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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市政府副市
长边峰到西安路祊河桥工地
现场办公督导工程建设。市
政府副秘书长解曙光，市住
建局副局长陈云祥，公司副
总经理、总工程师毕于波等
陪同。

边市长一行察看了西安
路祊河桥施工现场，听取了
工程情况汇报，就工程建
设、拆迁等工作进行了现场
督导，对因拆迁障碍导致的
施工进度缓慢等问题进行了
逐一落实。边市长强调，各
责任单位要将拆迁工作落到
实处，明确时间节点，为工
程建设提供保障。各相关单
位要加快推进工程建设，加
强时间节点控制，按进度推
进工程建设，确保工程建设
任务保质保量完成。

截至当日，西安路祊河
桥已完成产值 1 . 8 亿元，占
合同额的 38 . 64% 。其中，
桩基共计 272 颗，实际完成
242 颗，完成设计量 89% ；
承台共计 64 个，实际完成
45 个，完成设计量 70 . 3% ；

墩台共计 64 个，实际完成
3 7 个 ， 完 成 设 计 量
57 . 8% ；引桥东侧第二联
(河道区域)支架卸落完成，

完成全引桥五联的 21 . 2% ；
主桥斜拉桥中塔结合段施工
完成一次浇筑；南、北塔施
工完成 7 节，具备结合段施

工条件；0#块支架主体完
成，完成主桥总量的 10% 。

办公室 马 莉

副市长边峰到西安路祊河桥现场办公

7 月 28 日，临沂市政智能
环保运输车交接仪式在机械
化施工公司举行，20 台智能环
保运输车正式上岗。公司副总
经理刘金宝出席交接仪式。

为积极响应我市绿色环
保、扬尘治理要求，公司淘
汰了原有传统渣土运输车，
投资近八百万元一次性购进
20 台智能环保运输车。据了
解，此次启用的智能环保运
输车具备几大优势：采用的U
型车厢，表面光滑不挂料、不
积料、无抛洒；车厢顶部装有
自动密闭环保盖，能避免超载
和行驶过程中泥土洒落；车内
控制器内设有远程油门控制
装置，盖板必须完全盖严密
后，车辆才能正常行驶，可避
免超高超载运输；车厢两侧装
有高清摄像头，对货箱挂料实
时监控，同时配备车载导航，
全面实施智能管理。能够避
免传统渣土车“抛、洒、
遗、漏”、超载及乱卸等弊

端，有效解决车辆管理、运
营效率与价值提升的问题。

20 台智能环保运输车上

岗后，将大大提高工程车辆
运输能力，提升运营水平，
也将成为市区一道流动风景

线，真正实现绿色出行、环
保出行。

办公室 马 莉

7 月 9 日至 10 日，公司组织举办了三
体系标准培训，北京新世纪认证公司高级
审核员、高级培训师刘全胜应邀授课。公
司在家领导班子、全体中层干部、项目经
理及岗位骨干共计165 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刘老师主要围绕《质量管理
体系》条款内容进行通讲，中间穿插讲授《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相
关知识。通过此次培训，使全体家人进一步
了掌握了三体系管理的重要性，改变原有
片面追求管理的适宜性和符合性，向体系
管理有效性和提高绩效转变。

绩效办 徐金平

公司组织三体系管理知识培训

公司 20 台智能环保运输车上岗

7 月 24 日至 26 日，山东
省市政金杯示范工程考核组
专家一行四人来到临沂，对
我公司申报的沂河路西外环
立交桥、滨河路与金雀山路立
交桥、综合保税区道路管网工
程、旅游服务中心区间道路等

四项工程进行考核验收。
考核组对上述工程的外

观实体进行了查看，集中观
看了项目视频影像资料，听
取了施工单位有关情况汇
报，询问了建设单位、质量
监督部门、监理单位及设施

管理维护单位对工程的评价
意见。

26 日上午，在西安路祊

河桥项目部会议室，考核组
对四项工程检查情况进行反
馈，对工程实体及档案资料
存在的问题进行逐一反馈，

并提出宝贵意见。考核组对
公司一年来质量管理水平的
提高给予肯定，对各申报项
目提出了要求和期望，为公
司今后创优申报工作指明了
改进方向。

质量技术部 邵 建

公司申报 4 项山东省市政金杯示范工程

7 月 30 日，副总经理沙攀峰带领各部
室有关负责人，到各生产单位在建项目工
地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员工，为他
们送上防暑降温物品。

