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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党建
中铁九局四公司召开
“两优一先”
表彰大会
7 月 6 日，
中铁九局四公司纪念建党 99 周年暨“两优一
先”表彰视频大会召开。会议表彰了先进基层党组织、优
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部分领导班子成员，受表
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代表等共计 70 人在主会场参
会。公司党委书记上了专题党课。在党课中回顾了中国
共产党成立 99 年的光辉历程，结合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
情对国内外企业的影响，并就如何做好一名“争先文化”的
力行者、创造者、传播者提出了具体要求。
（王琳）

中煤新集公司
重温入党誓词 缅怀革命先烈
7 月份以来，
中煤新集公司保卫部各基层党支部积极开
展以
“重温入党誓词、
缅怀革命先烈”
为主题的教育活动，
缅
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各基层党支部按照要求，
组织党员
干部职工分别在所属地市、
分赴不同廉政或红色教育基地开
展活动，
进一步加深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爱国主义情操，
坚定
了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
强化了党员政治思想认识。
（李黎）

推行党员积分制 激发党员新活力
为推动从严治党要求在党员日常管理中落地生根，中
煤新集楚源生产服务公司党总支结合自身实际，积极组织
开展党员积分制活动。党员积分主要由“日常行为积分”
“贡献积分”和“年度评议积分”三部分构成。各支部成立
积分考评小组，负责日常行为积分的跟踪记录。鼓励党员
积极参加党员示范岗等党内主题实践活动，让党员在活动
中展示自我，彰显先进。各党支部需分领域管理，立足岗
位、动态管理的原则，在积分管理上突出“细”
“小”
“实”，增
强党员积分制管理的实效性。
（宋佳佳）

合肥经开区莲花社区
组织广大党员深入开展主题学习
7 月 12 日，安徽省合肥经开区莲花社区汇林园居委会
党总支组织广大党员，前往位于肥东瑶岗的渡江战役总前
委旧址纪念馆参观学习，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和纪念建党 99 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全体党员
佩戴党徽，通过观看逼真的图文材料、聆听生动详细的历
史解说，追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感悟红色经典的时代
内涵。在党总支副书记何维富的带领下，全体党员面对鲜
红的党旗，
重温入党誓词。
（何春梅 孙亚兰）

肥东县古城镇
党建引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古城镇始终坚持以绣花工夫抓
好党建引领，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基层党建工作
重中之重。该镇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落实试点先行，
要求村级党组织苦干实干埋头干，盘活资源资产，总结归
纳好经验好做法进行全面推广。同时要求党员干部加强
学习，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该镇
狠抓制度建设，侧重发展特色产业，激发内生动力，谋划出
一条独具自身特点的发展路线。
（唐静）

企业文化
中铁九局电务公司团委
多举措加强青年职工队伍建设
中铁九局电务公司团委多举措加强青年职工队伍建
设，为公司稳健发展注入活力。一是强化青年员工思想政
治教育。通过组织开展座谈会等形式倾听青年员工心声，
引导青年员工树立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职业观。二是为
每位新入职的青年员工，
指定 3 名导师进行
“传、
帮、
带”
，
定
期组织青年员工开展技术技能比赛，切实加强青年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三是拓宽青年员工职业发展通道。鼓励青年
员工考取各类资格证书，
拓宽未来发展渠道。
（吴桐）

中铁九局四公司新疆区域工程项目部
举办女职工系列活动
为进一步丰富女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缓解工作压力，
助
力“抗疫情、保增长，大干 100 天”劳动竞赛活动，全力冲刺
“9·30”
竣工目标。中铁九局四公司新疆区域工程项目部开
展了女职工“助力生产、放飞激情”插花等系列活动。活动
中，
项目工会副主席为 13 名女职工讲解花艺形式、
花材识别
等一系列插花基本知识，
进行了插花演示。（秦雷 鄢长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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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电气化局城铁西南分公司
“抗疫情保增长”为轨道交通建设提速

安全生产
中铁九局四公司新疆区域工程项目部
警企联动助生产
为进一步提高工程项目维稳治安工作，中铁九局四公
司新疆区域工程项目部与所在地绿园路派出所联合举办
了“警企联动、企业里的‘警察蓝’”主题座谈会。派出所讲
解员为项目部 70 余名员工详细讲解了企业内部防诈骗等
相关知识。工程自开工以来，项目部积极加强与所在地派
出所的日常联系，配合开展治安工作；同时及时排查施工
现场危险源，严格做好劳务工管理工作。通过本次座谈
会，项目部全体员工对维稳、防诈骗工作有了更加深入的
了解。
（秦雷 于广佳）

中铁九局成兰铁路站房项目
强化课题攻关 助力施工生产
中铁九局成兰铁路站房工程项目部通过开展“高擎党
旗打头阵、擦亮党徽当先锋，坚决打赢疫情防控和生产经
营攻坚战”主题实践活动，制定了“提高潮湿地区站台雨棚
混凝土表观质量”攻关课题。项目部以 QC 小组为依托，
定
期组织开展研讨会及现场检查验证。对已施工完成的雨
棚进行现场排查和测量，统计、分析质量现状。截至目前，
达到了提高剩余部分站台雨棚混凝土表观质量合格率
90%及以上的攻关目标。
（王琳）

