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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玉楚路面项目
全线首家完成沥青中面层试验段摊铺
11 月 6 日，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玉楚路面项目全线首
家完成沥青中面层试验段摊铺。为确保试验段顺利摊铺，
项目从原材料质量等方面进行严格控制，并认真开展技术
交底；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设计及规范要求施工；摊铺完
成后对试验段的压实度、平整度、厚度等相关技术指标进
行了检测，结果均满足规范要求。自开展“决战四季度、决
胜保目标”专项劳动竞赛以来，项目面对路基交付迟缓、雨
水多等不利因素，不断掀起大干高潮，向圆满完成年度施
工任务发起冲刺。
（李湘章 郭建明）

滁宁城际铁路洪武路段下部主体结构
全部施工完成
11 月 15 日，滁宁城际铁路洪武路段下部主体结构全
部施工完成，标志着该路段全面进入桥梁施工关键阶段。
项目自进场以来，超前谋划、精心组织、在安全质量、施工
进度、文明施工等各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效果，多次受到业
主、监理单位表扬，为中铁四局在滁州市场树立了良好品
牌形象。滁宁城际铁路建成通车后，从南京江北新区到滁
州只需要短短的 40 分钟，将进一步完善滁州市区域综合
交通网络、优化运输结构，加强滁州市与南京市联系，真正
意义上实现双城一体化。
（许无疾）

企业文化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 G316 项目
顺利完成首个承台浇筑
11 月 5 日，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福州 G316 项目首个
承台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项目桥梁施工跨进了新阶段。
G316 项目有主路桥两座，全长 1550 米，共有承台、系梁
280 个，桥梁设计时速 80Km/h。本次浇筑的主路 2 号桥右
幅 29 号墩承台采用工字型设计，由 2 个长 5.6 米，宽 2.4 米，
高 2.2 米的承台中间加系梁结构形式组成，采用 C35 钢筋
混凝土，混凝土设计方量 70 立方米。首个承台的顺利浇
筑为项目后续承台施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极大鼓舞了
全体参建人员的士气。
（李湘章 汤志君）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西察一标
顺利完成年度路面施工任务
11 月 7 日，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西察一标在立冬时节
迎来年度路面施工完美收官之战。这标志着项目部顺利
完成全年路面施工任务。项目部自“抗疫情、保增长，大干
100 天”专项劳动竞赛取得丰硕战果后，将四季度路面施工
目标任务细化分解，采取有效质量保证措施，千方百计加
快施组推进，为项目部完成公司年度目标打下了坚实基
础。通过全体员工攻坚克难，项目部保持着连续 5 个月产
值破亿的良好势头，圆满完成全年既定施工任务，为通车
目标的早日实现打下了坚实基础。 （李湘章 赵程辉）

中铁九局四公司京沈客专辽宁公司
档案库改建工程提前完成基础施工任务
10 月 23 日，经过 27 小时连续施工作业，中铁九局四公
司承建的京沈客专辽宁公司档案库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基
础混凝土施工，提前 11 天完成节点工期目标。档案库改
建工程建筑面积 4189 平方米，工程造价 2526 万元。为确
保冬季施工前完成所有基础混凝土浇筑任务，项目部统筹
规划、倒排工期，并落实好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大现场施工
质量及安全管理工作，在施工过程中，成立了青年突击队，
结合“决战四季度、决胜保目标”劳动竞赛活动，全面掀起
了施工大干热潮。
（王琳 王亮）

楚源公司积极开展
“修旧利废、降本增效”活动
今年以来，中煤新集楚源生产服务公司二矿支护区积
极开展“修旧利废、降本增效”活动，鼓励各班组职工积极
创新，充分挖掘修旧物品的价值，减少新材料的投入。日
常工作中，该支护区充分发挥本单位各班组工作特点及技
术优势，对加工过程中的边角废料等 20 多种材料，采用新
方法新工艺进行修旧利废、自制加工。截止到目前，全年
共创修旧利废价值约 200 万元左右，为公司提质降本增效
做出了积极贡献。
（王雪玲）

