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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

工程建设

广州轨道交通十一号线七分部
压实安全管理责任

南宁市建兴路-厢竹大道立交项目
首桩开钻

今年年初以来，
广州轨道交通十一号线七分部狠抓安全
管理工作，
联系实际灵活改进安全管理方式。项目部同步获
得了中铁广州轨道交通工程指挥部
“二季度安全质量环保优
胜单位”
荣誉称号。该部自 2017 年开工以来，
始终把安全管
理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一是改生产交班会为安全生产周例
会，
细化了分包队伍的安全管理责任。二是每周对各作业班
组的安全文明施工等进行考评，
加重了安全管控的砝码。三
是有效发挥作业班组长等安全监督作用，
最大程度将临边防
护、
施工用电等风险降到最低。
（马荣华）

7 月 20 日，由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承建的南宁市建兴
路-厢竹大道立交工程项目首根桩基顺利开钻，标志着该
项目正式进入施工大干阶段。该工程为南宁市重点工程，
位于南宁市中心城区兴宁组团的中部。为确保首根桩基
顺利开钻，项目部组织技术人员研讨施工方案，下达安全
技术交底，克服种种不利因素，为钻孔桩施工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该工程完工后，将切实缓解建兴路段至厢竹大道
路段交通压力，同时也促进中心城区与各区域的沟通联
系，
推动该片区的发展建设。 （刘彦平 刁节伟 刘大通）

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广州地铁
召开片区经济活动分析会
7 月 13—14 日，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广州地铁 13 号
线、
广州地铁 11 号线及管廊项目先后召开经济活动分析会，
深入研究相关经济指标，
剖析施工生产过程，
总结经验规律，
解决项目经济问题。经济活动分析会上，
各项目逐一对安全
质量、物资供应管理等情况进行分析，提出结合“大干 100
天”
专项劳动竞赛的要求，
做好“二次经营”
、
风险包干费清
理、
及时催收资金等下一步工作要求。 （蒋莉萍 王中天）

罗源供电
开展木屋毗邻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
“您这儿的线路有老化迹象，要尽快进行更换！”7 月
23 日，福建省罗源县中房镇林家村，国网罗源县供电公司
中房供电所党员服务队走村进户，开展木屋毗邻区安全隐
患排查。入夏以来，该公司结合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
治工作，组织各基层供电所开展木屋毗邻区隐患排查整治
行动，要求各供电所对排查工作进行月汇报，对于零散的
隐患由辖区供电所协同驻所施工队伍现场整改，做到防患
于未然。
（陈霞 黄秀秋）

企业文化
中铁九局党政工团
“夏送清凉”活动走进新疆
日前，在全面开展“抗疫情、保增长，大干 100 天”专项
劳动竞赛活动之时，中铁九局党政工团“夏送清凉”活动走
进了中铁九局四公司新疆区域工程项目部，为远离家乡、
奋战在一线的员工送去了饮料、西瓜等慰问品。中铁九局
四公司新疆区域工程项目部正以劳动竞赛为契机，快速推
进工程施工建设，全力冲刺“9·30”竣工目标。此次慰问，
鼓舞了坚守在施工生产一线职工的士气，坚定了职工们坚
守岗位的决心。
（秦雷）

中煤新集楚源公司开展中暑应急演练
为进一步提高职工高温天气工作防中暑应急能力，
中煤
新集楚源生产服务公司组织职工开展高温中暑应急演练。
演练现场，示范人员按照应急预案对中暑职工进行紧急施
救，
首先对中暑人员的神志状况进行确认并将其转移至阴凉
地，
用湿凉毛巾轻擦身体，
现场口服人丹、
十滴水，
在额头部
位涂抹风油精，并视情况立即向矿区医院急救中心 120 呼
救。整个演练过程井然有序，
历时40分钟。
(王雪玲)

中铁阅香湖项目召开退伍军人座谈会
近日，
中铁九局四公司中铁阅香湖项目以
“发扬雷锋精
神、
永葆军人本色”
为主题，
召开了退役军人座谈会，
纪念建
军93周年。在座谈会上，
9名退役军人分别畅谈了自己的从
军经历，
以及当兵的收获。项目部希望大家能够发扬雷锋钉
子精神，
忠诚企业敬业爱岗，
时刻不忘军人本色，
继续发扬军
人品质和作风，
在施工生产过程中奋勇争先。 （张沄峰）

