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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书香成诗
平谷启动青少年书香家庭计划

近日，由共青团北京市平谷区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平
谷区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平谷区文化和旅游局、国
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平谷区税务局共同举办的“青春朗读
者”书香家庭朗读大赛拉开帷幕，标志着平谷区青少年书
香家庭计划正式启动。为了丰富活动内涵，提高青少年阅
读影响力和公众力，朗读活动创新采取了“线上个性化预
赛+线下多元化决赛”的多渠道参与方式，面向社会广泛征
集阅读家庭。此次活动，共有 222 组青少年家庭参赛，参
与人次达 61 万次。
（周颖）

中国泳装故事“霸屏”美国时代广场
世界泳装看中国，
中国泳装看兴城。8 月 16 日，
在美国
纽约时代广场大屏上，
一个眼神坚毅、
肤色古铜的中国女健
将从跳水台纵身一跃的画面，为徘徊在广场上的形形色色
国际友人讲述
“兴城泳装”
向
“国际泳装时尚之都”
华丽蜕变
的故事，
据悉该短片将持续投放 67 天并同步在北京王府井
百货户外大屏投放 60 天。 站在“世界的十字路口”讲好中
国泳装故事，
既是兴城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
也是兴城扩大
全球影响力的内在需要。相关数据显示，全球 70%的泳装
产自中国，
而辽宁兴城泳装占国内市场近 40%比重。

中铁电气化局设计研究院党委召开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推进会
近期，中铁电气化局设计研究院党委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进会议，领导班子成员、机关中层以
上党员干部、
各党组织书记参加了会议。会议强调，
要深刻
认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主题教育的目标任
务。设计研究院将在规定动作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开
展
“四个一”
专项活动,以此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高质量地开
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
并将主题教育活动
成果转化为设计研究院高质量发展的原动力。 （秦欢）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到所属设计研究院开展调研
近期，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赵印军到
所属基层单位——中铁电气化局设计研究院开展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调研。在听取设计研究院
与会职工汇报、座谈交流后，赵印军对设计研究院近五年
发展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并对下步工作提出要求：
一是设计研究院要找准发展定位，努力在集团公司产业链
中，发挥好核心作用；二是要认真做好这次“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把调研活动做实，通过调研解决切
实存在的问题，
使工作进一步向前发展。（廖智 辛小红）

中铁电气化局设计研究院
举办第六期“科技大讲堂”
近期，中铁电气化局设计研究院举办了第六期“科技
大讲堂”。本期科技大讲堂的内容主要是机电系统集成管
理与供货项目设备监造知识培训。来自中国铁道科学院
的两位专家杨一农、刘维清分别从机电系统集成和设备监
造两方面，就管理和技术的内容与参会职工进行了全面而
又深刻的探讨和分享。通过此次培训，职工们对如何做好
系统集成方面的工作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也对设备监造
工作有了一定的了解，进一步提升了专业素养，为今后工
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梅子然）

中铁九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第四工程队党支部多形式庆七一
近日，中铁九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第四工程队党
支部开展了“庆七一”系列活动，项目部全体党员、入党积
极分子 20 余人参加活动。一是组织开展学习中国共产党
党史，书记带头讲党课活动。二是参观塔山阻击战纪念
馆、革命烈士陵园，开展重温党的誓词活动，广大党员通过
缅怀峥嵘岁月，激发工作激情。三是开展“我和我的祖国”
主题征文、摄影活动。
（李凯）

