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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九局四公司阅香湖项目
积极组织员工做好冬季防寒工作
东北地区进入冬至后气温骤降，严寒的冬日已悄然来
临，然而，九局四公司阅香湖项目的员工，仍然坚守在工地
一线施工生产，为保证员工温暖过冬、安心工作,中铁阅香
湖项目积极组织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及时为员工增发生活
和防寒用品，
确保员工温暖过冬;二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对
员工宿舍、生活设施进行全面检查维修，方便员工随时使
用；
三是坚持以人为本，
项目班子把员工的需求考虑在前;四
是关爱工作到位，极大增强了员工爱岗敬业的主人翁意识
和工作责任心，
为施工生产提供了有力保证。 (何璐岐)

中铁九局四公司阅香湖项目
多举措确保农民工工资发放
进入冬季工程息工，民工陆续返乡，面临首要问题就
是工资到手。中铁九局四公司阅香湖项目采取多项举措，
切实维护农民工切身利益，确保协作队伍的稳定。一是自
农民工进场时建立健全农民工管理制度和台账，加强农民
工的动态管理。二是保障农民工工资打卡，确保按期发放
到农民工本人手中。三是通过建立农民工党员联络点，第
一时间掌握农民工工资动态，上下联动，杜绝拖欠和无理
克扣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发生。
（何璐岐）

中铁九局四公司阅香湖项目党支部
紧抓廉政不放松
中铁九局四公司阅香湖项目部党支部为了加强作风
和党风廉政建设，切实将廉洁从业的理念根植人心，项目
党支部书记主持召开了党风廉政教育专项会议，要求全体
党员领导干部洁身自好，确保清正廉洁。为此，项目党支
部严格落实三个方面要求。一是突出廉洁教育，要求做到
廉洁自律，禁止各种奢侈浪费行为。二是着手解决问题，
深入开展好冬送温暖活动及维稳工作，切实解决职工现实
问题。三是做好警示监督，项目班子成员要切实负起责
任，保证廉洁各项要求落到实处，为广大职工营造一个文
明和谐、清廉节俭的氛围。
（何璐岐）

中铁九局六公司悦龙国际城项目部
开展“党建共建、区域联建”活动
近日，中铁九局六公司贵州悦龙国际城项目部与中
铁文旅贵州公司“党建共建 区域联建”活动启动仪式举
办。开展党建共建活动，是双方单位贯彻落实十九大精
神和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将党建工作
与生产经营深入融合的举措。活动仪式上，双方签订了
开展党建共建和廉洁从业协议书 ，举行了党员宣誓仪
式。通过建立党建共建区域平台，加强与业主单位的沟
通协作，为六公司在西南地区滚动经营开发打下良好基
础。
(秦晨 李卫东)

中铁九局苏州地铁 S1 号线项目进行
扬尘整治 为上海进博会营造蓝天白云
苏州地铁 S1 号线位于江苏省昆山市，紧邻上海。在
第二届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期间，苏州地铁 S1 号线
项目部积极参与整治工地扬尘，为进博会成功举办营造蓝
天白云的大气环境, 防治成效得到当地政府、轨交公司检
查组的好评。 第二届上海进博会举办期间，项目部积极
响应政府号召，防治重点瞄准三个方面：一是开启全部扬
尘喷淋，降尘雾炮紧跟作业现场。二是对出场渣土车进行
清洁冲洗，保证车身干净、车顶覆盖。三是严格控制露天
施工，
做好现场裸土覆盖。
(李卫东)

中铁黑龙滩国际旅游度假区
青年志愿者协会在行动
2019 年，
中铁文旅川投公司以四川仁寿黑龙滩项目为
依托，成立青年志愿者协会。自协会成立以来，将志愿服
务融入当地文化生活、产业帮扶、就业支持等，先后开展了
黑龙滩镇周四电影日、关爱农民工健康义诊、帮扶贫困乡
镇、资助贫困大学生、春游音乐节、成都汽车音乐节等志愿
服务活动，已经逐步成为中铁文旅川投公司践行初心使
命、履行央企责任的有效载体，充分展现中国中铁“勇于跨
越、追求卓越”
的靓丽名片。
（亓永鹏 张静思）

