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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易贷上线五周年：
守望中国金融科技的进阶之路
9 月 2 日，搜易贷迎来了上线五周年的日子。搜易贷
创始人兼 CEO 何捷踌躇满志：
“ 经过五年的发展，搜易贷
已经准备好参与、见证乃至引领金融科技向崭新阶段的
‘纵身一跃’！”秉持老牌互联网巨头搜狐的科技创新基因，
搜易贷将科技赋能金融，技术助力普惠，通过大数据、人工
智能、机器学习、区块链等领先科技进行金融服务创新，强
势布局聚焦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的普惠金融业务，为小微
企业用户提供高效便捷的融资信息服务，全面满足其经营
周转需求，
科技创新能力处于行业内领先水平。

广州轨道交通十一号线七分部
定期为员工集体庆生受欢迎

中铁七局承建合肥轨道交通 4 号线
伊巢区间双线贯通

为着力打造“职工小家”和“职工幸福之家”，广州轨
道交通十一号线七分部（中铁上海局）以“家文化”建设为
核心，坚持每月为员工过集体生日。伴随着“祝你生日快
乐……”的欢快歌声，生日会欢声笑语汇成海洋，将现场热
烈的气氛推向高潮，这一常态化的温馨举措得到所有施工
管理人员一致拥戴。
图为 8 月 23 日生日员工集体领取慰问物品喜人场景
（刘勇 马荣华/摄）

郑州地铁 14 号线一期工程
铁炉西车辆段正式投入运营

近日，由中铁七局承建的合肥轨道交通 4 号线伊宁路
站—巢湖路站盾构区间右线顺利贯通，至此该区间已顺利
实现双线贯通，成为合肥轨道交通 4 号线 4 标段首条实现
双线贯通的盾构区间。该区间右线盾构于 2018 年 11 月 25
日正式开始掘进，项目部在当地政府和上级领导的指导
下，精心组织、细化节点任务，克服了工期紧、任务重、渣土
外运难、次生灾害频繁等不利因素，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
提下平稳推进，保证了盾构掘进安全生产进度，为后期花
伊区间盾构贯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邱炜 程泽平）

8 月 30 日下午，经过 21 个月夜以继日的奋战，由中铁
四局建筑公司承建的郑州地铁 14 号线一期工程铁炉西
车辆段顺利完成包括调度指挥权、属地管理权和设备使
用权在内的“三权”移交工作，标志着该车辆段从建设阶
段进入运营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提供保障。铁炉西车
辆段是郑州地铁 14 号线唯一的车辆段，占地面积约 25 万
平方米，一期上盖面积约 12.5 万平方米，包括联合检修
库、洗车库、轮对踏面及受电弓检测棚、立体仓库、混合变
电所等 13 个单体及给排水、消防、暖通、电气、室外配套
等安装工程。
（张飞）

中铁七局承建清云高速公路
主线路基桥梁顺利交验

广州铁路新白云站管线迁改三标项目部
施工取得重大进展

近日，随着夏洞特大桥桥尾到榄坑桥头最后 0.54 公里
路基交验完成，
标志着中铁七局承建的清云高速公路 TJ14
标主线路基桥梁 8.92 公里全部交验完成。面对施工中的
各种不利因素，项目部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克难攻坚，迎头
赶上，圆满完成了施工任务。为满足业主开通目标，清云
项目部交工验收不得不集中在 6—8 月，该时间段为广东
雨季，给标段路基施工和交验带来了极大困扰。项目部合
理组织、科学制定交验计划，不止交验节点工期达到业主
要求，
交验合格率也达到了 90%以上。
(林玲玲)

2019 年 8 月 12 日，由中铁武汉电气化局城市建设分
公司承建的广州铁路新白云站管线迁改工程，完成两处
配 电 房 迁 改 ，拨 除 了 影 响 站 前 单 位 土 建 施 工 的“ 拦 路
虎”。为早日恢复供电，投入生产，项目部精心组织，攻
坚克难，提前 12 个小时完成了本次专变房电力管线及设
备拆除施工任务，有力地保障了广州新白云站后续工程
顺利进行。
（肖强 冯云）

中铁七局花莞 13 标项目部获佳绩
8 月 21 日，2019 年广东省高速公路综合大检查信用评
价结果出炉。中铁七局花莞 13 标项目部以与第一名仅差
0.9 分、综合评分 96.7 分的成绩在全部参评的 128 个标段中
名列第 14 名。这也是集团公司 6 个参检标段的第 1 名，
是武
汉公司在广东片区历年来的最好成绩。6 月 5 日，
广东省检
查组正式开始进驻项目部。检查组分为施工单位管理行为
组、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组、工程实体质量检测组、材料组四
个小组，分别对项目部人员履约、工程安全、质量、文明施
工、
材料管理、
内业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检查。(彭强)

中铁七局第十二届员工技能竞赛
轨道车司机比赛圆满收官
8月23日，
中铁七局第十二届员工技能竞赛轨道车司机
比赛经过 5 天的集中培训和精彩角逐，
在河北邯郸圆满落下
帷幕。 此次比赛由中铁七局电务公司承办，
分为理论知识
考试和实操考核两部分。实操考核个人项目包括轨道车全
面检查（静态）、
轨道车动态故障排除、
轨道车驾驶操作三个
方面，
团体项目为轨道车起复救援。经过激烈的竞争，
来自
中铁七局电务公司的柴利强、
杨庆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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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三局五公司东营项目
105 孔支架现浇梁全部完成
8 月 24 日，中铁三局五公司东营项目参战将士经过
近 11 个小时的连续奋战，于 23 时 35 分顺利完成了东营
港疏港铁路刁口河特大桥第 190-191#现浇梁的浇筑任
务，同时这也标志着中铁三局五公司东营港疏港铁路全
线 105 孔支架现浇梁的浇筑已全部完成。从 2018 年 5 月
20 日首片梁的浇筑完成至今历时 15 个月时间里，五公司
东营项目部全体将士克服了多重困难，不等不靠、主动出
击，为创造多项全线第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董晓丽）

