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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党建
“政治生日”忆初心 砥砺奋进担使命
为教育引导党员时刻不忘自己的“第一身份”，充分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5 月 2 日，中铁四局合肥四水厂迁建
工程项目部开展了“政治生日忆初心 砥砺奋进担使命”
主题党日活动，通过为两位在 5 月份入党的同志过政治
生日，强化党员意识、追忆入党初心。活动中，项目书记
讲解了政治生日的含义及意义，并为同在 5 月入党的张
先锁、王富鹏两位同志送上政治生日贺卡和祝福，勉励他
们要进一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实现“强国有我”的
青春誓言。随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并分享了各自
的入党经历和感受。
（严红）

北新路桥集团禾润科技公司
从严从实谋划年度党建工作

企业荣誉
北新路桥集团禾润科技公司
积极开展爱国卫生月活动
今年四月份是第 34 个爱国卫生运动月，
为确保全体员
工行动起来，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近日，北新路桥集团
禾润科技公司印发了《禾润科技第 34 个爱国卫生月倡议
书》，要求公司广大员工认清当前形势，积极投入到爱国卫
生运动月中，重点做好“四件事”。通过活动的开展和多种
方式的教育，广大员工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活动内容，并制
定了各自参与活动的计划。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公司
对采暖工作进行了重新分工，并组织全体员工进行了全面
大扫除，
达到了
“清洁、
舒适、
宜人”
的要求。
（付军星）

北新路桥集团禾润科技公司
开展“世界读书日”活动

为有效提高今年党建工作质量，北新路桥集团禾润
科技公司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抓好学习。确
保公司及时学习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公司党总支
始终与北新路桥集团公司党委保持高度一致的同时抓
好党纪教育。二是落实制度。落实计划制度、检查指导
制度和考核讲评制度，做到工作“有方向、有目标”。三
是做好保障，管好设施设备和用好专用经费。确保工作
顺畅，及时搞好“传帮带”，提高工作落实的质量，做到物
尽其用。
（付军星）

近日，北新路桥集团禾润科技公司开展了一次别开生
面的“世界读书日”活动。公司现任数字化产业中心副经
理吴春艳，2017 年入职以来，从当初的一名办公室科员成
长为公司中层干部。在此活动中，吴春艳同志就她的成长
经历，重点谈了为什么读书、如何选择书籍和怎样读书等
三个方面的想法和方法。活动最后发出倡议：一是重视读
书，确保每年阅读 4—5 本书籍，以营造“书香公司”的氛
围；二是要立足本职岗位，钻研业务，加大实践，做技术骨
干和业务尖子；三是党团员和干部要率先垂范，发挥模范
带头和骨干作用。
（付军星）

学思践悟汲取智慧力量
知行合一砥砺奋进前行

中铁四局望江项目部：技术比武庆节日

为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 100 周年，激励引导团员青年
坚定理想信念，开拓创新思想，中铁武汉电气化局一公司
在襄单位组织近百名青年员工走进红色记忆收藏馆及科
技新馆，开展“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主题
特色团日活动。阅览建党百年珍贵画卷，参观“中国天眼”
“航空母舰”等尖端科研模型，在百年艰辛历程中感悟革命
真谛，在新时代科创前沿中感悟发展脉搏，发动智慧引擎，
为企业自主创新、提质增效持续加码。 （刘芷晴 曾炎炎）

中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日活动
近日，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增强全体党员责任意识，中建路桥集团组织全体党员
到邢台市前抗大纪念馆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
日活动。在红一方面军领导机关旧址的大礼堂里，全体党
员重温了入党誓词，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更加坚定了为党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信念。参观完
毕后，大家均表示要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把党的指导思想运用到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努力争做新
时代最好的党员。
（仇晓东）

