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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2019 陕西汉中·国际摩托艇
公开赛将于 9 月在汉江举办
8 月 20 日下午，汉中市委常委、副市长程腮仙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宣布，
“一带一路”2019 陕西汉中·
国际摩托艇公开赛将于 9 月 20 日—22 日在汉中市汉江水
域举行。据悉，该赛事已被确立为陕西省 12 大精品赛事
之一，将吸引 20 多个国家的 100 多名运动员参赛。会后，
程腮仙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汉中位于中国地理版图的
中心、陕西省西南部，是镶嵌在秦巴之间、汉水之源的一
颗璀璨明珠，素有“汉家发祥地、中华聚宝盆”之美誉，是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2019 世界旅游小姐全球总决赛
将在青岛举行
近日，世界旅游小姐年度冠军总决赛组委会主办的
2019 世界旅游小姐全球总决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国际饭
店隆重举行。据了解，9 月 24 日—10 月 6 日，将有 60 多个
国家和地区选手齐聚青岛，参加全球总决赛。本届大赛
共包含集结仪式、入城仪式等 10 个板块的活动。总决赛
期间，将深度挖掘具有青岛特色的旅游景点、非遗文化、
历史故事，通过体育运动、书画展示、视频新媒体等多种
表现形式展示青岛魅力，并围绕青岛城市特色开展系列
主题活动。

标准示范段引领西银铁路品质建造
近日，西银铁路标准示范段现场观摩会在中铁四局
西银铁路 4 标项目举办，西银铁路（陕西段）建设、监理、施
工单位 60 余人观摩了品质建造工程。 中铁四局项目部
自进场以来，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
积极推广应用桥梁、路基、隧道等 27 套工装工艺，持续开
展小改小革金点子活动，在实践中优化施工、提高效率。
建立健全微创新激励机制，激发一线员工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所承建的标准示范段，以“内实外美”多次受到全
线的观摩，成为西银铁路建设工程的样板，引领全线品质
建造。
（张涛 郑捷）

中铁四局建筑公司浩吉铁路房建工程项目
取得重大突破
经过 14 个小时的连续浇筑，8 月 15 日，中铁四局建筑
公司蒙华铁路（现称浩吉铁路）MHTJ-3 标段房建工程项
目靖边东站整备作业棚最后一块板浇筑成功，顺利完成第
74 个单体封顶，
为下一步棚内铺轨作业奠定了基础。该项
目涉及靖边东站、靖边北站、海则滩站、区间四电房屋、站
场部分道路、给排水工程等生产生活房屋以及其他运营生
产设备及建筑物工程。项目共设计 78 个单体，总建筑面
积约为 4.8 万平方米。截至目前，该项目完成产值 21970
万元，
占总产值的 88%。
(张飞)

“工地影院”传播安全文化
8 月 13 日，中铁四局一公司张吉怀铁路永定制梁场
为 40 余名“特殊观众”播放了一部“特别”的影片，标志着
该梁场“工地影院”开映啦！梁场工会结合施工生产特
点和近期外部安全形势，对首映作品特别“上心”，召集
办公室、安质部共议，精心比选，最后从“学习强国”平台
《人 物》栏 目 中 挑 选 了 刘 传 健 的 故 事 。 刘 传 健 ，川 航
3U8633 航班机长，因 2018 年 5 月 14 日一次飞行紧急迫
降成功，而创造了民航史上一个奇迹，应邀作为首个电
视青年公开课《开讲啦》的开讲嘉宾，讲述了他从平凡到
非凡的惊险历程。
（方太平）

中铁上海局潍莱高铁项目部
健康体检保员工健康
8 月 22 日，中铁上海局潍莱高铁项目部组织 150 名员
工到山东平度市人民医院进行了健康体检。该项目部工
会严格践行中铁上海局七公司年初职代会《集体合同》，在
项目部行政的大力支持下，开展对员工进行每年一次健康
体检。此次健康体检项目为一般检查、血常规等。通过检
查，对发现有病症的员工及时予以治疗，没有病症的员工
加强预防，确保员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投入到工作中。此
次体检内容比较细，受到员工广泛赞誉：
“还是企业考虑得
周全，
关心我们的健康！
”
（张华先）