七公司党委多举措开展
“决战四季度、决胜保目标”劳动竞赛
中铁九局七公司党委积极贯彻落实局决战四季度动
员大会精神，全面掀起生产经营大干热潮。统一思想、强
化宣传。七公司党委第一时间召开劳动竞赛专题部署会
议，共 324 人参会。层层结合、细化任务。公司两办层层
细化任务、分解目标，下发督查督办通知单，明确重点任务
分工责任人和完成时间节点，助推劳动竞赛活动取得实
效。深化考核，确保有效落实。七公司党委成立由公司机
关各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劳动竞赛工作委员会，深化组织领
导及监督检查、考核评比、评优评先等工作。
（黄野）

楚源公司开展
“百日安全”宣教下基层慰问活动
为了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丰富基层职工文化生
活，近日，中煤新集楚源公司组织文工团到基层开展慰问
演出活动。活动现场表演的节目都是楚源公司工会组织
文艺爱好者利用业余时间自编、自导的。活动在开场舞蹈
串烧《花样青春》中拉开帷幕。尤其是快板《安全责任说》
及小品《责任》，大受欢迎，通过节目，使职工懂得了安全生
产的重要性。此次文艺演出还穿插了安全生产知识有奖
问答，现场职工更是争相抢答，
气氛热烈。
（王雪玲）

精细化管理打造节约型食堂
中铁九局四公司鸡西西站站前广场工程
首块顶板浇筑完成
11 月 1 日，经过 22 小时的昼夜奋战，由中铁九局四公
司承建的鸡西西站站前广场工程首块顶板混凝土浇筑完
成，共浇筑混凝土 919 立方米。鸡西西站站前广场工程建
筑面积 5.4 万平方米，工程总造价 3.3 亿元，是黑龙江省百
大项目之一、鸡西市重点工程。在顶板施工作业前，项目
部优化施工计划，统筹协调物资设备供应，严格把控混凝
土浇筑质量，多次组织技术人员开展技术交底及现场自查
自检工作，顺利通过了钢筋、模板验收，为顺利完成混凝土
浇筑创造了条件。
（王琳 左宾）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批示全面推进厉行节约，减
少浪费要求，打造节约型幸福食堂，11 月 8 日，中铁广州工
程局汕汕铁路项目部召开食堂管理建议会。会上，参会人
员认真学了习总书记指示批示全面推进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精神，随后围绕“降低食堂成本、减少浪费”主题建言献
策。一是加强就餐人员管理，按人数配餐；二是张贴“厉行
节约减少浪费”等宣传帖，提高员工节约意识；三是加强食
堂规范化管理，减少配餐过程中各环节食材损失浪费；四
是提高厨师业务水平，使饭菜美味可口，减少剩饭；五是节
约厨房用水用电用油等。
（龙广）

中煤新集公司常态化落实疫情防控工作
中铁上海局宁波地铁 JD4006 标段
提前 50 天完成年度任务
在 11 月 10 日—11 日的 4 号线竣工验收会上，项目部
代表全线机电安装系统施工单位进行汇报，经过专家对兴
宁桥东站和白鹤站机电系统验收给予认可，通过验收。标
志着由中铁上海局承建的宁波地铁 4 号线机电安装及装
饰装修 6 标，提前 50 天完成施工任务，顺利完成消防验收、
防疫监测和工程竣工验收。接下来，项目部将继续做好三
站及区间的设备使用权、属地管理权、调度指挥权移交工
作，
确保 4 号线年底运营开通。
（何伟光 吴彪）