让鲜红的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
为全面贯彻落实疫情防控的最新决策部署，中铁四局
市政公司各级党组织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疫情防控活动。公司党委下发了防疫
倡议书，要求全体党员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部
分党支部邀请专家就病毒传播特点、诊疗方案以及注意事
项向全员开展现场宣讲和答疑解惑。各党组织开展疫情
防控宣誓暨创岗建区活动。通过庄严宣誓、划定责任区
等，让党员坚定信念，主动作为。部分党组织持续巩固拓
展“为群众办实事”成果，建立临时党支部、志愿服务队，构
筑起“红色防线”，
以实际行动展现央企担当。 （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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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 日，中铁四局望江项目部举行了“防疫情 保进展
提技能”岗位大练兵、青工测量比武颁奖活动。技术比武
分为现场技能比赛和理论考核。活动于 4 月 24 日启动，来
自建设工地的四个片区的青年技术人员参加了技术比
赛。精准的测量是工程建设顺利推进的基础，为把重点民
生工程打造成优质工程，中铁四局望江项目部一手抓好疫
情防控，一手结合工程建设实际，与当地工会联合开展工
地青年员工测量技术比赛，旨在通过工地技能比赛，营造
业务学习氛围，
提升员工业务水平。
（谭小兵）

中国二十二冶广东公司：
小小“口袋书”形势任务教育大帮手
近日, 中国二十二冶广东公司向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发
放 2022 年形势任务教育“口袋书”。
“口袋书”分上下两册,
上册除了集团公司工作报告,还增加《集团公司发展思路
及改革创新举措重点名词释义》和《2022 年集团公司党政
工作会议、专项工作会议主要精神学习解读》；下册主要内
容包括广东公司党委、行政工作报告以及各系统分管领导
作的专项工作报告。广东公司坚持以机关部门、项目部为
单位组织有针对性的深入学习,确保形势任务宣传教育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
以经营成果检验学习效果。 (曹纯纯)

中铁四局滁宁城际二期项目部：
“劳动创造幸福”主题宣讲进工地
为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推进全社会形
成尊重劳动、劳动光荣的良好风尚，4 月 27 日，滁州市总工
会志愿者走进中铁四局滁宁城际二期项目部工地开展“劳
动创造幸福”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活动中，志愿者们向工
人发放了劳模先进事迹宣传单页，讲述了两位身边劳模的
感人事迹；还发放了相关文本，现场解答有关法律法规知
识。滁州市网宣办主任唐林与现场 30 名工人分享了荣获
全国先进工作者龚建国、
“2021 最美出租车司机”及“滁州
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的出租车司机方怀成两位同志的
先进事迹。
（周晓丹 许无疾）

北新路桥集团禾润科技公司
在“学史力行”上出实招

中铁四局伊龙大道项目部：
多种措施强化防疫安全

为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要求，针对代表
在公司职代会上提出的关于改善就餐环境食堂加装空调、
改善工作环境等意见和建议，
近日，
北新路桥集团禾润科技
公司为办公楼所有办公室加装了空调，为宿舍楼所有房间
安装了热水器。同时，
公司已投入 15 万元，
对园区办公网络
进行升级改造，
现已建成 1000 兆的网络，
大大提高了办公网
速。另外，公司以植树造林、打造花园式园区为目标，已开
始在公司园区西北角新建一个供全体员工休闲舒心的花
园。此项工程分三批，
计划在 5 月中旬完工。 （付军星）

近期以来，面对极其严峻的防疫形势，中铁四局伊龙
大道项目部始终高度重视，将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大的政
治任务，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强化防疫安全，全力守好疫情
防控关口。战“疫”期间，项目部及时组织项目全员认真学
习上级疫情防控系列指示精神，严格落实管理人员 24 小
时值班制度、区域消杀、核酸检测、人员测温、
“双码”检测
和防疫物资储备等工作确保项目始终安全受控，坚决守护
好员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袁运）

