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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四局南京分公司承建的
南京地铁 2 号线西延工程开工
3 月 30 日，由中铁四局集团南京分公司承建的南京
市建邺区 18 个重点项目之一的南京地铁 2 号线西延工程
D.002.W-TA08 标地连墙顺利开工。南京地铁 2 号线西
延工程全长 5.4 公里，共有 4 个新建的站点。其中，该公
司 承 担 着 鱼 嘴 站 和 天 保 街 站 区 间 的 施 工 任 务 ，总 长
446.86 米，工期 17 个月。此标段地处南京市鱼嘴区原生
态湿地，针对地形复杂、安全风险大等难题，该公司在确
保防疫工作、复工复产“两不误、两手硬”的基础上，加强
前期策划，不断优化施组，分解细化年度生产任务，有序
推进施工生产。
（李旭 吴臣）

中铁九局四公司再获
公路施工企业信用“AA 级”评价
近期，由中铁九局四公司承建的黑龙江省百大项目之
一省道方正至珲春（长岭）公路林口界至八面通段改扩建
工程 A1 标段工程，在顺利完成各项工期节点后，再次荣获
2019 年“AA”级公路施工企业信用评价。自 2017 年承建
该工程以来，项目部未发生任何安全质量责任事故以及环
境举报事件，顺利实现了安全质量环境保护各项工作目
标。中铁九局连续三年在黑龙江省公路施工企业信用评
价考核中获得优异成绩，所承建的工程得到了当地政府、
业主单位及百姓极高的评价。
（秦雷）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
瞄准年度目标拓市场提品质
围绕 2020 年总体工作要求，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围
绕经营目标，加快由传统公路市场向市政、轨道交通、水利
水电等领域拓展；狠抓项目工程建设，以优质的超越合同
价值的服务、品质和信誉，实现滚动发展，精耕一方市场；
继续深度完善探索全员（额）风险抵押、作业队全费用承
包，大力推行团队竞聘上岗等新模式，充分调动职工生产
责任感与积极性；理清项目管理责任和流程，开展“一对
一”经济活动分析；通过聚焦项目宏微观成本管理，制定改
进措施，做到经济运行心中有数、纠偏措施手段有力、提高
经济质量有为。
（秦佑其）

中铁七局电务公司对基层党组织书记
抓党建工作进行“政治体检”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考评制度，3 月 30 日下午，中铁
七局电务公司创新采取“现场+视频+书面”的方式，
对所属
的 22 家单位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进行
“政治体检”
。
会上，
公司党委要求党组织书记述职要在
“实”
上下功夫，
少
谈成绩，多谈问题。公司领导分别结合述职单位业务特点
和党建工作实际进行随机提问和点评，
既肯定了成绩，
又找
准问题症结所在。同时，
强化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结果运用，
对综合评价
“差”
的单位实行约谈机制，
推动咬耳扯袖、
红脸
出汗成为常态，
用制度推动落实、
巩固述职成效。 （王从）

中铁九局四公司成兰铁路站房项目部
开展廉洁教育活动
为持续抓好项目部广大员工廉洁教育工作，预防节
日期间“四风问题”反弹，4 月 2 日，中铁九局四公司成兰
铁路站房工程项目部开展了清明节日廉洁从业警示教育
活动，共计 27 名管理人员接受了警示教育。项目党支部
书记丁列重点领学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网
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制度文件和党纪条规，并通
过具体典型案例对恶意举报、网络言论等易发多发问题
进行廉洁提醒。
（王琳）

中铁九局四公司成兰铁路站房项目部
开展
“追忆革命先烈、
致敬抗疫英雄”
活动
4 月 3 日，中铁九局四公司成兰铁路站房项目部组织
27 名员工前往四川省什邡市烈士陵园开展“追忆革命先
烈、致敬抗疫英雄”主题活动。2 名员工代表向烈士纪念
碑敬献鲜花，并进行了集体默哀。在纪念碑前，项目部全
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此次活动让项目员工亲临实地
的接受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体验和感
悟民族精神的意义和价值，进一步激发了爱国情怀和工
作热情。
（王琳）