时值三伏天，每到一个工地，公司领导
向高温下坚守岗位辛勤工作的广大一线人
员表示感谢。要求各单位要切实安排好防暑
降温工作，确保一线员工安全度夏，推动各
项工作有序开展。

工会 马溧伟

公司领导慰问高温施工一线员工

省住建厅城建处处长王润晓

到西安路祊河桥视察

7 月 28 日下午，山东省住建厅城建处
处长王润晓到西安路祊河桥现场视察，市
住建局局长张卫强、副局长陈云祥，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庞玉坤等陪同。

在工地现场，王处长听取了工程概况及
施工进展情况汇报，对大桥目前进展情况给
予肯定，并详细询问了施工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他强调，要合理计划，紧抓现场，保质
保量，特别是汛期已经来临，务必做好防汛
工作。参建各单位、有关部门要积极协调关
系，大力支持市重点工程，推进工程进度，保
证工程质量，确保安全文明施工。

一公司 宋仕芬

7 月 22 日至 24 日，公司组织内审员
对领导层、各职能部室、分公司及所属部分
项目部等 17 个体系所覆盖部门的质量、环
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实施审核。

在审核过程中发现，各体系部门管理
体系运行正常，《工程建设施工企业质量管
理规范》基本落实，但各体系管理仍存在不
少问题。末次会议中，管理者代表王金诗要
求各体系部门针对审核员提出的问题认真
整改，整改完毕后审核组进行验证。

绩效办 邵淑华

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工作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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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 日，备受
市民关注的解放路沂
河桥东立交改造工程
主体工程全部完成，
连接滨河东路与解放
东路的匝道已顺利通
车，工程进入收尾阶
段。

解放路沂河桥东
立交改造工程是列入
2014 年城建投资计划
的重点项目之一。改
造前，由于桥南北两
侧道路转弯半径小、
不同方向车辆存在交
织等原因，高峰期拥
堵现象较为严重，极
易造成交通事故。此
次立交改造，对解放
东路与滨河东路节点
进行苜蓿叶形全互通
立交改造，整个工程
占地面积约 120 亩。
工程主要内容包括解
放东路改造、滨河东
路下穿段改造、新建
的匝道和人行过街通
道。

其中解放东路工
程范围西起沂河大
桥，东至兰亭路，全
长 530 米，标准段宽
18 . 5 米，拼宽段宽
25 . 5 米。滨河东路
工程范围全长 8 6 0
米，下穿段向西拓宽
后为 28 米，净高保
持原下穿净高高度。
新建 8 条匝道，全长
1570 米，四条环形左

转匝道对称布置在四
个象限内，为单向车
道，宽 8 米；四条右
转匝道布置在四周，
为 单 向 车 道 ， 宽
11 . 5 米。人行过街
通道位于滨河东路东
侧，南北方向过解放
东路，宽度约6 米。

施工期间，交通
压力大，车流量多，是
施工存在的最大难
题。由于该处系两条
主干道路交汇处，过
往车辆行人较多，交
通压力大。本着施工
便民的原则，在施工
期间不封闭交通，车
辆行人正常通行。

为确保施工期间
的车辆行人安全，项

目部在施工前，及时
与交警部门和路政管
理部门取得联系，制
定详细的现场交通管
理方案，根据施工路
段的交通流量情况合
理安排施工计划。施
工时，通过报纸、广播
发布道路施工消息，
提醒过路车辆注意施
工情况。同时按照预
先确定的交通控制方
案，合理布置施工区
域交通安全标志。

