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场宣讲进工地” 走进新机场项目

近日， 由中国通号自主研发
的全球首套时速350公里高铁自
动驾驶系统 （C3+ATO） 顺利完
成现场试验， 标志着我国高铁自
动驾驶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在列
车运行控制技术保驾护航下， 中
国高铁智能化运营水平领跑全
球， 即将迎来自动驾驶时代。

中 国 通 号 打 造 高 铁
“中国大脑”

作为中关村丰台园轨道交通
代表企业，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
份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轨道交
通控制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 目
前， 中国通号已实现列控核心技
术的三个“100%国产化”，系统平
台及关键技术100%国产化，核心
软件100%国产化，成套列控装备
100%国产化，打破了列车运行控

制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跨国公司
垄断的局面， 能够对西方技术和
装备进行全面替代， 中国通号为
中国高铁装备了“中国大脑”。

而中国通号只是丰台区轨道
交通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 目
前， 中关村丰台园已成为国内轨
道交通产业龙头企业分布最多、
规模效益最显著、 研发实力最强
的区域之一， 也日益成为国际、
国内知名的轨道交通技术创新策
源地和高端产业聚集地。

目前， 已聚集以中国中车、
中国通号、 中国中铁、 交控科技
为龙头的重点企业133家， 涵盖
从设计勘察、 通信信号到智能控
制、 运营服务的轨道交通全产业
链， 形成了以 “一个创新型集
群、 一个国家级试点、 两个国家
级基地 ” 和 “两个市级基地 ”
为特色的轨道交通产业集群。

中关村丰台园年收入超
五千亿元

近年来， 中关村丰台园聚焦
服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 全力整
合优势资源，持续优化体制机制，
加快建设创新生态体系， 形成以
轨道交通、 航天科技为龙头的产
业集群， 发展水平位居中关村示
范区前列， 已成为首都重要的产
业功能区和高新技术创新基地。

2017年， 中关村丰台园总收
入5104.4亿元，同比增长15.9%；人
均产出、 地均产出均居示范区前
列。下一步，中关村丰台园将深入
实施北京市发展高精尖“10+3”系
列政策，建设集技术研发、创新孵
化、成果转化、科技服务于一体的
自主创新体系， 推动科技创新全
产业链融合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在 ——————新新时时代代新新作作为为新新篇篇章章

□本报记者 余翠平

【特写】新闻２０18年 7月 26日·星期四│本版编辑 周潇潇│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刘芳│E—mail:ldwbgh@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05

实现列控核心技术的三个“100%国产化”

在酒店大堂多处显要位置悬
挂有“国旅北京一日游”字样的宣
传展板，突出使用“国旅”商标标
志，开展长城十三陵、鸟巢水立方
等地一日游业务。 其实这家位于

南锣鼓巷的商户可能是个 “冒牌
货”，跟“国旅”一点关系也没有。
昨天， 东城工商分局开展了旅游
市场商标侵权行为专项整治。

在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中，执

法人员重点对王府井、 故宫周边
以及南锣鼓巷等热门景点地区开
展了现场检查。 检查中发现南锣
鼓巷景区附近一家酒店的一层大
厅内，设有一家旅游门市部，该商
户在店门及店内多处显要位置均
悬挂有“国旅北京一日游”字样的
宣传展板，突出使用了“国旅”商
标标志。同时，在该商户旅游产品
的宣传册上也印有 “国旅北京旅
游”字样标志。

据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介绍， 该旅游门市
部与“国旅”没有任何关系，同时
国旅总社也未授权该商户使用过
“国旅”及其图形商标。 执法人员
现场责令该商户拆除店内外摆放
的各类突出使用了“国旅”及其图
形商标的宣传展板及图册， 并对
该商户进行立案调查。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通讯员 何筱强/摄

商户涉嫌冒用“国旅”商标被查处

首发集团交通工程公司工
会成立志愿服务队， 践行 “身
边的志愿 ， 服务身边的职工 ”
工作理念。 近日， 志愿服务队
开展了 “争创干净整洁环境 ，
共建和谐美好家园” 的志愿服
务活动。

工会志愿者们以劳动为荣，
乐在其中。 有的用扫帚清扫路
面 ， 有的忙着把路面的杂草 、

塑料袋等装进垃圾袋， 有的顶
着满头大汗将一袋袋垃圾装上
清理车。 虽然汗水湿透了衣襟，
但在大家的辛勤努力下， 公司
大院及周边办公环境焕然一新。

此次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
提升了广大工会志愿者的服务
意识， 为公司职工提供良好的
工作环境， 营造了浓浓的 “家”
文化氛围， 得到了职工肯定。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中建一局职工技能比武过建筑节