中铁九局电务公司党委
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中铁九局电务公司党委突出“学、查、改”三个重点环
节，开展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自查自纠工作。原汁
原味“学”。公司领导班子成员以集中学习的方式，认真学
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等相关文件。实事求是“查”。针对局党委、公司党委
巡察发现的问题和正负面清单 9 个方面重点内容，制定符
合实际的个人整改措施。标本兼治“改”。按照“自查自纠
从宽、被查被纠从严”的原则，强化日常监督及管理，自查
问题，
制定整改措施。
（孙景禹 于洪军 魏光）

中铁九局苏州地铁 S1 线项目部
获昆山市政府、业主表扬

常益长铁路南庵山隧道
第一模衬砌浇筑施工
4 月 7 日，由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施工的常益长铁路
南庵山隧道进口第一模衬砌开始浇筑，标志着项目隧道施
工迈出了阶段性的一步，为后续隧道施工顺利推进夯实了
基础。南庵山隧道位于湖南省常德市军山铺镇杏花村附
近，设计为时速 350 公里单洞双线隧道，全长 1115 米，最大
埋深 166 米，隧道正洞有 1 条压扭性断裂带通过；主要不良
地质有断层破裂带、崩塌落石、易软化基岩等。为加快南
庵山隧道衬砌施工，项目部在较短时间内，快速完成了台
车模板进场组装、打磨、调试，并在监理公司等单位联合验
收中顺利通过。
（秦佑其 张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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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九局四公司成兰铁路站房项目部
积极组织复工复产
日前，中铁九局四公司成兰铁路站房项目部针对疫情
变化，提前筹划，有针对性采取各项措施组织复工复产。
一是谋划项目管理人员分批次返岗，返岗前提前与当地政
府疫情防控机构积极对接，确保符合当地政府要求。二是
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并提前准备口罩、消毒液、体温枪等防
疫物资，确保人员到位、物资到位。三是对施工队伍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交底，并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及时、准确掌握
施工人员动态。截至 4 月 1 日，项目部管理人员已全部结
束隔离，
现场已开始复工。
（王琳）

中铁九局四公司锦州北站项目部
举办普法宣教讲座
4 月 2 日，中铁九局四公司朝凌站房锦州北站项目
部组织开展了普法宣教活动，项目党支部书记为项目 34
名职工普及了在公司生产经营过程及日常生活中常遇
纠纷类型的相关法律知识及正确处理方法，同时就相关
文件、相关流程及具体法律纠纷事件进行了解读。讲座
后，参训人员结合各业务部门具体工作对全面法律合规
风险源进行了梳理和自纠，确保了工程履行全程法律风
险可控。通过本次普法宣教，增强了员工法律素养，提
高了知法守法意识，为职工日常生活的有序进行提供了
有力帮助。
（王琳）

深圳地铁 14 号线宝荷站—宝龙站
盾构区间左线始发
3 月 31 日下午，由中铁九局四公司承建的深圳地铁 14
号线宝荷站—宝龙站盾构区间左线顺利始发。宝荷站
—宝龙站区间左线隧道全长 1352.45 米，地质条件复杂。
项目部在始发前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
组织盾构机开仓换刀专家评审以及地质详勘、补勘和钻芯
取样等具体措施，为盾构机掘进施工提供参考数据。为克
服由于区间地下水位较高而易发生喷涌现象的施工难题，
项目部不断调整掘进参数，掘进期间进行多次换刀工作，
同时加强地面监测，
保证区间掘进顺利进行。 （王琳）

