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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党建
中铁九局七公司党委
多举措全面规范人才队伍管理机制
一是坚持优中选优，让干部队伍“优”起来。公司党
委着手于实际，建立拟提拔干部排名体系，真正让有才
者有为、有为者有位。二是夯实人才基础，让基层力量
“厚”起来。经过业绩审核等方式对长期扎根于一线的
优秀职工进行评定。三是强化交流培训，让干部队伍
“强”起来。公司党委优化整合人才教育培训资源，分别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学习交流活动。四是完善
激励机制，让工作氛围“好”起来。公司党委进一步完善
激励分配机制改革，不断激发职工干事创业激情。五是
加强档案审核，让干部提拔“硬”起来。下发干部任免过
程中各项资料模板，为规范干部任免和强化选拔机制发
挥重要作用。
（黄野）

创新思维
强化党建工作融合生产经营
中铁九局四公司钢结构分公司党支部团结带领支
委会一班人，努力夯实党建工作基础，以党建带团建带
队伍，以创新的思维、科学的方法、有效的途径扎实推动
工作，把项目化管理机制引入党建工作，强化党建工作
有形化建设，使党建工作切实融合生产经营，推动党支
部党建“实”起来。钢结构分公司党支部将生产经营管
理手段和方法引入党建工作，以党建工作项目化为抓
手，按照“突出重点、破解难点、创新亮点”的要求，紧扣
“服务中心、引领发展、建设队伍”三大重点任务抓实党
支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有序融合，从而真正提升党建
工作价值。
（王彬玮）

学精神 明方向
为切实抓好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近日，
中煤新集楚源保安服务公司组织党员职工学习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该公司高度重视，积极组织行动，
通过班前会、微信工作群和“两学一做”等多种形式进行
学习，做到全覆盖。引导党员职工充分认识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的全局性、历史性意义，深刻理解其精神实质、
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结合实际，做到学思用结合、知信
行合一，学深悟透、融会贯通。要进一步凝聚人心，把握
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营造
浓厚的学习氛围。
（杨杰）

中铁置业上海投资公司无锡项目
深化“党旗红”活动
今年以来，无锡公司党支部多举措进一步深化“党旗
红”活动，促进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的更好发挥。一是教育引导党员立足本职岗位，主动
出击，争当先锋表率。二是加强理论武装，增强党性修养，
提升能力素质。三是丰富载体，增强组织活力，发挥组织
桥梁、纽带作用，
促进业务发展。
（詹其力 王群）

中铁置业滕州公司
创新活动载体 提升党建实效
中铁置业滕州公司成立以来，紧贴实际，创新载体，找
准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的结合点和着力点，把党建工
作的“软实力”变成企业发展的“硬支撑”。公司搭建党员
建功立业平台，持续开展好党员“五比五争”创先争优，强
化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持续丰富四大教育平台的形
式和内容，积极植入新元素，着力打造党员教育新阵地。
继续推进“企地共建”
“企银共建”
“企媒共建”，着力在丰富
共建载体，促进工作常态化上下功夫，为公司深化企地关
系、促进生产经营搭建桥梁和纽带。
（姬贺）

汕汕铁路站前三标项目首孔箱梁顺利架设

工程建设
江阴新建环山大道工程顺利全线贯通
11 月 30 日，江阴新建环山大道新建道路工程顺利全
线贯通，为下一步竣工验收和开通运营奠定了基础。由中
铁上海局承建的新建环山大道工程位于江阴市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已建环山大道至芙蓉大道的连接线，
同时也是江阴市重点引进民生工程新建苏州外国语学校
通行的唯一道路。为保障新建苏州外国语学校开学招生
和正常通行，该项目部以“抗疫情、保增长，大干 100 天”劳
动竞赛为契机，全面掀起施工热潮，有效推进了工程建
设。该工程于今年 7 月 23 日完成第一段通车运营，有效地
保障了苏州外国语学校开学招生。
（程继美 刘小波 张奇）

中铁九局七公司揽军路转体桥工程
进场通道框构桥顶进顺利就位
11 月 7 日，中铁九局七公司承建的揽军路转体桥工程
进场通道框构桥顶进顺利就位，圆满地完成了下穿铁路框
构桥主体顶进施工。该框构桥曲线半径为 602m,铁路两侧
为林地。框构桥孔径为 1-8.0m,框构全桥正宽 9.3m,全高
6.7m,净高 4.5m,全长 14.0m。框构桥主体采用现场预制
C40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顶入法就位，为周边居民的出行
提供了方便条件。该框构桥施工完成，标志着胜利大街跨
揽军路转体桥工程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为 2021 年完成全
部工程建设奠定了基础。
（杜枫）

11 月 21 日，中铁广州工程局汕汕铁路站前三标项目
首孔箱梁架设成功，项目管段顺利进入线上架梁施工阶
段。 为确保首孔箱梁的按时架设，项目部克服时间紧、任
务重等不利因素，高度重视、不等不靠，仅仅在 30 天内就
完成了地面部件组装和调试工作，为架梁后续工作的进行
提供了可能。11 月 14 日，中铁广州工程局陆丰东制梁场
率先完成了实地审核认证，也是审查中心到省级后广东省
第一批通过实地审核认证的制梁场，为架梁工作的开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宁）

