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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党建
“高专先”为柏堰科技园
非公企业党建增活力
从高标准配备，选优“领头雁”，到专业化指导，筑牢
“连心桥”，再到先进性引领，把好“风向标”……针对非公
企业党员数量多、分布广、管理难的实际，合肥高新区柏堰
科技园通过配备优秀党组织书记、派驻专业党建工作指导
员和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提升园区非公企业
党建工作整体水平。截至目前，园区 64 个非公企业党组
织已全部配备党组织书记，其中本科以上学历 51 人，占比
近 80%。
（韩雪娇 陶伟）

综合 11

工程建设
中国一冶科工举办
“恩师授技，焊为师徒”教师节活动

福厦高铁隧道全线贯通

9 月 10 日，在我国第 37 个教师节之际，中国一冶科工
公司在阳逻生产基地焊接培训中心特别举办“恩师授技，
焊为师徒”教师节活动。活动分为拔河比赛和接力俯卧撑
两部分，由全国劳模赵宗合带队的中国五矿队、湖北省焊
接首席技师吴勇刚带队的十五届职赛队、全国技术能手孙
建军带队的二十二届职赛队、培训教练白晓良带队的第七
届职赛队等 12 人组成参赛。经过激烈角逐，二十二届职
赛队获得师生互助力拔河冠军、十五届职赛队获得师生齐
心接力俯卧撑冠军。
（常岑 王柳）

8 月 30 日，由中铁四局承建的福厦高铁新刘塘三号隧
道顺利贯通，标志着福厦高铁隧道全线贯通。新刘塘三号
隧道位于厦门市同安区，是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运用国
内外隧道施工的新技术、新工艺，实现机械化快速施工，过
程中加强围岩量测，并对不良地质地段进行综合超前地质
预报，实行信息化施工，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及时反
馈指导施工，确保施工安全可靠。作为我国首条设计时速
350 公里的跨海高铁，福厦高铁建成通车后，福州至厦门的
铁路运行时间将缩短至 1 小时，厦门、漳州、泉州闽南“金
三角”
将形成半小时交通圈。
（王永飞）

把实事办在职工群众的心坎上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房地产公
司紧扣基层所需，
“拉网式”解决职工群众物质、精神、文化
等方面的多样化、差异化需求，先后根据职工诉求升级了
职工心灵驿站、探亲房、健身房等多项硬件设施。针对职
工提出的健康方面的意见建议，及时更换调配食堂每日菜
品，确保营养均衡，为每名职工定制了体检套餐，邀请中医
专家开展上门问诊活动，为职工健康保驾护航。此外，积
极践行央企责任，与属地街道、社区开展了多个大型公益
活动，
为驻地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薛建英）

蜀山经开区组织退役老兵
集体观看“永远跟党走”专题片
9 月 9 日上午 8 点，合肥蜀山经开区邓店村在大会议
室组织退役老兵集体观看“老兵永远跟党走·党的退役军
人工作发展历程”专题片，并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活动；一位位参战老兵进村居，为党员群众
讲党史，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基层治
理的先进事迹广为传颂、反响热烈，激励广大退役军人和
退役军人工作者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葆本色、开拓奋
进！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实告诉
我们，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在这风
风雨雨建设中国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的宗旨从
来没有变过，社会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综合国力
不断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作为一名新时代退伍老
兵，继续发扬部队传统，为人民服务，做到退伍不退色，永
葆一颗和党一致的心。
（徐立军）

企业文化
中铁二局建筑公司恒邦天府云玺项目
创新开展学习会
近日，中铁二局建筑公司恒邦天府云玺项目经理部
开展《中国中铁铁腕治安全硬十条》宣贯学习会,结合生
产实际自创“铁腕”安全生产规范“三句半”绕口令，有效
防范生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据了解，自公
司开展“大反思、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专项行动以
来，该项目从项目领导班子到各职工，全面落实安全学
习教育工作，掀起一股思想学习浪潮，让项目职工牢固
确立了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的思想，为公司建设中国中铁
一流三级专业工程公司奠定了坚实基础。 （段容惠）

疫情防控

贵阳轨道交通 3 号线项目土建 2 标
举行“大干 120 天 ”劳动竞赛启动仪式
9 月 8 日，中铁上海局城轨分公司贵阳轨道交通 3 号
线项目部在桃花寨站施工现场举行“大干 120 天 确保年
度生产计划顺利完成”劳动竞赛启动仪式。上海地铁监
理、项目部主要领导参加仪式并为党员先锋队、青年突击
队、施工班组授旗，大干 120 天专项劳动竞赛拉开了序
幕。启动仪式上，总工程师周峰传达了公司关于大干 120
天劳动竞赛文件精神，项目副经理李思思宣读了劳动竞
赛活动方案，项目安全总监欧阳凯代表先锋队表示，决不
辜负上级领导与项目部的殷切期望，圆满完成组织交给
的工作任务。
（明绪洪 张华 吴彪）