中国一冶电焊工祝强
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4 月 28 日，
从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悉，
中国一冶焊接技术
培训中心高级技师、电焊工祝强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祝强出生于 1991 年，来自于孝感农村家庭，2008 年，
进入中国一冶焊接技术培训中心，跟着师傅赵宗合学习焊
接技艺，先后参与了印度尼西亚 5000m3LPG 球罐群项目、
云南昆仑 2500m3 低温不锈钢球罐项目等多项国内外重点
工程的建设任务。从 2013 年开始，
他先后代表公司参加了
全国、湖北省、武汉市举办的多项职业技能大赛，并取得可
喜成绩。先后荣获湖北省技术能手、湖北省五一劳动奖
章、
武汉市技能大师、
青山英才等多项荣誉称号。 （常岑）

工程建设
中国一冶科工郧西县天河口
湿地农旅一体化项目开工
4 月 23 日，中国一冶科工郧西县天河口湿地农旅一体
化项目正式开工。中国一冶科工主要负责该项目的景观、
绿化种植、地形整理和土壤改良、广场铺装、园路、景墙、驳
岸、景观等工程施工。该项目是十堰市“天河水乡·七夕画
廊”旅游区的重点支撑项目。中国一冶科工在项目建设过
程中，将根据当地旅游资源，科学规划，以生态为本、文化
为魂、旅游为体，助力十堰市旅游发展和水生态修复治理，
改善乡村面貌，振兴乡村旅游，
带动当地经济。（王天翔）

建兴路—厢竹大道立交项目
下穿通道主体结构施工完成
4 月 25 日，由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五公司承建的南宁
市建兴路—厢竹大道立交项目下穿通道北侧主体结构最
后一节浇筑完成。据了解，此段通道结构复杂，施工安全
风险高、技术要求严。为确保安全、高效完成施工节点目
标，施工单位中铁上海工程局项目部多次组织召开专题研
讨会，过程中不断优化施工工艺工法，有效保障了施工过
程中管线安全不受影响。项目部在落实领导带班制、技术
员旁站制的同时，还建立健全班组长安全责任制，通过开
展全员安全教育等系列活动，为保障此次施工安全顺利结
束打下了坚实基础。
（刘彦平 刘大通）

阜阳机场扩建附属工程项目首栋单体封顶
5 月 4 日，由中铁四局承建的阜阳机场扩建附属工程
项目首栋单体胜利封顶。据了解，该项目于 2022 年 2 月
份开工，共计 10 个单体建筑物以及市政管网、场区道路
等附属工程，预计于 2023 年 2 月份竣工。据悉，项目建成
以后，将有效提升阜阳西关机场的运行保障能力，与已经
建成运营的阜阳高铁西站实现 5 分钟无缝换乘，打造安
徽省内首个“空铁联运”枢纽，对巩固和提升阜阳的皖北
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武佩佩 张欣雨)

开封市首个隔离中心顺利完工
4 月 27 日，由中铁七局郑州公司承建的开封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健康关爱中心工程顺利完工，成为开封市首个
隔离中心。据了解，
该项目位于开封市五大街宋城路，
是开
封市政府为应对突发疫情启动的应急项目，通过新建隔离
板房全力保障床位的需求。现场负责人陈磊说道，
自4月4
日开工以来，
在保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到位的情况下，
集结施工人员 1300 多名，
吊车、
装载机、
挖掘机、
洒水车等机
械设备 50 余台套，在全体参战人员的不懈努力下，经过 23
个昼夜的奋战，
高标准完成了隔离区的建设。 （赵亚龙）

北京通州春明西路综合管廊工程
首仓底板浇筑完成
5 月 6 日，由中铁四局三公司承建的春明西路（运河东
大街—兆善大街）综合管廊工程顺利完成首仓底板混凝土
浇筑。该工程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古月佳园置换房
西侧。作为新古月佳园小区电力接入的必经路由，要在 5
月 30 日为小区居民搬迁入户提供电力保障。同时，该管
廊上方修建一条南北向城市主干路，对于提升周边学校师
生和居民幸福指数具有重要意义。面对工期紧、疫情防控
严格等难点，全体参建人员不等不靠，在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基础上，有序组织作业人员进场施工，确保首仓底板
混凝土顺利浇筑。
（付子新 冯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