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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晓 强 校对/于长彬

近日，由中铁十四局电气化工程公司
参建的南京地铁7号线北段幕府西路站
——马家园车辆段通过了项目验收，为7
号线北段开通试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还是有点小兴奋的，就像学生交卷,
考试合格了。”项目部书记陈允福在中铁十
四局工作30多年，一直坚守在施工一线，
从铁路到城轨，大大小小的项目做过许多，
可是每次验收之后依然有“通关”似的喜
悦，因为每一个项目都凝聚着工友们的汗
水。他告诉记者：“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奋战
了2年，等7号线通车后再来坐的时候，感
受一下，这个站是我做的，心里是自豪的。”

7号线是南京地铁首条全自动无人驾
驶线路，中铁十四局电气化公司承接了7
号线北段六站七区间的机电安装、装饰装

修、人防工程、杂散电
流接地工程以及北段
区间疏散平台安装工
程。公司组建了以张
涛为项目负责人的年
轻项目团队，他们负
责的窑上村站、五塘
广场站——窑上村站
区间、窑上村站——
晓庄站区间，是7号线

路上首个采用BIM建造的车站和区间，将
与独立运营的无人驾驶线路无缝对接。为
了满足科技含量十足的工程要求，刚过而
立之年的张涛敢想敢干，带领项目部的兄
弟们全力以赴，率先完成了联调联试和项
目验收。

五塘广场站是7号线和3号线的换乘
站，车站主体完成后，内部机电设备安装和
装修工作量很大。今年27岁的吴言强是
五塘广场站的站长，负责整个站的施工、进
度、安全等。别看他年纪不大，现场管理经
验却不少，参加工作5年多，在常州、上海
的地铁项目上，都是从头干到尾。现场是
最锻炼人的，吴言强很快就能独当一面。
南京地铁7号线项目开工后，车站工区里，
多的时候有100多人同时作业，吴言强丝

毫不敢懈怠，全天候地连轴转，在现场盯
着，从早到晚。

五塘广场车站很大，有许多的施工点，
作为地铁建设工程的收尾项目，风管安装、
水管安装、电缆敷设、墙体砌筑等施工都需
要登高作业，所以检查安全措施是吴言强
时刻绷紧的弦。公司在工区率先推行安全

“生命线”，架起长长的钢丝绳，每个工人身
后都背着一条安全带，安全带挂钩挂在头
顶上方的钢丝绳上，仿佛吊着“威压”作业，
大大增加了安全系数。工地上最具挑战性
的是，现场可能遇到的各种难题。施工中
要与多个部门协调配合，有时材料不能及
时到场，工程进度就要受影响。“又要抢工
期又没材料，工人是等着呢还是放走呢？”
这些都曾让吴言强着急挠头。

但无论怎样，问题总是一个个被解决
了，凭着项目组成员们的专业、经验和责任
心，安全施工、进度质量、管理协调等都在
有条不紊地进行。五塘广场站里，7号线
和3号线呈十字交叉，将来换乘会很近很
方便。记者站在7号线的工区，能清晰地
听到隔壁地铁3号线列车进站的声音。由
于施工区和运营区仅一墙之隔，为了防止
贴大理石产生的粉尘和刷油漆时的气味，
影响到隔壁的乘客，工人们只能在夜里12

点以后，等3号线停运了再干。
“我们的施工作息不能影响周围居民

和运营线上的乘客，晚上加班是经常性
的。”陈允福介绍说，“工人们很辛苦，我们
尽量做好他们的各种保障，活要干好，人也
要照顾好。”冬送暖夏送凉、周末在工地上
放露天电影、中秋节把职工家属“偷偷”接
来给个惊喜的团圆……员工想到的想不到
的，公司都想到了。去年，中铁十四局电气
化公司被评为南京市“安康杯”竞赛优胜单
位，7号线项目部也被评为南京市重点工
程劳动竞赛先进集体。