中铁九局电务公司
本溪湖站施工转线安全正点开通
4 月 25 日，由中铁九局电务公司承建的本溪湖站计算
机联锁改造工程历经 6 个小时的雨中奋战安全正点开
通。本次施工需要与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工务段、沈阳电
务段交叉作业，作业空间狭窄，技术条件复杂。全体参建
人员克服了风雨潮湿的恶劣条件，严格按照施工组织设计
进行施工作业，确保施工转线安全正点开通，共完成本溪
湖室外电缆割接 27 条，接续近千芯电缆，轨道电路安装调
试 33 个区段，信号机显示核对 35 架，道岔位置核对 22 组
等。
（杨思远 孙景禹 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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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五局承办贵州省职业技能竞赛
圆满落幕
“恭喜总分第一的中铁五局轨道车司机钟华荣获‘贵
州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位列第二的熊波荣获‘中铁五
局岗位标兵’荣誉称号！……”在中铁五局承办的贵州省
2019 年轨道车司机职业技能竞赛闭幕式上，贵州省和中
铁五局参会领导为激烈角逐产生的优秀竞赛选手颁发了
荣誉证书。8 月 6 日至 8 日，来自中铁五局六公司和电务
城通公司的 20 名选手在为期 3 天的赛场上展开了技能比
拼，大赛以理论知识考试和实际操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谢永彬 蒋方槐 刘一佑）

中铁广州局贵南高铁 9 标项目经理部
开展 8 月份“夏送清凉”活动

中铁阅香湖项目
实力入围第十四届金牌奖

进入 8 月，处在南宁武鸣地区的中铁广州局贵南高
铁 9 标项目经理部堪称是热浪袭人，为防止中暑，贵南高
铁项目部党政工团采取多项措施确保大家安全度夏：一
是合理安排作息时间，避开下午温度最高时段，延长中午
休息时间，利用早晚较凉快时间抓紧施工；二是项目部安
排人员及时对每个架子队的驻地、员工宿舍、员工食堂的
电路、空调等设施进行检修与维护；三是拨出专款购买防
暑降温物品和绿豆及西瓜，在炎炎夏日里为大家送去丝
丝清凉。
（杨世全）

由中铁九局四公司承建的阅香湖项目在业内外的高
度关注下，成功入围第十四届金牌奖，于众多品质项目中
脱颖而出。中铁九局四公司作为施工单位，从抓源头入
手，从抓科技工艺着手，以“铝模板+爬架”为核心，以装配
式为突击点，
在项目建立了安全 VR 体验区，
通过更加直观
的方式为建筑质量、安全保驾护航。作为业界的权威专业
奖项之一，每一年的金牌奖从入围到颁奖礼都引发着业界
的强烈关注，能够入围此奖，代表着中铁九局承建的项目
达到了卓越水准。
(何璐岐)

徐州迎宾快速路地道及剩余部分匝道
实现全面贯通

中铁九局阅香湖项目
取得中铁置业集团第三方检查第一名

8 月 12 日，由中铁四局二公司承建的徐州市迎宾高架
快速路工程昆仑大道地道、潘塘地道及 4 对高架匝道顺利
的通车，这是继 2019 年元旦该工程主线开通以来又一振
奋人心的好消息。徐州迎宾高架快速路工程线路全长
7.612 公里，
是国家一级标准双向 6 车道城市快速路。该项
目在 2018 年度创造了人均 1500 万元的产值记录，刷新了
中国中铁工程项目人均产值记录。今年以来，项目部针对
地道施工合理倒排工期，精细组织施工，充分调动广大参
建队伍和一线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确保完成工程总体
建设任务。
（姜永祥 张献飞）

近日，中铁九局阅香湖项目在中铁置业集团三季度第
三方质量、安全检查评估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这也
是继去年四个季度在集团范围内取得第一名后，继续保持
了在集团全国排名中的第一。此次第三方检查是对中铁
置业全国在建项目各个标段总体进行检查后的排名，取得
第一名的好成绩来之不易。中铁九局阅香湖项目通过对
工程质量、安全文明等方面的提升取得了持续发展的良好
势头，实现了以现场保市场的总体目标，为中铁九局四公
司房建品牌赢得了市场各方的认可。
(何璐岐)

中铁五局上海地铁众志成城
抵御“利奇马”