企业荣誉
中铁九局六公司苏州地铁 S1 号线项目部
荣获江苏省昆山市重点工程优秀项目部
12 月 3 日，江苏省昆山市召开“奋斗伟大时代 建设交
通强国”重点工程劳动竞赛表彰大会，中铁九局六公司苏
州地铁 S1 号线 04 标项目部被授予“优秀项目部”荣誉称
号。该项目部组建于 2019 年 6 月，参建干部职工传承弘扬
“要干就干最好、要争就争第一”争先文化，在施工过程中
大力推进标准化管理，高标准管控、高效率推进。在苏州
轨道交通市域 S1 线全线（第二批）率先取得临时施工许可
证和首家主体施工“开工令”，并保持了中铁九局在苏州地
铁 S1 线（第二批）全线领先地位。
（李卫东 崔大龙）

台州市域铁路 S1 线七工区腾达路站至
客运南站站区间右线盾构顺利始发
11 月 30 日，在台州市域铁路 S1 线腾达路站—客运南
站站区间盾构施工现场，
“腾达号”盾构机巨大的刀盘开始
转动，标志着中铁上海局城轨分公司承建的该区间右线盾
构机顺利始发。为保证盾构机顺利始发，项目部提炼出了
科学选型、技术保障、过程管控三大管理经验，指导盾构机
安全高效始发。据中铁上海局城轨分公司台州市域铁路
S1 线七工区项目经理介绍，该区间右线工期 5 个月，预计
将于明年 5 月初完成盾构施工；左线盾构计划 2021 年 1 月
中旬盾构始发，
预计工期 5 个月。
（石福岗 陈晨）

中铁四局二公司绍兴市轨道交通 1 号线
站前大道站顺利封顶
11 月 30 日，中铁四局二公司绍兴市轨道交通 1 号线
站前大道站顺利封顶。该站为 1 号线主、支线换乘站，基
坑长 568.8m，宽 49.8m，建筑面积约 4 万平方米，是全线最
长、最宽的车站。主体基坑土质复杂，开挖难度大。由于
今年突发疫情影响，4 月起，该部合理调配人员、物资、机
械等生产要素，300 名工人加班加点奋战在施工一线，精
心组织，强化管理，抢抓进度，掀起大干热潮，确保车站顺
利封顶。
（万三宝 缪力 万雪霞）

长图线平改立工程 1 号框构桥
主体混凝土浇筑施工顺利完成
11 月 26 日，经过 13 小时的连续作业，中铁九局大连分
公司长图项目顺利完成了长图线 K528 道口平改立——图
们市灰幕路下穿铁路长图线新建工程 1 号框构桥主体预
制施工，累计浇筑 1250 立方米混凝土。由于进入冬季施
工，为确保此次浇筑施工顺利完成，项目部施工过程中有
效管控，保证施工质量。浇筑混凝土选择在温度较高的天
气进行，混凝土浇筑前完成暖棚搭设并进行加热，浇筑完
成后，及时覆盖顶板暖棚，并及时做好测温记录，防止混凝
土受冻。
（梁梅莲 苏东波）

中铁上海局遵余高速 TJ-I 标
1633 片 T 梁全部架设完成
11 月 23 日，
中铁上海工程局承建的遵余高速公路 TJ-I
标项目余庆互通施工现场一片欢声，项目 T 梁架设任务圆
满完成，为遵余高速年底建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 2019
年 5 月 11 日项目首片 T 梁架设以来，项目部积极开展了劳
动竞赛活动，并通过倒排架梁计划、细化任务目标等方式，
调动管理人员与作业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全面推进架
梁施工进度。为确保安全质量，在施工方案设计和交底过
程中严格落实到各个环节，同时安排安全员、技术员全程
旁站监督，
确保了 T 梁架设安全进行。 （范红球 赵永清）

中铁四局二公司裴维勇获评全国劳动模范
11 月 24 日，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
北京召开，中铁四局二公司裴维勇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裴维勇是中铁四局二公司高级
技师和“裴维勇劳模创新工作室”带头人。1985 年入职以
来，裴维勇先后参建京九、武广等 25 项国家重点工程和
“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工程。他带领创新工作室成员围绕
“急、难、重、险”工程，攻克 20 余项技术难关，推广先进操
作法 10 余项，研发的“高稳定性的双斜塔式斜拉桥”、
“新
型螺旋式洗石机”荣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万三宝）

中国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钢结构分公司项目获奖
2020 年 11 月 26 日，中国图学学会举办的第九届“龙图
杯”全国 BIM 大赛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由中铁九局集团
有限公司钢结构分公司参与实施完成的《基于 BIM 技术的
钢结构数控加工技术在沈阳市东一环快速路工程中的应
用》项目荣获施工组二等奖。
（王斌玮）

中铁四局员工见义勇为获点赞
自从合肥市包河公安分局长青派出所送来表扬信
后，中铁四局四公司合肥地铁五号线线物机部青年员工
罗晨铖这几天总是会收到来自同事和朋友的称赞。11
月 25 日凌晨 2 点 30 分左右，刚从地铁工地加班出来的罗
晨铖，走到工地天桥下时，看到有位女子准备跳桥。罗
晨铖见状赶紧跑了过去，并迅速地从后面去抱轻生女
子，持续了几分钟后，附近派出所的警员及时赶到，一边
耐心安抚开导女孩，一边有序疏导天桥下的交通，最后
合力把轻生女子拉了上来。作为中铁四局合肥地铁 5 号
线的青年职工，罗晨铖切实履行不怕吃苦、拼搏进取的
奉献精神。今年 7 月初，合肥市连降暴雨，启动了防汛一
级应急响应，罗晨铖跟着项目抢险队积极投入到抗洪抢
险当中，保卫群众安全。
（赵雅慧 张拓）

社址：北京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17 号 邮编：100048 账号：10282000000248270 开户行：华夏银行北京车公庄支行 户名：
《中国企业报》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68485798（总编室）68701500（办公室）68701050（发行部）13683180392 耿女士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