从南京地铁1号线南延线开始，陈允
福就随中铁十四局参与到南京地铁的建
设中，几乎每条线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不
知不觉已过了二十年。虽然家在济南，可
他心里已把南京当做了第二故乡。十四
局电气化公司里多数是来自山东的年轻
人，目前在7号线项目部承建的几个站，
站长都是“90后”，施工现场上到处是年
轻的生力军，他们把青春化作汗水，随着
南京地铁的建设慢慢融入这座城市。根
据公司属地化发展规划，未来这些年轻人
或许会落户金陵城，在这里生根发展。他
们编织着南京的地下经纬，也成就着自己
的美好未来。

《安全生产，重于泰山》
作者：易梦妍（南京壹城集团建管公司）

“海明斯二代奖学金”暖人心

本报讯（通讯员 李孝庭 高婷）开学前夕，江苏
海明斯公司开展“海明斯二代奖学金”颁奖活动，为
职工子女考入高等院校的本科及研究生进行奖励，
助力职工子女追梦圆梦。

多年以来，该公司深知企业发展依靠员工，公司
在学校设立“海明斯奖学金”，连续多年对公司员工子
女考入本科及以上级院校给予一次性奖励。后又设
立“海明斯二代奖学金”，保证“不让一名员工子女失
学”。现“海明斯二代奖学金”活动已连续举办6年，共
计发放奖学金200余万元，受助员工子女28人。

今年公司邀请学子们进厂区观摩，殷切希望学
子们将此次接受奖励，作为人生道路上新的起点，用
积极心态面对困难，面对挑战，早日学有所成，以最
大的成绩回报社会。

淮安向困难职工开展慈善募捐

本报讯（通讯员 卢克余赵波严大卫）“在我们身
边，有一些职工朋友因重病重伤、家庭突遭变故等不幸
陷入绝望，呼吁全市工会职工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伸
出援助之手，尽一份微薄之力，让他们重拾生活信心，
点燃希望的火焰。”8月30日，淮安市总工会参与“99公
益日”活动，开展“关爱困难职工”慈善募捐活动。

“99公益日”活动是在中央网信办和民政部的指
导下，腾讯公益基金会联合国内多家公益组织、爱心
企业、爱心媒体等发起的一年一度的全民公益活动。
今年，淮安市总工会动员全市工会组织、县区工会、企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广大职工和社会各界拓展捐
赠范围和规模，向因病（灾）致困的职工家庭奉献更多
爱心。活动中，市总机关干部职工及基层与会代表纷
纷通过扫码进行募捐，献上自己的爱心。

据了解，今年以来淮安市总工会通过生活救助、
医疗救助、金秋助学、就业服务、互助保障和常态化

“送温暖”等方式，累计帮扶各类职工7300多人次，
发放慰问金656.49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钱茹冰）8月31日，“产
改赋能 匠心引航”文化品牌直播活动第五期
走进苏州市姑苏区，共同感受非遗技艺的匠
心坚守，探寻古城焕新的奥秘，开启一场古城
文化体验之旅。直播活动再次受到职工热烈
追捧，在线观看人数超56万人次，胥城鲜肉
月饼、雷允上黑芝麻丸一跃成为苏报好物直
播间最热单品。

本场直播以“匠心坚守 古城焕新”为主
题，由苏州市总工会主办，苏州日报报业集团
承办，苏州文旅集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苏州

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姑苏区总工
会协办，设置了嘉宾访谈、职工体验和好物推
荐三大环节，带领大家在体验苏式生活中走
进非遗文化，解读姑苏千年匠心现代传承的
产改“密码”。