中铁四局建筑公司承建的
安哥拉首座现代化水厂正式通水
安哥拉时间 11 月 11 日，由中铁四局建筑公司承建的
安哥拉首座现代化水厂——姆班扎刚果城市供水系统强
化项目供水设备开始运营，标志着该项目正式通水。作为
安哥拉国家重点民生工程，
项目部全体参建员工奋战 1000
余天，克服社会治安差、环境复杂、交通不便、资源匮乏等
重重困难，科学组织，周密计划，加强“三检制”、旁站制和
样板引路制，严把安全关和质量关，确保了工程优质建
造。该项目的正式通水将解决当地 7 万居民用水难的问
题，从此告别靠河水生活的历史，有助于促进劳动就业和
经济发展，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张飞 颜胜）

中铁置业西安公司党委
多举措增强中心组学习实效
中铁置业西安公司党委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采取多项举措做实中心组学习，
取得较好实效。该公司党委
修订完善了《西安公司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
坚持班子成员
带头领学、
交流研讨作为学习的主要方式，
与房地产大讲堂、
专家授课、
调研学习等形式相结合，
发挥中心组的领学和示
范带动作用。每次学习前，
在下发的通知中明确学习主题、
主讲和要求，
参学人员根据学习主题，
撰写发言提纲，
会上结
合研讨主题，
通过互动交流，
以学促知、
以知促行、
以行促实，
推动中心组学习更好地融合中心、
指导实践。
（彭华）

中铁上海局一公司白衣天使
不远千里为产业工人健康把脉
11 月 8 日，中铁上海局一公司医院体检大巴车驶入该
公司广州轨道交通 11 号线项目部驻地，为百余名产业工
人及家属开展一年一度的健康体检。这是该公司落实《集
体合同》为员工送上的一份“健康保险”大礼，
“白衣天使”
们的贴心举措得到产业工人的一致拥戴。据了解，该公司
长期履行《集体合同》，连年为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项目一线
员工开展巡回健康体检，广大产业工人足不出户享受公司
送来的“健康大礼”，大家为“白衣天使”们的辛勤劳作赞叹
不已。
（马荣华 刘勇）

中铁四局一公司京台高速公路
试验段顺利摊铺
近日，中铁四局一公司（北）京台（北）高速公路泰安至
枣庄段（鲁苏界）改扩建三标段全线首件乳化沥青冷再生
柔性基层试验段顺利摊铺，该试验段为京台高速改扩建工
程首件使用沥青冷再生技术的路面工程。为了确保此次
试验段乳化沥青冷再生柔性基层的顺利摊铺，项目部多次
组织召开了乳化沥青冷再生路面施工专题会议，对各个方
面进行了精心筹划和周密安排。项目经理于立广说：
“通
过本次试验段的施工，验证项目后场拌和设备的生产能力
和质量控制指标，为后续大规模的施工提供了各项技术指
标和技术参数。
”
（吴婷婷）

中铁中产置业党委
积极探索“党建+区块链”
近日，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第二批主题教育的开展已
经进入“密集施工区”，中铁中产置业党委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区块链技术的重要论述，积极探索“党建+区块
链”的新路径，切实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走心。通过集
中组织扫码登陆《
“链”上初心》APP 的方式，引导广大党员
在“去中心化”和“不可篡改”的区块链技术应用特性下留
住初心、验证初心、不忘初心，着力实现了把支部建在网
上，把党员连在线上的积极探索，为进一步开展好主题教
育增添了创新动力。
（陈欣）

