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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党建
中铁七局五公司团委
开展主题团日观影活动
1 月 5 日下午，中铁七局五公司团委组织机关青年开
展主题团日《送你一朵小红花》集体观影活动。该片围绕
两个抗癌家庭的两组生活轨迹，讲述了一个温情的现实故
事，思考和直面了每一个普通人都会面临的人生命题。在
观影过程中，大家都被电影主角积极的生活态度所感染，
对生命有了新的深度思考，纷纷表示要珍惜眼前的幸福生
活，更要加强锻炼促进身心健康，才能更好地为公司加快
“五有”
“五化”
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陈思羽）

中国中铁二局电务公司南通项目部党支部
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
近日，中国中铁二局电务公司南通项目部党支部召开
“提高党性修养、争做合格党员”专题组织生活会。会上，
党支部全体党员结合自身实际，围绕“四个意识”牢不牢、
思想解放够不够、担当作为强不强、作用发挥好不好、自我
要求严不严等方面深入剖析，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查找问
题，深挖问题根源。大家不回避矛盾，摆事实抓要害，触及
问题实质和思想深处，切实起到了“红脸”
“出汗”的目的，
推动党员互相监督、共同进步。
（王皓）

中铁九局电务公司党委
扎实开展党委巡察工作
中铁九局电务公司党委深入落实主体责任，采取三项
措施，推动党委巡察工作落地。一是健全制度。公司党委
建立健全了《党委巡察工作办法》等 11 项巡察制度，确保
两年内巡察全覆盖。二是抓实督责。公司党委采取“一拖
N”的方式开展巡察，把业务问题背后隐藏的廉洁、思想等
问题偏差找出来。三是强化问责。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整
改任务和要求落实落细。2020 年公司党委成立了 2 个巡
察组，已完成 3 家单位的“回头看”工作和 5 家单位的常规
巡察。
（孙景禹 于洪军 魏光）

“四网融合”筑牢廉政建设防线
中铁四局韶新高速公路十三分部通过三大措施推动
项目和谐健康发展。一是架好“责任网”。该部成立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责任目标，层层抓落
实的“责任网”和整体合力；二是搭起“落实网”。有针对性
地对重点岗位、关键环节进行监管；三是铺设“教育网”。
定时对项目关键岗位人员开展廉政教育，组织开展观看廉
政教育书籍、廉政教育片、签订个人廉洁承诺书等活动；四
是构筑“监督网”。加大对重点部门的日常巡查监督力度，
对形成的问题清单和工作建议，及时督促、指导，确保落实
整改到位。
（周丽）

安全生产

企业文化
社会责任
小小“红袖标”红遍了整个工地
手里拿着对讲机，肩上戴着“红袖标”，中铁七局数字
小镇办公室主任田洋一走进项目部就吸引了众人的目
光。听闻郑东新区公安分局发出了招募红袖标志愿者的
通知，中铁七局数字小镇项目部的员工们纷纷打算报名应
征。据悉，
“红袖标在行动”是郑州郑东新区公安分局组建
的一支志愿者队伍，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中铁七局数字
小镇项目部的“红袖标”志愿者化身巡逻员，从施工现场到
项目驻地，向劳务作业队工友宣传新冠肺炎防控知识，逐
一排查，不留一处死角，共计发放防疫宣传手册 500 余份，
小小的“红袖标”红遍了整个工地。
（宋江村）

企业荣誉
中铁四局泗洪朱湖码头项目
荣获 2020 年度省级“示范工地”
1 月 23 日，由中铁四局南京分公司承建的泗洪朱湖
码头项目成功入选 2020 年度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平安
工地建设省级“示范工地”。该项目位于江苏宿迁市徐洪
河航道泗洪段朱湖镇西岸，设计新建 500 吨级装卸泊位 6
个 ，泊 位 总 长 度 399m，年 吞 吐 量 270 万 吨 ；该 公 司 将 以
“平安工地”创建活动为契机，在总结泗洪朱湖码头项目
平安工地创建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在抓基层、打基础、
提质效上下功夫，努力推动全公司安全管理工作再上新
台阶。
（左新国 刘晓倩 吴慧）