7月25日， 农历六月十三，
是中国古代巨匠鲁班的生日 ，
也是中国建筑节。 当天， 中建
一局安装公司以 “不忘初心 ，
牢记使命， 砥砺奋斗， 传承工
匠精神， 弘扬先锋文化， 打造
专业品质” 为主题， 在江苏省
洪泽三馆一中心项目举行技能
比武暨 “送清凉” 慰问演出。

据中建一局安装公司党委
副书记、 工会主席李井东介绍，
这次比武竞技结合 “五比五争”
劳动竞赛主题开展， 即通过比
人均功效、 比履约品质和客户
满意度、 比品牌影响力、 比科
学管理、 比育才育人， 来争创
工人先锋号、 争创青年突击队
标杆、 争创专业品牌、 争创品
牌大项目部、 争当标杆项目部。

技能比武分为机电和土建
两个专业组3支队伍， 共6支参
赛队参与角逐， 每个组评出冠
亚 军 。 比 赛 内 容 是 制 作
“CSCEC” 标准样板 ， 比赛钢
筋绑扎方法、 线管之间连接方
法、 线管与接线盒及过路盒连
接方法、 线管固定方式等配管
施工工艺。 比赛评判苛刻， 安
装误差超过2毫米就会被扣分。

“还有一颗螺丝没拧到位，
虽然不拧紧看不出来， 但我一
定保证工艺完美。” 比赛当天，
当地气温达到35℃， 参赛选手
们挥汗如雨， 参赛的农民工选
手历永远盯住每一个细节不放

过。 历永远58岁， 是江苏淮安
洪泽区的一名老匠人， 有几十
年机电安装功底。 和他搭档的
郭吉安47岁， 也有十多年的机
电安装经验， 两人一起组装标
准样板又快又好。 最终， 由他
们组成的搭档获得机电类一等
奖。 高涛、 赵巧平组成的搭档
获土建类一等奖。

比赛同时， 中建职工还自
编自演了一场文艺节目。 开场
舞 《青春飞扬》， 项目青年职工
排练了4天， 选用了当前最流行
的各种舞蹈。 快板 《工匠礼赞》
的内容则和此次活动主题相呼
应。 项目团队12名新入职职工
诗朗诵了 《沁园春·先锋》。

目前， 安装公司35岁以下
的青年职工占到了近70%。 在三
馆一中心项目上，涌现出了几支
勇于担当、能够攻坚克难、敢打
硬仗的青年突击队。 现场，中建
一局团委书记汪东庆为青年突
击队授旗，为青安岗授牌。 汪东
庆希望在今后的履约中，项目部
的团员青年们要进一步把劳动
竞赛、安康杯与突击队、青安岗
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发挥团员青
年在施工一线急、难、险、重冲在
前的先锋突击作用。

中建一局安装公司工会还
为项目职工及农民工准备了防
暑降温的物品、药品、图书等。李
井东和淮安市洪泽区总工会副
主席李翔为大家发放了慰问品。

“爸爸妈妈， 您们在外面工
作，我很想念您们。我知道您们在
努力赚钱，我也会好好听话读书，
将来做社会栋梁。 ”7月23日上午，
由农村留守儿童部际联席会议办
公室、 民政部、 中建集团联合主
办， 北京市农村留守儿童厅际联
席会议办公室、北京市民政局、中
建八局联合承办的全国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保护“百场宣讲进工地”
（北京分场）活动，走进中建八局
北京新机场项目， 一名留守儿童
在现场写下了他的心里话。

“儿子5岁了， 不敢大声说

话， 只愿意说悄悄话。 孩子得不
到父母的关爱 ， 得不到健康成
长， 我挣再多钱也没有用。 等我
建设完新机场项目后， 就回老家
附近打工， 多陪陪孩子。” 来自
重庆的农民工冉从令一边说一边
流下了眼泪。

“留守儿童在心理成长阶段
不但缺少了父母的关爱， 而且缺
乏了父母的教导。 怎么和孩子交
流？”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
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刘继同和北
京大学心理学系博士易春丽做了
宣讲， 指导农民工在孩子成长的

过程中， 如何与孩子沟通交流，
表达对孩子的爱。

当天， 农民工代表陈钢华还
宣读 《我是法定监护人倡议书》，
倡议农民工父母不仅要给予留守
儿童经济上的支持， 更要从精神
上加强沟通与交流， 做一名合格
的法定监护人。

中建八局每年暑假都会举行
“金秋助学”活动，伸开温暖的手
为一线建设者做点细事、实事、温
暖事， 尽绵薄之力帮助农民工子
女顺利完成学业。当天5名留守儿
童获得了金秋助学资助金。

□本报记者 马超

架起留守儿童与父母的亲情线

□本报记者 白莹

中关村丰台园藏着“高铁大脑”

首发职工服务队践行“身边的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