，树立以
参加国家“一带一路”重点工程建设为荣，先后开展了“旱
季大会战”和“争先一流建功玉磨”等劳动竞赛活动，营造
了现场“比、学、赶、超”的施工氛围，克服了雨季施工难、
运输便道差、隧道地质复杂等不利因素，施工生产进度不
断攀升。
（韩来峰 周未华）

中铁九局七公司
“三分”法确保关键时期职工思想稳定
为抓好公司改革重组初期职工思想稳定工作，该公司
党委结合公司实际广泛开展职工思想调研工作，采取“三
分”法确保关键时期职工思想稳定。分层引导，推出微党
课及改革重组专题，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分别化解，公司
党委广泛开展职工思想调研，利用“道德讲堂”、班组会等
形式，使干部职工对企业改革认识逐步提高。分步结合，
努力做到“三结合”：与职工关心关注的问题相结合；与不
同岗位党员和职工群众的责任义务相结合；与增强机关服
务意识，
提升项目履约能力相结合。
（郑楠 江岚）

中铁五局集团承建的
张吉怀铁路联欢村隧道顺利贯通

中铁广州局市政环保公司信息十二路项目
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6 月 13 日 7 时，承担张吉怀铁路联欢村隧道施工任务
的中国中铁五局集团张吉怀铁路项目经理部宣布：联欢村
隧道掌子面已顺利安全贯通！这也是项目经理部管段贯
通的第 7 座隧道。联欢村隧道地质复杂，可溶岩分布于隧
道全段，安全要求高，施工难度大。参建员工严格按照设
计规范进行标准化管理，采用三步台阶开挖法和“短进尺、
弱爆破、早支护”的施工原则，通过超前地质预报、超前水
平钻管棚支护、加深炮孔等技术手段确保了施工生产安全
和工程质量。
(李峰 周斌 朱小韩)

6 月 26 日下午，在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信息十二
路项目施工现场，中铁广州局市政环保公司正在开展安全
生产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共计 32 人参加了此次应急救援演
练。为确保此次演练顺利进行，
项目部制定了详细、
周密的
应急演练方案，明确了演练步骤及注意事项等。演练过程
中，
现场人员快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
整个演练过程紧
张有序，
达到了预期效果。随后，
项目安全负责人详细讲解
了消防器材、
应急救援器械的使用方法和技巧。（张光浩）

中铁四局阜阳北站
顺利完成Ⅱ级封锁点施工
6 月 26 日 12 时 25 分，由中铁四局(一公司代局指）负
责施工的阜阳北站扩能工程Ⅱ级封锁施工正式拉开序
幕。经过 240 分钟的奋战，安全准点开通阜阳北站四场信
号楼倒层设备。此次开通标志着对阜阳北四场信号楼设
备成功进行了倒层更换，同时也完成了阜阳北站 7 个 II 级
封锁施工点中的最后一次 II 级封锁施工，满足了铁路总公
司及上海铁路局的节点要求，使阜阳编组站的编组能力提
高了 1 倍；缓解了整个阜阳北编组站、京九、京沪铁路干线
的通过压力，对满足提高皖西北地区的运输能力具有重要
的意义。
（吴婷婷）

中铁上海局三公司
安全月专项检查出成效
6 月下旬，中铁上海局三公司对 13 个主要在建项目开
展安全月专项检查。在安徽安庆安九铁路安徽段项目，检
查组 4 天时间从标头徒步走到标尾，发现突出安全隐患 14
处，并上传公司安全管理微信工作群，实行一对一盯控整
改。在合肥地铁 3 号线 13 标项目工地，检查组先后对淮南
南站前广场项目、宁阳棚改项目、肥西人才公寓项目施工
现场安全氛围营造提出整改意见。此次安全月专项检查
共排查现场安全隐患 47 项，在一对一限时整改严格要求
下，
现已全部完成闭合整改。
（曹俊松 彭迪）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市政环保公司
举办通讯员培训班
6 月 19 日，中国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市政环保公司
举办了 2019 年骨干通讯员培训班。该集团公司党委宣传
部负责人、
《陕西工人报》新媒体部主任邰荣军，
《三秦都市
报》资深记者张维，西安报业传媒集团张松等应邀为通讯
员授课。专家就通讯员职责、新闻理论、新闻写作技巧、新
媒体运营、摄影技巧、舆情管控等内容作了主题授课。培
训班还对 2018 年度企业文化宣传成绩突出的 3 个优秀项
目部和 10 名优秀通讯员进行了表彰和奖励。来自市政环
保公司机关及基层各条战线的近 30 名通讯员参加了此次
培训。
（屈兰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