近日，阜阳市颍上县确诊一例上海关联新冠肺炎病
例。中煤新集公司迅速展开疫情防控应急部署，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常态化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巩固疫情防控
成果。今年以来，中煤新集公司将疫情管理工作常态化。
一是加强疫情防控形势宣传工作，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
二是每日摸排单位疫情防控情况、境外及疫情重点地区人
员返淮情况，并及时向公司疫情防控办公室上报。三是定
期开展“搬家式”大扫除活动，营造安全、卫生的办公环
境。四是教育职工加强个人防护意识，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和生活习惯。
（汪鸿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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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文旅川投公司开展
“决战四季度、
决胜保目标”
专项劳动竞赛
中铁文旅川投公司工会紧紧围绕公司年度重点工作
和目标任务，广泛动员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全力加快生
产经营攻坚步伐，组织开展“决战四季度、决胜保目标”
专项劳动竞赛。一是统一思想，广泛宣传。推动决策部
署在全公司落地生根。二是抓好结合，科学组织。制订
工作方案，明确目标任务，落实责任部门。三是深耕基
层，有效落实。营造“全力以赴，必保目标”的大干氛围，
持续巩固和扩大“抗疫情、保增长，大干 100 天”专项劳
动竞赛成果。
(亓永鹏）

扶贫宣传 同心同行
为切实搞好扶贫政策宣传，倾力做好扶贫的“开路
者”，近日，中煤新集楚源保安服务公司开展扶贫宣传活
动。该公司以“精准扶贫，携手同行”为主题，安排专人到
所辖各岗发放扶贫宣传资料，全方位多角度向职工宣传扶
贫政策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职工主动去了解其内
涵，准确掌握扶贫工作动态，切实把扶贫宣传工作落实到
实处。强化扶贫成效，建立可持续的长效机制，注重抓节
点、抓时效、抓效果。不断增强扶贫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确保扶贫宣传工作取得成效。
（杨杰）

中铁九局电务公司
扎实开展金秋助学活动
时值金秋开学季，为体现企业人文关怀，总部位于沈
阳的中铁九局电务公司开展了“金秋助学”活动，积极为
广大困难职工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帮助更多学子圆
求学梦。据了解，中铁九局电务公司始终将“金秋助学”
作为一项关爱职工的重点工作，不断创新助学载体、丰富
助学形式、挖掘助学潜力。5 年来，累计发放助学金达 15
万余元，先后助力 71 名职工家庭子女完成学业，该项活
动已成为服务职工的品牌项目之一，受到了职工群众的
广泛好评。
（魏光 杨栋 杨舒）

千余名职工乐享冬日运动会
近日，中建二局二公司（华南片区）第七届职工运动会
在深圳圆满落幕，深圳市建设工会主席王鸿利，广东省建
设工会主任史红杰，公司领导出席了活动。本次运动会进
行了 10 项赛事的精彩比拼，既有团队拔河、百米赛跑等 4
项竞技运动，又有陆地飞舟等 6 项趣味运动。据悉，活动
当天，该公司华东、西北、中原、山东等片区共 1000 余人同
步举办了运动会。此次运动会不仅是一次体育健身的盛
会，也是对全体职工整体素质和精神风貌的一次检阅，进
一步增强集体荣誉感和团队精神。
（徐朋）

中煤新集楚源公司
组织开展疫情防控知识测试
为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知识的学习普及，近日，中煤
新集楚源生产服务公司口孜东支护区组织开展“学习防疫
知识，强化安全意识，养成健康习惯，助力企业发展”测试
活动。本次测试的试卷题型多样，难度适中。试题内容涉
及疫情应急处置流程、个人防护指南、日常防控操作规范
以及安全生产相关知识，具有较强的知识性、针对性、实效
性。同时，对在家休息的职工采取微信视频、语音或者电
话答题的方式进行，做到测试全覆盖，不漏过一个职工。
此次测试成绩，将纳入职工绩效考核当中，直接与月度奖
金挂钩。
（邱殿革）

新业态
海南自贸港数字经济与区块链应用
新业态高峰论坛举行
由国际熊猫基金会、华夏产业经济研究院联合举办的
“海南自贸港数字经济与区块链应用新业态高峰论坛暨安
徽云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小喜熊区块链游戏签署 Mou
合约仪式”于 11 月 11 日在海南省隆重召开。为响应海南
自贸港关于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的号召，
参与共建海南自贸港区块链试验区，积极参与培育打造
“链上海南”区块链产业生态专项工程，国际熊猫基金会携
手旗下两款自主研发的区块链科技项目“小喜熊区块链游
戏”和“小喜人工智能 AI 量化机器人”落户海南自贸港，助
力海南自贸港区块链科技产业推向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