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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
印尼雅万高铁四号制梁场
1007 榀箱梁全部预制完成
5 月 30 日，由中铁四局承建的印尼雅万高铁四号制
梁场完成 1007 榀箱梁全部预制任务，实现雅万高铁建设
又一里程碑进展。雅万高铁全长 142 公里，全线设有 3
座制梁场，其中中铁四局承建的四号梁场承担 1007 榀箱
梁预制和架设任务，四号梁场是中国高铁“海外第一梁”
的诞生地，也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首座海外“智慧梁
场”。为全力建设好雅万高铁，梁场在中国中铁印尼雅
万高铁项目经理部领导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工程建
设，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和工艺，确保高标准建设
雅万高铁。
（李金朋）

企业文化
中铁上海局一公司广州轨道交通十一号线
项目部举办
“六一”
亲子活动

5 月 29 日亲子活动场景

6 月 3 日，滁宁城际铁路二期工程最大车站滁州高铁
站 6-10 轴站厅层顺利完成浇筑，为下阶段滁州高铁站站
房主体结构正式封顶及站房装饰装修、机电安装打下坚实
基础。为确保此次浇筑顺利进行，现场负责人在混凝土浇
筑前对作业班组进行班前讲话，对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问题制定了详细的措施与方案。现场实行试验、技术、物
资、安质人员全程旁站，严格把控各个工序环节。在现场
50 余名管理人员及作业人员的全程参与下，历经 30 个小
时，
最终安全优质高效地顺利完成浇筑。
（许无疾）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中铁上海局一公司广
州轨道交通十一号线项目部精心组织开展“喜迎二十大
欢乐过六一”亲子关爱活动，通过手工制作增进小朋友与
家人的互动，展现和谐融洽家庭氛围的同时，增强了职工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活动邀请绘画专业女工演
示手工黏土画制作，孩子们和家长一起动手，分别完成
“匠心独具”不同风格作品。项目工会为小朋友们送上了
蛋糕、玩具等丰盛礼物，在一片欢声笑语中亲子关爱活动
圆满落下帷幕。
（范自阳 冀哲）

中铁四局合肥四水厂迁建工程项目部
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6 月 1 日，由中铁四局一公司承建的蒲烟高速公路路
面水稳底基层、基层双层连铺试验段顺利完成摊铺，标志
着蒲烟高速公路一分部路面工程建设正式拉开序幕。大
蒲柴河至烟筒山段（蒲烟段）全长 191.374 公里，该项目采
用设计速度为 100 公里/小时的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
准，中铁四局一公司承建蒲烟高速公路 76.6 公里路面施
工任务。通过水稳试验段的顺利铺筑，进一步优化拌和、
运输、摊铺、碾压等现场施工机械设备组合、工序衔接和
确定相关施工参数，对修正施工方案、完善施工组织有重
要意义。
（周丽）

园区
合肥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多举措提升城市“颜值”
为提高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改善居民生活环境，5 月
31 日，合肥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城管局组织人员对西区主
次干道沿线外立面进行重新粉刷，提升沿街立面“颜值”。
据了解，本次立面提升改造涵盖了西区工业聚集区的所有
道路，开发区城管局前期多次联合相关部门到现场进行调
研查看，委托设计单位统一设计，统一施工。在提升改造
中，充分兼顾周边道路环境，采取重新喷涂着色、栽植垂直
绿化、设置公益广告等方式，全面提升西区工业聚集区立
面秩序。
（张雷）

合肥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西区绿化升级提档
近日，合肥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马场路上一派繁
忙景象，几十名绿化工人正在道路两侧忙着对苗木进行移
栽、对树种进行更换。这些工人分工协作，每一个步骤都
认真细致，各个环节都配合默契。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和
辛勤劳动，一棵棵树木林立在行道两侧。据了解，为积极
改善开发区西区市容市貌，提升市政绿化管理水平，连日
来，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城管局对马场路人行道及绿化隔
离带的杂树进行移栽，对枯死树木进行替换，对缺失树木
进行补种，
按下了道路绿化提升“美颜键”。
（张雷）

中铁四局市政公司无为二期项目部
组织参加“安全生产月”视频宣誓活动
6 月 1 日，在第 21 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到来之际，中
铁四局市政公司无为二期项目部全体员工与市政公司
第二管控组成员一同参加了中国中铁 2022 年“安全生产
月”视频宣誓活动。本次宣誓活动由市政公司副总工程
师兼第二管控组组长陈良金领誓，全体员工统一着装，
共同面对誓词庄严宣誓。宣誓结束后，全体员工依次在
誓词板上签名，并郑重承诺将以实际行动，确保企业生
产安全、产品优质！
（蒋文晗）

中煤六十八公司
“安全生产月”活动拉开帷幕

滁州高铁站 6-10 轴站厅层顺利完成浇筑

蒲烟高速公路一分部
顺利完成水稳试验段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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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是第 21 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遵守
安全生产法 当好第一责任人”。为营造安全生产浓厚氛
围，
6月1日，
中铁四局合肥四水厂迁建工程项目部组织全体
员工开展了
“安全生产月”
宣誓活动。
“今天，
我郑重宣誓：
我
是一名中国中铁员工……我将以实际行动，
确保企业生产安
全、
产品优质！
”
誓言铮铮，
响彻耳畔。
“接下来，
我们将强化全
体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
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持续
营造安全稳定的生产形势。
”
项目经理表示。
（严红）

