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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党建
中铁九局电务公司团委
组织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会议精神
11 月 12 日，中铁九局电务公司团委组织开展“团团带
你 get 十九届五中全会会议精神”主题团课。团课上，公司
团委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主要精神概括为八个部分，用
PPT 的形式向团员青年讲解，并强调要全面深入学习领会
全会精神，汇聚奋斗“十四五”、奋进新征程的强大青年力
量。团员青年们纷纷表示，
作为中国中铁的年轻力量、
中国
共产党的后备军，
要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引，
做
工程建设行业的小小螺丝钉，立足岗位，建功企业，为即将
开启的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吴桐)

安全生产
中铁九局七公司基地经营中心
超前部署明年党建重点工作
中铁九局七公司基地经营中心党支部近日召开支
委会，积极谋划，安排部署明年党建重点工作。一是推
动党建工作与项目管理深度融合。深入开展以“创新思
路谋发展、诚信服务促共赢”为主题的创先争优活动，通
过典型引领和文化引领，带动全员努力作为、爱岗爱企，
进一步深化基地精神。二是充分发挥党支部政治核心
和服务保障力度。通过“党员先锋岗”
“青年突击队”
“形
势任务教育”等活动凝心聚力、鼓舞士气。 三是规范选
人用人，注重人才培养。按照基地中心工厂化、多元化
发展需要，
加强人才培养和选拔力度。
（孙凌云）

企业文化
党建引领 助推退役军人服务工作
今年以来，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荷塘社区坚
持党建引领退役军人发挥作用，鼓励退役军人投身到基层
治理和为民服务中来。积极探索退役军人党建工作，创新
工作思路方法，强化党员意识，定期组织退役军人开展学
习。打造“军人之家”服务平台，建立健全责任明晰的工作
机制，成立退役军人管理服务站，构建了党委带头抓，层层
抓落实的责任体系。积极引导退役军人参与“红色气质、
聚力海棠”党建服务项目，组织退役军人参与社区防疫、爱
国卫生运动等社区治理工作，将党建优势融入，充分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钱辉）

中铁九局四公司党委
持续建设学习型党组织
中铁九局四公司党委将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作为工作
抓手，通过建立体系、规范管理、突出重点带动工作效果全
面提升。公司党委中心组发挥领导带头作用，严肃学习纪
律，并及时做好请假和补课工作。公司党委在抓好学习的
“含金量”上下功夫，针对新开工程特点，订制了 EPC 合同
管理、政策法规、地区概况等针对性课程，进而不断完善公
司培训课程体系。项目党支部常态化开展技术党课，持续
抓实党内主题实践活动，定期开展总结评估，经过不懈努
力公司两项攻关课题获得上级党委表彰。
（张潇）

中铁九局四公司党委
多举措助力党建质量提升
中铁九局四公司党委深入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不断助力党建质量提升，运用制度创新、实践
创新、理念创新充实党建工作，完善制度体系建设，落实从
严治党新要求。以党建融入中心工作作为重点，组织多业
务部门提前对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召开研判会，进一步提升
了顶层决策质量。树立开门搞党建的工作理念，先后多次
承办了业主和当地政府各类活动，有效增进了外界对企业
的了解。建立新媒体突击队，开通公司官方抖音账号，发
布作品 26 条，用新形式讲好企业故事。
（张潇）

中铁九局四公司党委
构建互融互通“大党建”格局
今年以来，中铁九局四公司党委坚定不移把新发展理
念作为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不断提升自身发展
质量。公司党委积极落实把党的领导融入和内嵌到公司
治理体系中，以“四个是否”作为审议核心，进一步发挥了
党委核心作用。抓住人才培养黄金期，提前充实导师后备
队伍和导师岗前培训；今年以来累计多名“90 后”充实到公
司中层干部岗位，有效挖掘了年轻干部资源。主动适应企
业发展新趋势，在部分项目支部探索开展区域内的联建共
建新模式，整合党建业务，将组织、宣传、纪检等工作，持续
为基层减负，
构建互融互通的“大党建”格局。 （张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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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送给中铁上海局一线员工
12 月 19 日，中国铁路济南局有限公司郑济铁路工
程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赵业亭、中铁上海局七公司副
总经理蔡玉田将慰问品送到中铁上海局郑济铁路建
设者手中，表达对建设者不畏寒冷，坚守工地现场，加
快郑济铁路建设的亲切慰问。当天上午 11 时，赵业
亭、蔡玉田来到中铁上海局郑济铁路项目部驻地，面
对寒冷的天气，将毛毯、坚果、饮料等发放给坚守工地
现场的员工，表达对广大郑济铁路建设者的慰问，并
希望郑济铁路广大建设者在加快冬季施工同时，一定
要注重安全生产，保护好身体，以健康的体魄投入到
工作中。
（张华先）

国网福建罗源县供电公司
开展电网设备迎峰度冬特巡消缺
12 月 17 日，国网福建罗源县供电公司步洋供电所人
员 沿 着 10kV 曹 营 线 开 展 线 路 设 备 夜 巡 测 温 时 发 现 隐
患，巡视人员详细记录隐患点。次日便对发热刀闸进行
消缺处理。这是该公司开展迎峰度冬线路设备特巡消
缺工作的一个缩影。入冬以来，罗源县供电公司组织基
层供电所和相关部门细化迎峰度冬保供电预案，对辖区
内的线路设备开展“地毯式”的特巡消缺，将发现的缺陷
汇总分类，及时提出整改方案，按照轻重缓急进行消缺
处理。
（陈霞 叶容珍）