社区
蜀山经济开发区
开展文化经营场所疫情防控专项检查
随着春节的临近，为进一步增强文化经营场所疫情防
范意识，落实疫情防控措施，1 月 28 日，合肥蜀山经济开发
区城管局、文明办联合蜀山区城管局文管办对辖区 10 余
家网吧、2 家影院、2 家 KTV 开展专项检查。本次专项行
动，检查人员认真检查了各场所人员实名认证、安康码查
验、人员体温测量登记、佩戴口罩、消杀记录等疫情防控措
施落实情况；查看了各场所配备的体温枪、消毒水、口罩等
防护物资情况；对各场所的灭火器、消防栓、消防通道等安
全防范措施进行了检查。
（沈剑繁）

农民工走上安全宣讲台

老旧小区改造通燃气暖民心

1 月 12 日早上，在中铁四局四公司引江济淮 J002 市政
桥梁项目青龙桥施工现场安全宣讲台上，农民工李刚的班
进行了安全讲话，开启了一天的施工。引江济淮市政桥梁
标承建的青龙桥、玉兰大道桥、金寨南路桥三座桥梁工程
是引江济淮工程江淮沟通段的重点控制性工程。该项目
自建点以来，始终紧抓安全管理不松懈。考虑到临近春
节，是安全事故多发的时期，项目部将宣讲台“搬”到现场
民工宿舍区，让农民工走上宣讲台，作业人员每天结合自
身实际操作中遇到的或可能发生的安全风险轮流讲安全，
原本枯燥无味的安全常识变成了大家施工过程中切实遇
到的风险隐患，使班前讲话更具吸引力。
（赵雅慧 王庆军）

合肥市蜀山区稻香村街道金寨南路南七供销社小区
属于老旧小区，基础配套设施不足，暖气、燃气一直通不过
来，2020 年初社区党委多次联系安福置业公司、燃气公司
及居民代表协商关于供销社开通燃气的问题。在多方的
共同努力下，2021 年 1 月 28 日，供销社小区迎来开通天然
气的第一次点火仪式。在点火仪式之前，燃气公司的工作
人员耐心地向小区居民讲解天然气使用的注意事项，这也
是每个入户安装工作人员必做的工作。现场，围拢过来的
居民发自内心地表达着感谢。
（尹晓蕾 刘亚萍）

奏响“四部曲”为安全生产“加码”
中铁四局韶新高速公路十三分部奏响“四部曲”，夯实
班组安全基础，助力打好安全生产收官战。一是奏好“宣
传曲”。落实班前安全讲话制度，实时关注员工思想动态
和标准化作业执行情况；二是奏响“预防曲”。不定期开展
应急演练，不断强化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三是奏响“活动
曲”。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技术比武等活动，要求作业人
员对班组标准化作业熟背，确保实际操作更加规范化、标
准化、精细化；四是奏响“巡检曲”。切实抓好“工区、班组、
个人”三级安全联保机制，通过日常“大体检”，确保安全生
产形势持续稳定。
（周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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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新年写春联，情暖社区送祝福
1 月 29 日，合肥蜀山区朝阳社区党委、共建共治联盟
单位联合徽商银行、榕树下社会服务中心共同开展了“喜
迎新年写春联，情暖社区送祝福”活动。参加活动的书法
志愿者身穿红马甲，戴着口罩，现场挥毫泼墨。辖区居民
根据志愿者的指引，自觉排队，保持一米间距有序领取对
联。朝阳社区团支部还特意为响应疫情防控需要，选择
“就地过节”的快递青年送上了春联和福字，为他们送上浓
浓的春节祝福。活动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文化生活，又推
进落实“五好”
小区建设。
（杨艳红 刘亚萍）