中铁上海工程局城轨分公司郑州地铁
7号线06工区项目部开展
“浓情端午”
活动
为引导全体员工深入了解传统节日、传承文化习俗，
中铁上海工程局城轨分公司郑州地铁 7 号线 06 工区项目
部组织全体职工开展“浓情端午”系列活动。通过员工自
己动手包粽子，畅谈端午习俗，共同感悟中华民族博大精
深的传统文化。还组织了篮球友谊赛、自助烧烤、节日慰
问等活动，让身处异乡的员工感受到了节日的欢乐。该项
目部为落实推进“家文化”建设的要求，既注重项目部的硬
件建设，同时还注重项目文化建设，以多种活动为抓手，让
员工从中获得家的归属感。
（曾阿珑）

中铁上海局城轨分公司青岛地铁5号线
项目部开展系列活动庆端午
为迎接传统佳节的到来，
营造欢乐和谐的节日氛围，
增
进员工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中铁上海局城轨分公司青岛地铁
5号线项目部精心策划，
合理安排，
通过
“送一次端午慰问、
过
一场集体生日会”
活动，
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公司纪
委书记富强、
人力资源部部长刘春忠为员工送上了节日的慰
问和祝福，
并为大家送上了节日慰问品。为坚守在施工一线
的员工送上关怀和节日的问候。
（卞正东 杜引娣）

中国一冶科工开展
“我眼中的建筑世界”六一主题活动
5 月 27 日下午，中国一冶科工开展了精彩“六一”
·童
梦无限——“我眼中的建筑世界”主题活动，特别邀请公司
员工子女现场制作绿色建筑微景观，近距离感受企业的历
史底蕴与低碳环保建筑的魅力，与爸爸妈妈一起提前欢乐
庆“六一”。本次活动在小朋友悦耳的歌声、美丽的舞蹈、
声情并茂的散文朗诵中拉开序幕，12 组参加活动的员工家
庭在专业老师的讲解示范和指导下，以家庭为单位一起动
手创造他们眼中的建筑世界。
（常岑）

今年 6 月是第 21 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中煤六十八公
司紧紧围绕“遵守安全生产法 当好第一责任人”主题，超
前谋划、科学组织、精心筹备，开展了企业第一责任人“安
全大讲堂”，针对各类危害性大、复发性高、屡改屡犯的安
全隐患，研究制定了“零容忍”安全隐患管理办法，进一步
强化安全监管执行力。安排部署了安全生产月学习“平安
建安”培训平台、送清凉活动、安全知识竞赛等工作，助力
本质安全型企业建设，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
全稳定的良好环境。
（胡华田）

中铁四局合肥四水厂迁建项目党支部
联合共建单位开展“六一”慰问活动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中铁四局合肥四水
厂迁建项目党支部联合建设单位合肥供水集团重点办
党支部、义城街道迎淮社区党支部开展了“关心下一代
牵手向未来”主题党日活动，为辖区滨湖润园幼儿园的
孩子们送去精美绘本和益智棋等节日礼物，让孩子们感
受到了党的关怀和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当天上午，滨湖
润园幼儿园里被气球和丝带装点的五彩缤纷，处处洋溢
着欢乐的气氛。党员志愿者们为小朋友送上礼物和节
日的祝福，并向在幼教岗位上辛勤耕耘的教职工表示真
诚的慰问。
（严红）

滁宁城际铁路二期工程
2022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正式启动
今年 6 月是第 21 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推动安全生
产十五条措施落地见效，6 月 1 日上午，在中铁四局滁宁二
期项目建设工地，举办了滁宁城际铁路二期工程 2022 年
“安全生产月”宣誓活动暨启动仪式。滁州市城铁公司、市
住建局轨道站、重庆赛迪公司、铁四院等多家兄弟单位共
计 120 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滁宁城际铁路二期工程自
开工以来，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突出首要位置，不断健全
安全体系，扎实抓好各项安全生产工作，进一步开创安全
工作的新局面，确保滁宁城际铁路顺利通车。 （许无疾）

金融
张延峰：帮助银行
提升 30%以上综合业务能力
未来银行是什么样？在具有近 20 年银行 IT 从业经
历, 经历过中国金融 IT 各个发展阶段的张延峰看来，未来
银行是以客户服务为中心、以金融产品为向导，
“系统高度
参数化”的“国际化银行核心业务系统”。据了解,张延峰
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MBA，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MBA。他结合自己数十年
的银行业务实践，将 B@nkGalaxy 和 B@nkEnsemble 应用
到中小型银行或金融行业后，显著提高了银行 IT 业务架
构能力和计算性能，解决了银行业务流程繁琐、流程复杂、
效率低下的问题，帮助银行提升了 30%以上综合业务能
力，成为“科技金融”
的先进金融 IT 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