工程建设
中铁上海局防城港市文昌大桥
主塔顺利合龙
12 月 18 日晚，中铁上海工程局承建的防城港市文昌
大桥主塔顺利完成合龙，为后续斜拉索张拉工序提供了有
力保障，为全桥贯通节点的实现打下了坚实基础。中铁上
海工程局承建的文昌大桥位于防城港市防城江上，连接河
西新区和防城区，桥梁全长 840 米。文昌大桥主塔是以防
城港市市花金花茶为设计依据，整个主塔形似金花茶盛开
状。本次主塔合龙段顺利浇筑完成，标志着防城港市地标
性建筑“金花茶”初现雏形，也标志着防城港市文昌大桥主
体工程重难点部位施工完成。
（张恺 徐帅）

让项目部业余生活丰富多彩
中铁四局八公司新建南宁至崇左铁路 NCZQ-4 标
铺轨分部，从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入手做到“四有
化”：一有体育活动场所，配备了各类娱乐用品；二有会
议室、党员活动室、职工道德讲堂、农民工夜校等寓教
于乐为一体的活动室；三有网络电视、职工书吧，配置
各类书籍，供员工学习、休闲；四有活动计划，坚持节假
日组织开展文化体育活动，参加活动的员工覆盖到一
线职工和农民工。铺轨分部在生活区对职工宿舍进行
了合理安排，铺轨分部开荒建地，将施工现场办公区和
生活区的裸露场地进行绿化、美化，让员工感受到家的
温暖。
（唐娜）

长图线 K528 道口平改立工程
1 号框构桥顶进完成
12 月 19 日，经过 3 天连续作业，中铁九局大连分公
司长图项目顺利完成 K528 道口平改立-图们市灰幕路
下穿铁路长图线新建工程 1 号框构桥顶进施工。1#桥采
用 2-12.6 米 框 构 桥 ，顶 板 及 边 墙 厚 0.85 米 ，中 墙 厚 0.8
米，底板厚 0.95 米，框构全高 8.25 米，框构顺道路轴线方
向全长 18.82 米，框构轴线与铁路交叉角度为 77°，设计
顶进施工中最大顶力为 3853.67 吨，顶进长度 27.52 米。
（梁梅莲 苏东波）

中建二局华南公司
举办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活动
近日，2020 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百场
宣讲进工地”第 100 场活动在国家体育馆改造项目举
行。中建二局华南公司项目一线近 300 名职工、农民
工及农民工子女收看了本次活动的直播。活动现场重
新播放了中建集团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百场
宣讲进工地”活动的感人回顾片与扶贫爱心公益片《建
证幸福》，介绍了活动三年来的开展情况。活动通过面
向一线广大务工人员开展政策法规、家庭监护、亲情沟
通、安全自护等专题宣讲，提升工友作为父母，要尽到
监护子女的责任意识，让留守儿童与幸福相伴，与关爱
同行。
（张醒莹）

厉行节约小行动
职工参与“光盘”行动
“一个光盘换两个水果，不要挤，排队到我这里换
取……”在食堂里，项目职工正拿着光盘排队领取水果，
“节约粮食”
“光盘行动”等宣传海报显眼可见。此次活
动是在中建二局广清分公司纪检监督工作领导小组和
项目纪检监督员的监督下开展的，旨在借此向全员传
播“勤俭节约”的理念。员工们用餐结束后，只要将“光
盘”放至餐盘回收处，即可获得饭后水果作为奖励。开
展活动以来，项目食材用量节约了 14%左右，厨余垃圾
减少了五分之三。此外，项目部坚持每日各部门汇报
用餐人数，食堂根据人数进行备餐，食材按照上报信息
进行采购。
（刘恒超 刘艳梅）

深圳地铁 14 号线宝荷站
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12 月 24 日，随着最后一块顶板混凝土浇筑完成，深
圳城市轨道交通 14 号线全线最长车站——宝荷站车站
主体结构顺利封顶，中铁九局大连分公司承建的宝荷站
工程取得阶段性胜利。宝荷站是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4 号线的第 11 座车站，该车站为地下二层岛式换乘车
站，全长 708 米，标准段宽 23.2 米，建筑面积 39272.9 平方
米，有效站台宽 14 米，长 186 米。宝荷站包含 8 个附属结
构，分别为 5 个出入口、2 个风亭、1 个安全出入口。
（苏东波 梁梅莲）

中建二局英蓝项目
成功挑战福建省最大连廊高空合龙
近日，中建二局华南公司厦门英蓝项目顺利完成钢
结构连廊高空合龙，成功实现国内首次在强风带复杂环
境下应用连廊提升施工技术。据了解，T3 塔楼连体区域
钢结构总重 5342 吨、提升高度 165 米、最大跨度达 60 米，
分别创下福建省钢结构连廊重量之最、高度之最和跨度
之最。
（王浩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