本期文化访谈环节邀请到苏州大学工艺
美术研究所所长、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袁
牧；苏州古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省劳动模范殷铭；苏州文旅集团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苏州苏作馆文化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闾平贵；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雷允上六神丸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李英
杰；苏州市工艺美术大师、苏州刺绣研究所实
验工场主任郁晓莹等嘉宾做客苏州文旅会客
厅，探讨古建老宅如何在姑苏城内“活”出新的
精彩，讲述传统技艺的现代传承之路、非遗技
艺如何焕发出勃勃生机。“在非遗传承、保护和
转化发力方面，苏州不仅认真，而且务实。”袁
牧表示，苏州拥有丰富的非遗项目和资源，姑
苏区更是非遗的集中地，通过直播活动可以让
更多人了解非遗文化，积极参与到非遗保护中
去，让非遗真正进入百姓生活中。

此外，本次活动还邀请青年职工代表前往
缂丝馆、苏州历史建筑遗产保护劳模创新工作
室参观互动，体验精湛的缂丝以及榫卯技艺，
感受非遗技艺中的匠心传承。“缂丝是中国传
统丝绸艺术品中的瑰宝，通过这次零距离的非
遗体验机会，我对江南的文化基因有了更深的
了解。”职工吴静说道。在本期苏报好物直播
间姑苏区专场中，苏州名城保护集团、书香酒
店集团、雷允上集团等企业推出缂丝体验、黑
芝麻丸、枸杞、鲜肉月饼、奥灶面等苏式风格的
爆款商品，并以最优价格回馈市民。

持续十六届的“开笔礼”
8月31日上午，南京市夫子庙小学举行第十六届“开笔礼”仪式，300多

名星星娃开启了小学生涯的第一步。仪式现场，老师们为孩子“朱砂开
智”，教孩子们如何写“人”，并送上《星星论语》，让孩子们接受传统礼仪文
化的熏陶，感受夫小深厚的文化底蕴。 张旭 摄

编织地下经纬编织地下经纬 他乡亦是故乡他乡亦是故乡
——中铁十四局电气化公司在宁建设侧记

记者 洪艳

探古城 展非遗 话江南

“产改赋能 匠心引航”直播再次吸引数十万人观看

公 告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60日内，该弃婴亲生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南京市江
宁区民政局联系认领，电话：025-52161309。
逾期将依法送养。

1.现名：陈彦哲，男。南京市公
安局溧水分局洪蓝派出所于2021年
9月14日出具证明称：2020年8月19
日接收留人报警“2020 年 8 月 18 日
晚10时左右在南京市溧水区洪蓝街

道河西三组17号捡拾一名男婴，蓝布包裹，随

身携带生日字条和婴儿用品”，该男婴2020年
8 月 2 日出生。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入南京市
社会儿童福利院。

2. 现名：董语涵，女。南京市公
安局溧水分局开发区派出所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 14 时许接收留人报警

“2008年2月20日6时在南京市溧水
区白马镇朱家边老窑厂附近路边捡

拾一名女婴，红色包被包裹，随身携带生日字
条”，该女婴2008年2月10日出生。于2020年6
月29日入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

近日，朱先生在盱眙农商
银行总行营业部“企业开办一
站式服务专窗”领取了盱眙崇
利财税咨询中心的营业执照
和免费的四枚印章，并顺利完
成了银行开户、税务套餐等企
业开办的全流程业务。朱先
生连口称赞：“在附近的银行
网点就能完成企业开办的全
部项目，不用跑也不用等，真
是太方便了！”

为有效推动“企业开办一
件事”服务，该行坚持党建引
领业务发展，成功与盱眙行政
审批局开展党建结对共建暨
政银战略合作，实现双方在提
升党建工作水平、创新政务金
融服务方式、推进营商环境整
体水平的深度融合。此次战
略合作的成功签订是优化营