中铁九局电务公司禹州物联网项目部
开展主题学习活动
近日，
中铁九局电务公司禹州颍云物联网小镇工程项目
部组织全体员工开展了
“补短板、
锻长板，
尽快融入新的发展
格局”
主题学习活动。通过学习，
全体员工进一步增强了专
业化发展意识，
坚定了公司
“一体两翼，
多元支撑”
长期发展
战略。活动中，
全体职工认识到在企业新的发展格局下要紧
跟时代步伐，
开发新基建，
拓展新领域，
运用物联网产业+基
础设施配套布局，
JR、
5G等新兴产业构建
“专业+”
板块，
逐步
形成相对稳定、
规范、
有序的专业化市场格局，
为推动公司高
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杨栋 孔令波 李凯）

中铁九局电务公司工会
开展“娘家人走近你身边”活动
近日，中铁九局电务公司工会组织开展“娘家人走
近你身边”——送关爱到基层活动。组织 EAP 内训师充
分关注员工的思想情感波动和情绪变化，为一线职工进
行心理辅导，营造人文关怀的企业氛围。公司工会不断
探索新模式、建立新机制，将员工关爱计划融入企业发
展之中，以关爱促发展，以品牌促提升。此次活动有效
推动员工健康关爱计划和“幸福之家十个一工程”的有
效落地，提升了工会工作品质，积极打造职工满意的“幸
福之家”。
（吴洪洋 魏光 杨栋）

中铁九局四公司新疆区域项目
宣贯公司六届二次职代会精神
1 月 26 日，中铁九局四公司新疆区域工程建设项目部
召开了公司六届二次职代会会议精神专题学习会议。一
是围绕“一个核心”
“ 两项管控”
“ 三大成效”
“ 四大战役”
“五个目标”总体思路，向广大职工讲清了当前形势，统一
了职工思想。二是围绕“一条主线”
“ 两大提升”
“ 三条底
线”总体任务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同时全面落实施工现场“管”
“ 监”分离制
度，不断强化安全质量管控责任，以干好在建工程促进项
目滚动发展。
（秦雷）

企地共建促和谐 送来春联贺新春
1 月 11 日，歙县交通局为中铁四局四公司黄千高速公
路的一线建设者们送去了几十副春联，提前祝福大家新春
快乐，感谢项目部进场以来积极配合县交通局工作，为黄
千高速公路建设做出的积极贡献。四公司承建的黄千高
速公路一标位于黄山市歙县，全长 9.28 公里。自建点以
来，项目部积极走访当地政府单位，深入村民家中，了解当
地风土人情，通过开展节日慰问、群体活动等形式，加强了
与驻地县、镇、村的联系，建立了深厚情谊。 （苟弘毅）

中铁九局七公司
开展“冬送温暖、爱心传递”慰问活动
在 2021 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中铁九局七公司党政
工团开展了“冬送温暖、爱心传递”慰问活动。一是到炉
慈、南横、台州等项目送去慰问品，对节日期间、特殊时期
仍坚守岗位的广大员工和默默支持的员工家属表示崇高
的敬意和诚挚慰问。二是为劳动模范、科技先进代表苗壮
志、葛润广等同志送去慰问金和鲜花。三是前往丹东为抗
美援朝退休老兵周玉珍、王俊起等同志送去抗美援朝纪念
勋章和慰问金。四是为困难职工、困难党员送去慰问品和
慰问金，主动施策、精准帮扶，确保每名职工都能过上温暖
祥和的春节。
（孙凌云）

工程建设
中铁七局郑州南动车所正式投入使用
1 月 10 日晚，由中铁七局建设的“陆地航母”郑州南动
车所正式开门“营业”，新建 6 线检修库、临修库、镟轮库及
26 线存车场全部投入使用。郑州南动车所位于郑州市航
空港区，距离高铁郑州南站约 5 公里，总规模 12 线检查库、
50 条动车组存车线，是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的动车所之一。
郑州南动车所也被喻为中原“高铁 4S”店，随着它的投入使
用，将更好地解决“线站车”相互匹配、高效衔接的问题，会
更大提升郑州始发列车的数量，更加凸显郑州铁路枢纽在
全国综合交通体系中的战略地位。
（陈思羽 张金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