中铁七局一公司“五送大礼包”
助力新员工加码起航
2020年，
中铁七局一公司通过
“五送大礼包”
，
帮助56名
新员工快速融入企业，
加码起航。送健康。为新员工发放口
罩、消毒液等“健康礼”，并对其进行核酸检测和入职体检。
送培训。公司选派经验丰富的业务专家为新员工授课，
使其
快速融入企业。送技能。由项目总工现场为新员工授课帮
助其提升履职能力。送文化。用素质拓展训练，
把企业文化
送到新员工的心坎里。送导师。帮助新员工熟练掌握工作
技能和规范标准。
（马文辉）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景中路面项目
主体工程完工
7 月 19 日晚，
随着最后一车沥青混合料摊铺接缝完毕，
标志着机械化公司景中路面项目主体工程全部完工！自
2018 年 12 月份跑步进场动工以来，项目上下团结一心、主
动出击，克服地势偏远、气候恶劣、路基交验严重滞后等困
难；
牢固树立
“以现场保市场”
理念，
坚持高标准、
严要求，
安
全、质量、进度、文明施工可控有序，各项工作得到业主、监
理等各方单位的一致认可，
先后 10 余次得到业主全线通报
表扬，
并获得奖励合计 300 余万元。
（李湘章 姚华信）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仁沐新项目
沥青下面层试验段成功摊铺
7 月 20 日上午 ，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四川仁沐新项目
沥青下面层试验段成功摊铺。自进场以来，为确保试验段
成功摊铺，项目多次召开施工专题会议，一是组织现场作
业人员开展技术安全培训，学习沥青路面 AC-20C 施工工
艺、质量控制要点和机械设备安全操作规程，提高施工质
量，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二是实行“定岗、定人、定责、
定工作内容、定工作标准、定奖惩标准”的管理机制，层层
落实、细化到人。
（李湘章 杨园园）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瓮开项目
底基层试验段顺利完成
7 月 20 日，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贵州瓮开项目首段底
基层试验段正式开工。在有序推进的试验段摊铺过程中，
现场作业人员严格按照施工方案进行标准化作业，监理工
程师和现场技术人员对施工各环节进行全程监控。在历
时 5 个小时后，400 米底基层试验段顺利完成摊铺。经检
测，厚度、压实度、平整度等各项数据指标均符合设计规范
及验标要求。此次底基层试验段的顺利摊铺为项目后续
大规模施工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数据和技术支撑，同时也吹
响了项目施工大干的集结号。 （李湘章 杨蝶欣 刘权文）

中铁五局滇中引水昆明段施工 4 标
昆呈隧洞进口段正式进洞开挖
近日，由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承建的滇中引水工程
昆明段施工 4 标昆呈隧洞进口段正式进洞。昆呈隧洞上接
龙泉倒虹吸，
下连牧羊村倒虹吸，
长达56.6公里，
是滇中引水
工程昆明段最长的隧洞，
也是滇中引水工程第二长的隧洞。
为确保昆呈隧洞进口段顺利进洞施工，
项目部严格执行施工
方案，
并配备精干高效的管理人员，
选择经验丰富、
专业性强
的施工队伍，
配足物资机械设备。
（蒋莉萍 罗敏）

贵州省最大跨度钢箱梁顶推施工顺利完成
7 月 23 日，由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承建的贵州省重点
工程双龙航空港物流外环道路项目下坝大桥钢箱梁顶推
施工顺利完成，标志着项目建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为
2020 年物流外环道路工程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本次
施工的下坝大桥桥面全长 603 米，宽 36.5 米，分左右两幅。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贵阳市城市路网建设，大大提
高经济区交通通行效率，加强经济区与城市核心区域的交
通联系，为经济区招商引资及产业发展提供更为便利的条
件，
也为广大市民出行提供更多选择。 （陈宏武 李俊生）

太焦铁路全线 358.8 公里轨道铺设完成
7月25日，
由中铁七局承建的新建太焦铁路河南段成功
与山西段牵手，
至此，
太焦铁路全线轨道铺设完成，
为下一步
太焦铁路进入轨道精调及静态验收奠定了基础。太焦铁路
轨道全长 358.8 公里，
其中山西段境内 325.4 公里、
河南段境
内 33.4 公里，中铁七局主要承建了 71.5 万方路基土石方、8
座桥梁、
12座框架桥涵、
河南段377孔箱梁预制及架设，
以及
河南段境内33.4公里轨道的铺设。今年疫情发生以来，
中铁
七局不等不靠，
在严防疫情的同时，
全力组织 1100 余名劳力
投入
“保开通”
攻坚战。
（赵亚龙 王可立 阿继朝）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市副中心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市副中心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
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市副中心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以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市副中心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
及担保人以及债务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包括但不限于更名、
改制、
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
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若债务
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包括但不限于更名、
改制、
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
由相关承债主体、
清
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市副中心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2020年7月28日
《公告清单》
交易基准日：
2020 年 6 月 6 日
序号