商环境、深化政银合作结出的
又一硕果，也标志着该行成为
全市首批企业开办“一件事”
的合作单位。

据悉，依托企业全链通平
台、营业执照自助办理一体机
等载体，盱眙农商银行在各营
业网点设立“企业开办一站式
服务专窗”，为新注册登记个
体工商户、新开办企业提供业
务咨询、网上申请、证照打印、
事项代办等“一站式”办结服
务，申请人在银行网点就能一
次性完成企业设立登记、印章
刻制、银行开户、税务套餐、社
保登记、公积金缴存登记等企
业开办相关申请，最优0.5天
内帮助申请人完成企业开办
全部流程。

张恩华

自7月起，昆山农商银行组织开
展“进乡镇、进乡村、进社区”“送金融
知识、送金融服务、送金融惠农”乡村
振兴专项行动，为美丽乡村建设铺就
金融快速路。

锦溪镇联湖村王大爷在农房翻建
过程中资金吃紧，又因年事较高，银行
贷款很难申请下来。正当王大爷一筹
莫展时，走村访户的“三进三送”活动
把金融服务送到了他家中。金融顾问

向他详细介绍了昆山农商银行在支持
农村自建房贷款方面的惠民政策：像
王大爷这样的超龄户主，可由直系亲
属出面作为借款人向银行申请贷款。
王大爷了解后，当天便让子女向锦溪
支行申请了贷款。

在发放贷款中，了解到工程队希
望用数字人民币支付工程款，锦溪支
行立刻联系总行，专门以数字人民币
的形式向王大爷发放了该笔28万元

的贷款。该笔贷款创下了全国首笔数
字人民币自建房贷款的纪录，实现了
数字人民币在三农贷款领域的场景应
用。

近年来，为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
昆山农商银行先后推出建房贷、农房
装修贷、备用金、城乡居民创业贷款、
种养业贷款等子产品，全面满足农户
多方面的贷款需求。下阶段，该行将
借助数字人民币场景研发应用、普惠
金融下沉落地等数字化工具，持续围
绕“助农惠民”工程做文章。 郭鹏杰

扬中市总着眼“需求端”服务精准化

女职工安全文化优秀作品展示女职工安全文化优秀作品展示

“企业开办一件事”落地盱眙农商银行 数字人民币为美丽乡村添砖加瓦

本报讯（通讯员 孙薇 任锦
明 记者 范翊）今年暑假，扬中首
家省级幸福企业威腾集团率先试
点，依托职工之家、女职工康乃馨
服务站阵地开设“小威”育苗班，设
置艺术类、体育类、劳动类、户外活
动等课程，为40名职工子女提供
了近两个月的免费托管服务。

立足职工多样化需求，努力
打通服务新途径，使服务更直接、
更深入、更贴近，秉持这一工作理
念，扬中市总工会坚持从“需求
端”着眼，为不同职工群体量身打
造“精准服务”专区。

扬中市总工会常态化开展送
温暖、金秋助学、医疗救助等活
动，通过举办互助保障健康讲座
及职工美丽乡村游、职工疗休养
活动等，提升一线职工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实施女职工康乃馨计
划，建立女职工康乃馨服务站，开
展康乃馨志愿服务行动，精准服
务女职工需求；设立公益项目，为
家政服务员、环卫工人等就业女

职工以及快递员、送餐员、网约车
司机等新就业领域的女职工免费
提供“两癌”筛查服务。

扬中市总工会还推进镇（街、
区）职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
建设，多次举办工会劳动法律监
督员培训班，并组织基层工会干
部参加仲裁院庭审观摩活动，组
织法律专业人士对用人单位劳动
规章制度进行评估服务，帮助企
业防范用工风险，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

扬中市总工会发挥工会大学
校作用，帮助一线职工不脱产、不
离岗，提升学历教育和素质技
能。贯彻落实省总关于学历补助
相关政策，开展点对点宣传、面对
面答疑，提高广大职工知晓度、参
与度，形成学知识、学技能、领补
贴的热潮。该市还将学历提升作
为新时代产改的重要内涵之一，
深度挖掘学习明星和典型，提升
活动影响力，今年已有100余名
职工参加学历提升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