中铁九局六公司连续中标
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 7 个 EPC 项目
7 月至 8 月期间，中铁九局六公司连续中标河南省商
丘市虞城县 7 个 EPC 项目，分别为：利民古城棚户区改造
项目，
十字河、运粮河综合整治项目，
22 个乡镇污水处理站
建设工程项目，虞城县“断头路”打通工程，虞城县仓颉大
道南延工程，虞城县江浙大道工程，虞城县至诚八路南延
工程，
总投资共计 9.77 亿元。
(李卫东 许国洋)

中铁九局六公司举办“小小中铁人”
暑期工地行活动
8 月 19 日，中铁九局六公司工会与沈阳西部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在沈阳中德产业园项目联合举办传承
的力量“小小中铁人”暑期工地行活动。活动中，项目安全
讲解员带领孩子们参观了安全体验馆，并对急救措施等使
用知识进行了讲解。项目技术人员带领孩子们参观了管廊
施工现场，
给孩子们介绍了父母日常工作内容，
还为孩子们
演示了无人机的操控。随后组织孩子们观看了
“建大桥、
修
铁路”
动漫宣传片，
初步介绍了大桥等建筑物的构成以及日
常生活小常识，
让孩子们更直观地了解父母工作，
更好地树
立孩子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李卫东 于海涛)

中铁九局七公司党委
“三强一创”助力基层党建
中铁九局七公司党委通过强学习、强组织、强融合、创
品牌来助力基层党建。强学习，将政治建设放在首位。要
求行政干部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党群干部要学习掌握行
政管理知识。强组织，夯实党建基础工作。推动党的组
织、党的工作有效嵌入项目施工生产各个环节。强融合，
提升党的工作覆盖。利用“青年突击队”等来强化项目管
理、课题攻关；利用“三会一课”研讨管理业务、学习专业技
术。创品牌，提升党建服务能力。着重从强化思想建设等
方面指导在建项目进行特色党建品牌创建。
（郑楠）

中铁九局四公司承建中铁香湖三期工程
顺利交付业主
近日，由中铁九局四公司承建的历时近两年的中铁香
湖三期工程正式交付业主，标志着中铁香湖三期工程圆满
完成总目标。中铁香湖工程先后荣获辽宁省优质结构工
程、哈长沈三市联检金牌工程、中国中铁绿色节能工程、沈
阳市优质工程等荣誉称号。截至目前，共计交付业主 520
余户，满意度达 98%。三期工程全部交付业主受到了中铁
置业甲方的充分肯定，实现了以总工期提前交付业主的既
定目标，
为中铁置业滚动开发赢得了信誉。 （何璐岐）

中铁九局四公司阅香湖项目
针对敏感时期做好信访维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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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九局四公司阅香湖住宅工程
15 号楼主体封顶
近日，
随着最后一罐混凝土的浇注，
中铁阅香湖工程 15
号楼主体全部完成封顶，
提前完成了主体施工生产任务，
为
下一步附属工程的施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更为新中国建
国 70 周年献礼 。该工程从 2019 年 3 月开始动工，
施工工艺
复杂，
技术难度大。特别是在基坑开挖过程中，
中铁阅香湖
项目部迎难而上，结合现场实际制定了多项优化施工方案
和安全措施，不仅保证了施工的安全，而且提高了工作效
率，
为工程的完工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何璐岐）

中铁十四局五公司全力配合
做好浩吉铁路动态检测工作
为配合浩吉铁路（原称蒙西华中铁路）动态检测，连日
来，中国铁建十四局集团五公司参建员工根据业主整体要
求，积极调整人力和机具安排。项目部重视安全，每日安
排人员在驻站值班员处收集“四电”、铺架等单位的施工计
划，并安排专人到现场巡查，确保行车安全。五公司承担
蒙西华中铁路 23 标 70.647 公里的上砟整道施工任务，他
们克服道砟运输距离长等困难，制订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施
工组织方案，先后迎来业主组织的底砟摊铺工艺、工程验
收示范段观摩会。
（张泉滨 赵庆红 王国星）