中铁九局四公司阅香湖项目党支部
抓好技术党课教育活动

8 月 10 日至 13 日，今年最强台风“利奇马”来袭，中铁
五局上海地铁项目部精心准备、积极应对，全体参建员工
众志成城，成功抵御了“利奇马”袭击，无一人员和机械设
备受到伤害。为应对“利奇马”最强台风侵袭，项目领导班
子高度重视，多措并举抵御台风侵袭。首先组织全员开展
防台风知识技能培训，增强员工自我保护意识；其次抽调
体力健壮的员工和劳务工组成应急抢险救援队，并实行监
管分区和责任分解，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险情灾情施以预警
联动抢险救援；提前储备饮用水等生活用品，增配防汛沙
袋、排水泵等应急救援物资。
（谢永彬 蒋方槐）

中铁九局四公司阅香湖项目党支部坚持在党课教育
活动中，把政治教育和施工生产紧密结合起来，使党课内
容更加丰富。一是选取政治技术过硬的党员骨干进行授
课。由项目党支部书记亲自把关，将项目中政治素质好、
技术能力强的党员纳入授课队伍中来。二是解决施工生
产过程中的技术问题。授课党员有针对性地进行技术、技
能知识讲解，为生产做好技术支持。三是激发青年党员学
技术、懂技术的氛围。鼓励在技术上有突破的青年党员为
青年人员进行现场指导。
(何璐岐)

中铁五局张吉怀高铁即将进入架梁施工
8 月 2 日，中铁五局六公司购置的 WE-SC900H 型 900
吨运架一体机全部进场，张吉怀铁路即将进入架梁施工阶
段。该架桥机由汽车运输，从湖北省谷城县谷城制梁场发
出，运输车次 28 车，总重达 800 吨，途长 1200 余公里，于 8
月 2 日架桥机组件全部顺利运达张吉怀项目。根据张吉
怀项目施工要求，计划 9 月中旬开始架梁施工，目前铺架
分公司技术人员正在对架桥机进行组装，并将对其进行维
护保养工作，确保架桥机正常运转并顺利完成张吉怀项目
200 孔箱梁运架任务。
（谢永彬 尹润波）

中铁五局郑州地铁钻孔灌注桩
通过首件验收
8 月 2 日，中铁五局六公司郑州地铁土建 11 标项目部
接受郑州地铁公司组织开展的区间钻孔灌注桩首件验收，
并获得一次性通过。本次验收分为内业资料、钢筋笼制作
标准件和现场施工条件等。验收组首先在项目会议室听
取了项目自检情况的汇报，并对首件工程涉及的人员、机
械及原材料进场检验情况、测量方案、施工专项方案等技
术资料的报验审核情况进行核查，核查结果资料齐全完
整、准备工作充分细致。验收组一致认为已具备开钻条
件。内业检查结束后，验收组又进行了现场查验，结果均
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
（谢永彬 蒋方槐 李洪）

中铁九局阅香湖项目党支部
开展课题攻关
中铁九局阅香湖项目部党支部结合项目实际，坚持以
绿色环保、节约成本、探索工艺为前提，在项目积极推进爬
架、铝模板等体系的应用，引入铝合金模板和爬架相结合
施工，提升铝模板拼装工艺与爬架体系攻关课题水平。项
目铝模板在深化设计取得成功的基础上，针对与爬架体系
相结合进行课题深入研究。项目党支部结合铝模板工艺
开展课题攻关降本增效。此外，项目部积极与公司技术中
心沟通，为四公司铝模板拼装工艺提升积累经验。铝模的
应用得到地方政府、业主、同行的一致认可。 (何璐岐)

中铁九局阅香湖项目工会
“五个明确”推进项目厂务公开工作
中铁九局四公司阅香湖工会以“五个明确”为抓手，推
进厂务公开工作在项目的落实。一是明确厂务公开的内
容，随时公开相关的数据，请职工群众监督。二是明确公
开的形式。以厂务公开栏为主要载体，公开相关信息。三
是明确公开时间。根据项目部实际情况和员工要求，厂务
公开采取阶段性以及定期、不定期公开的方式进行。四是
明确公开的程序。落实厂务公开工作按照规定来做，对员
工提出的问题，要将答复和解决的情况进行公开。五是明
确公开的原则。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公开的内容要真
实、可靠。
(何璐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