中铁九局七公司党委
围绕“三个强化”开展主题教育
中铁九局七公司党委围绕
“三个强化”
，
积极开展主题教
育。强化组织领导，
切实发挥党委主体责任。公司党委将开
展好主题教育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
成立了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强化以研促学，
扎实提升主题教育学习实效。设置个
人自学、集中学习、在线学习、视频学习、主题党日活动等。
强化问题导向，
围绕加强党建水平和企业发展进行调研。根
据
“四个围绕”
要求，
深入施工生产一线开展专题调研，
分析
查找制约企业发展质量和党建水平提升的突出问题，
通过研
究提出解决措施，
确保主题教育收实效。
（郑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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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供电段开展
“大型成就网上展馆”专题学习活动
11 月 11 日，中铁电化运管公司西延维管处延安供电
段组织开展“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网上展馆”专题学习活动，在岗全体员
工参加了本次学习。活动中，在场全体员工认真观看，被
祖国 70 年的伟大变化所震撼。国庆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用
编年体的形式，从 1949 年到 2019 年，引领大家全方位地回
顾、感知共和国走过的辉煌历程。一段段视频资料、一幅
幅历史照片、一件件文献实物，还有各种体验活动，不时触
动大家的回忆和感慨。
（王辉）

中铁五局磨万铁路纳堆梁场
通过认证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老挝时间 11 月 13 日 16 时，中铁五局位于老挝国境内
的磨万铁路纳堆制梁场一次性顺利通过桥梁 CRCC 产品
认证审查，具备批量生产 T 梁的条件。11 月 11 日至 13 日，
由中铁检验认证中心组成的 5 位专家对六公司纳堆梁场
进行了为期 3 天的产品检验和实地核查，检查组专家依据
《CRCC 产品认证实施细则 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梁》
规定对梁场的人员配置、生产和检验设施设备等内容进行
了严格的审查检验。经核查检验，专家组一致认为纳堆制
梁场软件达标、硬件合格，审查项目符合取证细则的要求，
准予批量生产。
（蒋方槐 尹润波）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召开
瓮开高速公路项目管理团队竞聘评审会
11 月 11 日，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在衡阳本部召开瓮开
高速公路项目管理团队竞聘评审会，
公司在家班子成员及相
关部门负责人共计 17 人参加。本次竞聘采取团队竞聘的方
式，
应聘团队由项目经理组建，
成员包含项目经理、
技术负责
人和生产副经理，共有 6 个团队通过资格审查参加竞聘评
审。竞聘分为策划书评审和答辩两个环节，
评委对各竞聘团
队提交的《项目管理策划书》的有关内容进行评审并提出问
题，
竞聘团队从如何挖取主要盈利点等多个问题进行答辩，
全方位展示团队的竞争优势和专业水平。 （李湘章 凌杰）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晋江 370 项目
承办泉州市 2019 年度“品质工程”观摩会
11 月 12 日，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晋江 370 项目成功承
办泉州市 2019 年度“品质工程”观摩会，全市所有在建普
通公路项目的建设方、施工方、监理单位负责人等 120 余
人参加。在施工现场，项目部向观摩人员介绍了公司基本
情况、项目党建工作等。观摩人员对项目质量管控的细节
和要点、新工艺新材料的使用等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互相
交流了体会和经验。此次项目承办全市观摩会，不仅体现
了市交通局对项目各项工作的肯定，也为项目下一步争创
“AA”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李湘章 刘凯军）

国铁集团副总经理王同军一行
检查调研衢宁铁路项目
11 月 13 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
同军一行，在东南沿海福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乃武、
南昌铁路局集团副总经理郭建光、中铁五局党委书记兼
董事长徐中义等相关领导的陪同下，乘坐中铁五局轨道
车对衢宁铁路福建段屏南至宁德北区间工程沿线建设情
况进行添乘检查调研。下午 14 时，王同军一行从在建衢
宁铁路福建段屏南站乘坐轨道车，添乘查看了中铁五局
承担施工任务的衢宁铁路福建段五标屏南至宁德北区间
铺架工程，重点对铺架工程质量、工程线运输管理等进行
了检查。
（蒋方槐 刘一佑）

苏州九三学社
到中铁九局苏州地铁 S1 号线参观调研
11 月 17 日，
苏州九三学社机电分社开展“金秋送爽 走
进 S1 线 域见长三角”活动，组织 23 名专家、高级知识分子
到中铁九局苏州地铁 S1 号线参观调研。 苏州九三学社社
员们参观了位于昆山市的苏州地铁 S1 号线工地现场安全
体验馆，观看了地铁 S1 号线宣传片，对中铁九局承建的 04
标现场施工进度和项目部驻地企业文化建设给予了高度
评价。
(李卫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