做实“四季服务”
柏堰科技园“夏送清凉”到一线
入夏以来，
合肥高新区柏堰科技园紧紧围绕防暑降温、
高温劳动防护等内容，
重点对高温作业车间、
建筑施工工地、
露天作业场所等重点场所开展
“送清凉、
查隐患、
保安康”
专
项劳动保护监督检查，
实地查看职工的生产生活环境，
查找
安全隐患，
督促企业改善职工的生产生活条件，
确保职工平
安度夏。近日，园区“夏送清凉”由工委领导带队，分成 10
组，分赴 29 家企业车间、项目现场、公共服务交通、市政环
卫、
农贸市场等，
给一线工人送去了 1124 份防暑物资，
切实
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基层一线。
（胡章勤 陶伟）

中国一冶科工公司
举办“质量月”知识竞赛活动
9 月 9 日，在全国第 44 个“质量月”来临之际，中国一冶
科工公司在压力容器生产车间开展了一场以
“答题竞
‘技’
，
足‘质’多谋”为主题的“质量月”知识竞赛答题活动。活动
特邀结构分公司副经理龚海涛，压容分公司副经理宋朝
文、周红东担任评委。本次知识竞赛活动主要是选择题抢
答、简答题。由青春队、技术队、管理队、力量队共 12 位选
手组成，评委对每个队的回答进行了点评。近年来，中国
一冶科工先后获得了“钢结构金奖”
“安装之星”
“冶金优质
工程”
“优秀焊接工程”
等各项荣誉。
（常岑）

晋南恒瑞昆焊丝 全国诚招代理商
山西恒瑞昆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
“ 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 500
强”——山西晋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其年产 60 万吨金属材料智能制造项目采用先进的工艺技
术，以晋南钢铁集团所产线材生产气保焊丝、桶装焊丝、埋弧焊丝、镀锌铁丝等系列产品（焊丝、铁
丝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化生产），集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为一体，是华北及西北地区重要的包
装焊丝生产基地。

优良品质 双丝齐飞
热忱欢迎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前来参观洽谈合作
咨询热线：0357-4535111 15835705521 18512299718
地址：山西曲沃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

柏堰科技园联合督查
为疫情防控“加码”
8 月 10 日上午 8:30，合肥高新区柏堰科技园疫情防控
联合督查组开始了他们一天繁忙而有序的工作。这支由
柏堰科技园管委会、桃花派出所、柏堰工商所、肥西县卫生
监督所 4 家单位共同组成的 12 人联合督查组重点对园区
防疫思想麻痹、防疫措施不到位、防疫工作不落实的企业、
超市、菜市场、饭店等场所进行专项督查，旨在严格落实
省、市、县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严格落实网格化管理，抓好
企业、社区、超市、酒店、
“五小”场所、建筑工地的疫情防控
工作。
（唐静 夏凤仙 陶伟）

声 明
我公司已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就公司经营管
理状况进行了澄清和声明。然而，我公司注意
到，截至目前，仍有不法分子在冒用我公司或
我公司分支机构的名义，利用作废的印鉴签署
合同或出具文件。针对这一情况，我公司现再
次澄清并声明如下：
1.我公司已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召开临时
董事会会议，决议解聘了前总经理关志松。关
志松不再有权代表我公司，我公司对其以我公
司名义进行的一切行为均不予认可，且不会为
之承担任何责任。
2.解聘关志松后，我公司多次要求关志松
及其团队向公司返还其持有的公司印鉴、证照
等材料，均遭到拒绝。目前，我公司已就印鉴、
证照及其他公司财产的返还向关志松等人提
起诉讼。
3.为避免不必要的疑惑和误解，我公司目
前采取加盖公章（编号 1101052467375）且由法
定代表人陈聪聪女士亲笔签字的方式签署协
议和出具文件。其他任何签署形式均不能代
表我公司的意志。
4.我公司此前的印鉴（包括但不限于编号
为 1101080778090 的公章，以及福建分公司、上
海分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公章、合同专用章、财
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定代表人人名章以
及哈尔滨分公司的公章、合同专用章等）一律
作废。所有在 2020 年 6 月 16 日后，以该等印鉴
签署的协议和文件我公司均不予认可，并不承
担任何责任。
5.我公司感谢合作伙伴的长期支持，并珍
视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如诸位所持以我
公司或我公司分支机构名义出具的文件存在
以上我公司不予认可的情况，请及时向公安机
关报案，或与我公司联系，配合我公司向公安
机关报案。
客服热线：400-167-1199
北京华夏满天星城市
售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9 日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