安徽合肥肥西严店乡：有序有力
做好防汛工作 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为扎实做好今年的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安全度
汛，安徽合肥肥西县严店乡于 3 月 16 日成立防汛指挥部，
并根据实际情况，成立莲花圩、上下司圩、蒋口河联圩三个
指挥分部，由各片党政领导任指挥。连日来，严店乡防汛
小组工作人员深入水库前线，对辖区内各山塘和水库的水
位等情况进行了详细检查，对所有发现的问题做好台账记
录，
确保随时掌握汛情。
（张薇）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城铁公司西南分公司面对疫情防
控，迎难而上，项目安全有序复工复产。为加快重庆轨道
交通环线建设步伐,方便市民出行,项目部举行了“抗疫情、
保增长，大干 100 天”劳动竞赛，坚决守住疫情防控和安全
质量两条底线，项目部组织作业人员 63 人加班加点进行
施工,截至目前, 完成施工作业面 7 个,敷设光、电缆 83.7 公
里；隔离开关（柜）安装 60 多台，誓保重庆轨道交通环线开
通目标。
（刘琨 张小龙）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匠心铸造精品工程
近日，
从古都西安再传喜讯，
陕西省住建厅印发《关于公
布 2020 年度陕西省建设工程长安杯奖（省优质工程）评选结
果的通知》，
由中铁五局集团机械化公司参建的黄陵至铜川
高速公路工程位列其中。黄陵至铜川高速公路 TH-C13 合
同段全长 3.58 公里，
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
工程结构最复杂
的标段之一。自项目进场以来，
公司积极开展质量管理和科
技创新工作，
有效解决工程中存在的各类难题。 （秦佑其）

社会责任
中铁九局四公司朝凌站房项目部
开展“绿水青山、节能增效”活动
为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在项目部范围内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的良好风尚，
6月
29 日至 7 月 5 日，中铁九局四公司朝凌站房项目开展了以
“绿水青山、节能增效”为主题的全民节能活动。在施工现
场采用钢筋机械连接技术，接头强度高于钢筋母材，速度
比电焊快 5 倍，节省钢材 20％，接头可预制，工厂化生产且
质量达标。项目部还设置了三级沉淀池，对清洗水进行沉
淀，安装抽水设施，抽取沉淀水用于车辆清洗，循环利用水
资源，
达到了节水目的。
（王琳）

新技术

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
筑牢安全防线，为
“百日大干”保驾护航

土建行业呼吁大学生
在校期间多学习应用软件

随着
“百日大干”
劳动竞赛的全面铺开，
中铁五局电务城
通公司以“三个着力”奠定企业安全生产和健康发展之基。
一是着力加强安全教育培训。集中开展了全覆盖宣讲活动，
营造浓厚氛围。二是着力提高应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能力，
进一步提高了现场人员安全生产意识。三是着力发挥群安
员作用。235 名群安员积极开展隐患排查，
确保安全生产零
事故、
工程质量零缺陷，
环境保护零投诉。 （王中天 罗敏）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本届毕业生均采用在家撰写与指
导教师线上交流等方式完成毕业论文。随着国家经济的
高速发展，土建行业逐步走向科技化、智能化，随之产生的
建筑信息模型是建筑学、工程学及土木工程的新工具，用
来以三维图形为主、建筑学有关的电脑辅助设计。但毕业
生进入土建行业，缺乏相关实践，造成学校与行业之间的
脱轨，土建行业呼吁该专业大学生在校期间多学习应用软
件，
为更好的就业打下良好基础。
（温嘉斌）

资产处置公告
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浙江八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州泽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债权进行公开处置。截
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广州泽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本金合计人民币 287,686,139.72 元，
浙江八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
债权本金合计人民币 111,637,638.89 元。
债权明细表（基准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
单位：
元
序号
1
2

借款人
浙江八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泽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号
SATC[2015]JH002-ZRHG
SATC[2014]-JH010-GDJKHT02
合计：

本金余额
111,637,638.89
287,686,139.72
399,323,778.61

注：
上述资产可单户或组包转让，
具体项目资产信息以实际情况与权属登记证明等为准。本公告仅列示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
其中借款人及其相应担保人或其承继人应支付给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含罚息、复利）、
迟延履行金、代垫费用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生效判决书等法律文书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等计算。
处置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采取挂牌转让、公开竞价、招投标、拍卖等。
该债权交易对象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但不得是以下主体：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工作人员等关联人；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或者其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
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
前述受政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限制的主体投资、控制、委托或享有其他权益的企
业或其他实体。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
网址 http://www.ciamc.com.cn/。
公告有效期：
【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
【2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人：
【吴先生】 联系电话：
【0591-86309221】
电子邮件：
【wuhong@ciamc.com.cn】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91-8630922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电子邮箱：
zstj@ciamc.com.cn
特别提示：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
兴业资管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