中铁九局七公司基地经营中心
四项举措抓抗疫复产
中铁九局七公司基地经营中心积极落实中铁九局七
公司党委关于“疫情防控做表率，复工复产当争锋”主题工
作安排，全力以赴抓推进复工复产工作。一是超前部署。
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对防疫工作职责、应急处置等各
项工作都做了详细部署。二是多重防护。全员全面复工
返岗后，设立了专门的隔离室、疫情监测点，坚持每天两次
体温监测。每周为职工发放 10 个口罩，每日重点部位消
毒。三是党员带头。基地党员走在前面。四是加大宣
传。在大门处、办公区外墙、门厅等醒目位置张贴防疫标
识标语，
提高职工防控意识。
（孙凌云）

3 月 31 日，
江苏省昆山市
“践行
‘四闯四责’
、
勇当
‘热血
尖兵’
全力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标杆城市”
千人誓师大
会在市文化艺术中心隆重召开。承担地铁文化艺术中心站
施工的中铁九局苏州地铁 S1 线项目部加大文明施工力度，
对会场外部环境进行全面整治，
为大会提供了优质的外部环
境，
也全方位展示了中铁九局良好的企业形象，
得到昆山市
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为此，
昆山市轨道交通建
设指挥部、
苏州轨道交通市域一号线有限公司特致信中铁九
局集团,对苏州地铁S1线项目部提出表扬。
(李卫东)

中铁九局玉楚高速公路 TJ-3 标最高墩
——摆衣箐大桥 4 号墩顺利封顶
4 月 5 日，中铁九局玉楚高速公路土建 3 标全线控
制性工程摆衣箐大桥二号桥——4 号高墩封顶，为 2020
年项目全线控制性工程铺架奠定了坚实基础。4 号墩为
变截面空心薄壁墩，墩高高达 82.55m。项目施工中采用
水下成孔灌注、液压爬模、自动喷淋养护等新工艺，确保
大桥安全质量整体可控。自 2019 年 9 月墩柱施工以来，
全体参建人员坚持以安全生产为前提，以工程质量为基
础，历时 185 天，终于顺利完成全标段第一高墩混凝土浇
筑。
（宋鹏 贾新宇）

中铁文旅川投公司纪委
“三举措”加强公司作风建设
中铁文旅川投公司纪委高度重视公司作风建设。一
是统一思想，改进作风，制定公司作风整治活动方案和倡
议书，设定了公司文明礼仪行为规范。二是眼睛向内、明
确问题，通过对个人检视自查、部门研讨反思、项目集中反
馈等形式开展自查自纠，形成问题清单。三是上下联动、
明确措施，根据查找问题制定解决措施，并反馈给各部门、
所属项目进行完善整改。四是强化结果运用，建立长效机
制，通过公布举报渠道、不定期抽查、与所属项目座谈等形
式开展过程监督。
（亓永鹏）

楚源公司：开展职业病宣传活动
为进一步增强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职业病防治
能力，中煤新集楚源生产服务公司结合工作实际，按照
“防、治、管、教、建”五字策略，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的方针，以粉尘、噪音为防治重点，开展职业病知识宣传教
育活动。活动中，广泛宣传职业病防治知识和健康工作理
念，并帮助职工掌握防尘口罩、防噪耳塞等个人防护用品
的正确佩戴方法及注意事项。职业病防治工作事关劳动
者的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在今后的工作中，该公司将加
强职业卫生宣传教育培训力度，夯实职业健康监护工作，
保障职工身体健康。
（王雪玲）

巧用“学习强国”助力“疫情防控”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煤新集楚源生产服务
公司党总支充分利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强大的功能
优势，鼓励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网络学习。该公司党总支
发出用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倡议，不断激发党员干
部职工学习生活的正能量，坚定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
信心。据悉，该公司现有在岗党员 96 人，已实现注册使
用覆盖率 100%，营造了良好的线上学习氛围。在疫情
发生期间，该公司各位党员干部职工充分利用该平台不
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树立乐观的良好心态，助力“疫情
防控”。
（宋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