中铁十四局五公司干部员工
坚守工地做好浩吉铁路扫尾工作
8 月 18 日,中国铁建十四局集团五公司蒙华铁路（现称
浩吉铁路）23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庆红熬了一个通宵，在浩
吉铁路动态检测现场盯控作业。这是五公司干部员工坚
守工地做好浩吉铁路扫尾工作的一个缩影。据介绍，除了
十几名管理、作业人员留守，项目部其他人员已经转战其
他工地。2017 年 2 月，参建人员陆续进场，高峰时段有几
百名管理、作业人员奋战在施工现场，大大提高了大机养
护效率，
确保了施工进度。
(张泉滨 王国星)

中铁五局六公司
开展消费观和消费行为引导活动
为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杜绝不良网贷和赌
博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危害，中铁五局六公司党委
及时下发《关于开展消费观教育和消费行为引导活动的
通知》，各级党工团组织开展了以“树立正确消费观，远
离不良网贷”为主题的宣教活动。为组织开展好专题宣
教活动，各项目大力加强摸底排查工作，通过张贴海报、
召开座谈会、邀请金融机构人员普及网络金融安全知识
教育等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向员工普及不良网络借贷
典型案例及最新预警提示信息，使员工真正认识到不良
网贷和网络赌博的危害。 （谢永彬 蒋方槐 张思琪）

中铁五局上海地铁
三网覆盖隧道解决通讯难题

中铁九局四公司阅香湖项目针对敏感时期，提前摸底
排查信访维稳隐患，确保施工生产有序进行。一是高度重
视，
加强领导。项目党支部将信访维稳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
点工作来抓，成立了信访维稳工作领导小组。二是突出重
点，
排查隐患。结合当前热点、
难点问题，
认真排查分析影响
稳定的突出因素、
可能发生的信访问题，
并将拖欠问题作为
重点进行认真梳理，
做到早发现、
早控制、
早化解。三是完善
预案，畅通信息。项目进一步完善了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
对于各类突发重大事件，
做到第一时间上报。（何璐岐）

8 月 18 日，随着移动、联通、电信三网手机信号在中铁
五局上海地铁 14 号线封浜至金园五路站施工区间隧道内
的全覆盖，解决了项目现场管理通讯难的问题。针对地铁
轨道工程均属隧道内施工的实际，为确保安全质量监控信
息实时互通以及轨行区运输设备调度和作业人员的安全
信息及时传输反馈，项目部在众多解决方案中优选了适用
于隧道内通讯信号覆盖的“手机信号直放站”通讯设备。
经现场测试，该设备能使移动、联通、电信三网运营信号区
间隧道内实现全覆盖，有效解决了依靠对讲机及人工传递
信息的偏差和不及时等弊端。 （谢永彬 蒋方槐 陈启蛟）

中铁九局四公司阅香湖项目工会
组织职工体检受好评

中铁五局六公司
完成宣传、团委人员招聘工作

“关爱职工身体健康”一直以来是中铁九局四公司阅
香湖项目工会重点工作之一，更是落实项目《共保合同》的
体现，每年定期组织职工体检。8 月 20 日起，项目工会积
极联系北部战区医院，为项目全体员工进行健康体检。本
次体检包括血常规、心电图、B 超、血压等项目。组织开展
职工体检，充分体现了项目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体现了企
业“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让广大员工感受到了项
目的关怀与温暖，也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员工的工作积极
性，
受到了职工的一致好评。
（何璐岐）

为健全竞争选拔机制，拓宽选人用人渠道，促进优秀
人才脱颖而出，中铁五局六公司于 8 月 13 日圆满完成了宣
传、团委干事招聘工作。本次招聘本着择优录取、公正透
明的原则分为笔试和面试两个阶段，在纪委监察部的监督
配合下，人力资源部经过发布招聘公告、网上报名、资格初
审、确定考试流程等程序，对人员的招聘范围、考试纪律、
招聘流程等工作制定了严格规章制度，以确保全面测评到
应聘者的综合能力。此次招聘工作是六公司近几年来首
次采取“集中招聘”的方式面向公司内部公开招聘宣传、团
委干事。
（谢永彬 蒋方槐 张思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