中铁九局四公司阅香湖项目
确保雨季施工顺利进行

2019 气候创新·时尚峰会在北京召开
近日，
2019 气候创新·时尚峰会在北京召开，
来自环境
保护、
纺织行业、
时尚产业等行业嘉宾汇聚北京，
共同探讨消
费品行业如何在应对气候变化中不断创新。据了解，
联合国
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倡导让地球温升 2 度控制在
1.5 度以内。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率先行动，
成为消费品行
业第一个进行气候创新的行业。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
孙瑞哲在致辞中表示，
气候变化问题正在改变市场竞争的商
业环境与格局。中国时尚企业要在变局中厘清世界、
国家和
行业的发展趋势，
从而在变局中把握机遇、
规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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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电气化局设计研究院
举办第四届书画摄影展
丹青歌盛世，翰墨颂和谐。8 月 22 日，中铁电气化局
设计研究院第四届书画摄影展在北京如期举办，来自各部
门的 57 名职工组成大众评审，对 27 幅绘画摄影作品进行
了投票，最终 6 副代表作品分别脱颖而出：
《秋山沐雨》获
得一等奖，
《山河入梦 》和《看山水中山更佳 》获得二等奖，
《空中编织》、
《上帝之眼》和《异国之旅》获得了三等奖。此
次参赛作品展示了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企业的发
展变化及新风貌，表现出设计研究院广大员工开拓进取，
顽强拼搏，
扎实工作，
忠诚企业的良好形象。 （靳博宁）

中铁九局四公司阅香湖项目部面对雨季影响施工进
度难题，采取有力措施确保雨季施工的顺利进行。一是
加强对现场工人的管理，合理安排工人作息时间。二是
加强监督管理，合理安排工人工作时间。劳资人员不定
时到现场检查工人的工作和出勤情况，全力保障每一个
工人都发挥最大作用。三是调动项目工作人员的主观能
动性，掀起大干热潮。项目党支部调动所有项目员工加
班抢进度，号召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项目全员掀
起施工小高潮。
（何璐岐）

中铁九局四公司阅香湖项目
积极落实局 2019 年下半年工作会议精神
近日，中铁九局四公司阅香湖项目召开全员大会，并
结合施工现场实际明确了下一步各项工作重点，切实把
局、公司下半年工作会精神融入到施工生产中。一是扎实
开展形式任务宣讲。项目确保把会议精神层层传递。二
是重点抓好在建工程。项目加强与甲方、监理的沟通，对
下一步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三是进一步完善各项管
理机制。重点抓好合同、物资、成本等管理办法的健全完
善工作。四是强化责任意识。在抓好执行力建设的同时，
引导项目职工树立责任意识，高标准、高效率地做好本职
工作。
（何璐岐）

中铁九局四公司阅香湖项目党支部
加强廉政建设
中铁九局四公司阅香湖项目党支部近期重点加强
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树立良好作风，定期开展党风廉政
建设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宣传栏、专题会议、廉政建设
活动等形式进行宣传，党支部制作了“举报箱”，公布了
项目领导班子的廉洁承诺，随时接受职工和协作队伍的
监督举报，并定期组织班子成员集中进行自我总结，以
批 评 与 自 我 批 评 的 方 式 查 找 问 题 、分 析 问 题 、解 决 问
题。中铁阅香湖项目部党风廉政教育使党员干部加强
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经理部的组织纪律性，使项目部风
清气正。
（何璐岐）

中铁九局六公司荣获中国工程建设
焊接协会 2019 年度优秀焊接工程优秀奖
8 月 21 日，中铁九局六公司承建的四川省内江市县
美南道沱江大桥加宽改造工程左转匝道钢箱梁焊接工
艺，荣获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 2019 年度优秀焊接工程
优秀奖。
（李卫东）

中铁二局深圳公司“三举措”
推动信访维稳工作取得实效

中铁九局检测公司吉林试验室
以党建促工作提升

为全力保障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庆典期间企业和谐稳
定，中铁二局深圳公司“三举措”推动信访维稳工作取得实
效。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全力维护企业和谐稳定大局。从
讲政治、顾大局、保民生、促稳定的高度出发，按照谁主管、
谁负责的原则，把不稳定事件控制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
层。二是强化组织领导，全面落实信访维稳工作责任制。
公司成立专项信访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切实落实好信访维
稳工作主体责任。三是加快上下联动，建立健全畅通有效
工作机制。
（杜喜鹏）

今年以来，中铁九局检测公司吉林试验室党支部紧
密结合实际，开展“五破五立”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进
行公司“两会”精神宣贯，特别是三级公司重组时，多次
召开会议学习传达局重大安排部署，讲清重组目的和意
义，结合实际做好思想稳定工作，确保了重组期间队伍
稳定，交接顺利。
“ 七一”前夕组织党员参观吉林北山抗
联烈士纪念馆，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进行不忘初心
守记使命红色革命传统教育。通过系列活动，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上半年超额完成检测任务，实现新签合同额
312 万元。
（陈永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