债务人名称

具体业务
合同名称

具体业务
合同编号

1

北京汇源食品饮料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0472343

2

北京汇源食品饮料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0501464

3

北京汇源食品饮料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0501467

4

北京汇源食品饮料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0543155

5

北京汇源饮料食品
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0532316

担保人名称

担保合同编号

朱新礼、
北京汇源饮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
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北京汇源九龙沟绿色
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保证；
河北汇源食品饮
料有限公司4亿股权质押；
北京汇源九龙沟绿
色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土地使用权抵押等；
担保情况以相关合同为准。

0472111_002、
0472111_001、
0472111_005、
0472111_006、
0472111_004、
0472343_001、
0543155_002、
0543155_001等

朱新礼

0532316_001

北京汇源控股有限公司

0532316_002

德州福宽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0532316_002

北京汇源集团黄冈有限公司

0532316_001

浙江京都世纪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0445898_001

尤小刚

0445898_003

北京顺天龙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房地产抵押

0445898_002

浙江京都世纪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0445898_001

尤小刚

0445898_003

北京顺天龙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房地产抵押

0445898_002

国内最大曲线偏心转体桥成功转体

北京新奥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

0467524_001

韩先福

0467524_002

贺伟力

0467524_003

7月16日，
由中铁四局二公司负责施工的宁波轨道交通
4 号线上跨杭深、
萧甬铁路转体桥顺时针转动 40 度，
实现精
准对接，
标志着国内最大曲线偏心转体桥顺利转体。该转体
桥位于慈城站至官山河站区间。项目部提前开展了不对称、
小曲线、
大偏心连续刚构桥转体施工安全控制技术研究和运
营铁路移动防护棚架的安装与拆除工法技术研究，
形成工法
专利，
研发了长 40 米、
宽 18 米的移动式铁路防护棚架，
确保
桥梁施工不影响过往列车。 （贡海斌 景伟洋 万三宝）

王以峰

0467524_004

王春英

0467524_005

韩冰

0467524_006

韩冰名下房产抵押

0467524_003

王春英名下房产抵押

0467524_001

韩先福名下房产抵押

0467524_002

北京新奥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

0476351_001

韩先福

0476351_003

贺伟力

0476351_004

王春英

0476351_005

王以峰

0476351_006

韩冰名下房产抵押

0476351_007

王春英名下房产抵押

0476351_009

韩先福名下房产抵押

0476351_008

北京联绿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应收账款

0476351_010

北京新奥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

0476351_001

韩先福

0476351_003

贺伟力

0476351_004

王春英

0476351_005

王以峰

0476351_006

韩冰名下房产抵押

0476351_007

王春英名下房产抵押

0476351_009

韩先福名下房产抵押

0476351_008

北京联绿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应收账款

0476351_010

文津国际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0460026_001

北京文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0460026_002

张东明

0460026_003

李星

0460026_004

北京硅谷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460026_005

6

7

徐州睢宁经济开发区
福馨花园小区 8 号楼正式封顶
7 月 20 日，被列为江苏徐州市睢宁经开区重点工程之
一的环境提升及综合治理 PPP 项目的福馨花园小区 8 号
楼工程，经过中铁四局南京分公司全体参战干部员工 3 个
多月的顽强拼搏，于上午 8 点 58 分正式封顶，宣布 PPP 项
目第一个节点工期的胜利告捷。徐州睢宁经济开发区福
馨花园小区也是开发区重点“民生工程”之一，于今年 4 月
初正式开工建设，预计 2021 年元旦前竣工。该楼的正式
封顶，为福馨花园小区年内竣工以及其它子项目的有力推
进，
开了个好头，
赢得了宝贵时间。
（左新国 吴慧）

8

9

10

北京京都世纪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京都世纪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联绿技术集团
有限公司

北京联绿技术集团
有限公司

北京联绿技术集团
有限公司

文津时代文化创意
11 （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0459592

0460344

0467524

0485933

0488188

0460026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联系人：
谭鸿、
齐国禄
联系电话：
010-66060006-4111 010-66060006-8218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293号
注：
1、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公告发布日的贷款本金余额，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
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
若债务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
改制、
停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
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
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的
“担保人”
包括保证人、
抵押人、
出质人。
4、
上述清单中北京联绿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涉及的债权另含诉讼费、
公证费等费用216749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