在工程封闭施工
阶段，预先发布交通
封闭施工公告，设置
绕行路线图，告知过
往车辆绕行其它路
线，使过往车辆提前
分流，并设立安全警

告、警示标志，最大
限度的减少因施工带
来交通运输的不便，
确保施工过程中社会
车辆能以一定的行车
速度顺利通过。

经过几个月的日
夜奋战，主体工程全
部完成，连接滨河东
路与解放东路的匝道
已顺利通车。工程建
成通车后，滨河东路
与解放东路的节点将
实现车辆快速分流，
极大地缓解滨河东路
的交通压力，同时对
于增强兰山、河东两
区的联系，提高城市
路网通行能力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
北斗公司 孙名欣

解放路沂河桥东立交改造工程顺利通车 7 月 29 日上午，
西安路祊河桥主桥 0#
块箱梁施工方案论证会
在项目部会议室举行。
山东省路桥集团副总工
杨荣泉、上海市设计院
副总工卢永成、科达集
团副总经理王为凯、山
东交通学院教授王行
耐、临沂市数字化城市

管理中心书记郭全生等
五位专家应邀出席专项
方案论证会。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庞玉坤主持
会议，业主、设计、监控、
监理等参建单位负责人
参加会议。

专家组一行在查看
施工现场后，听取了方
案详细汇报。专家组表

示，方案内容基本完
整、可行，设计计算基
本符合规范要求，经过
进一步完善并报监理批
复后，可用于指导施
工。同时，对 0#块临
时支架的节点细部设计
及支架预压方案等方面
提出了改进意见。
一公司 宋仕芬

公司组织西安路祊河桥主桥箱梁方案专家论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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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后的肓道平整、规范北斗公司：盲道小井细节处理工整

7 月 28 日，湖南
大岳六标召开下半年
劳动竞赛动员大会，
总结上半年的工作，
制定下半年施工计
划。

截至 8 月 1 日，
大岳高速全线通函完
工；百川大桥全部施

工完成；方家大桥已
完成全部 180 片 T 梁
架设工作，后续工程
正在积极推进；王家
冲大桥桩基已全部完
成，T 梁还剩余 86 片，
下部结构正在紧张施
工；全段路基共计 5 . 4
公里现已成型 4 公里，

24+640-25+600 段，
25+920-26+440 段正
在紧张施工；防护工
程有序进展，已完成
总工程量的 52% 。大
岳六标目前共完成产
值 1 . 3 亿元，占合同
金额的 78% 。
七公司 朱庆萍

湖南大岳高速六标施工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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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暑伏天，我市持续高温
天气，炙烤的大地升腾着热
浪。市民躲在空调房间里都直
喊热，但在公司各项目、各工
地，市政家人仍然战斗在岗位
上，他们顶着炎炎烈日，冒着
高温酷暑，为公司流着汗水。
让我们向奋战在一线的家人致
敬，为他们点赞！

8 月 3 日下午 2 点，天气
预报最高气温 35℃，车内显示
的室外温度是 40℃。在临沂市
综合保税区工地，路面公司正
在加紧进行沥青上面层的施
工。 7 月 20 日，路面公司进
场。从7 月 29 日，作业面全部
提供出来开始，进入大面积冲
刺施工阶段。连续 6 天 5 夜时
间，人员机械一刻不停，已摊
铺沥青55000 平方米。

路面公司副经理王涛介
绍，保税区场站路面工程施工
难度非常大，因为设计坡度非常
小，只有千分之一，也就是说 1
米高差只有1 毫米，而一般路面
都是 1-1 . 5% 之间，整整差了
10 倍。因为坡度设计小，只要
有一点误差就会导致积水。为
了确保精细度，他们连续几天
几夜进行下面层施工，就为了抢
出时间来施工上面层。

8 月 3 日，上面层摊铺正
式开始。为了确保质量，必须

天亮之后才能摊铺，“就像绣
花一样”。每天早上 4 点多开
始，一直干到晚上，尽量抢在
天黑前完成。40 度的高温，站
在滚烫的摊铺机前， 150 多度
的沥青料滚滚而出，那滋味可
想而知。

为了确保 8 月 6 日保税区
迎接省级验收，路面公司抽调
付荣磊、庄翔两个项目部，交
叉无缝作业。一个班组摊主
面，一个班组做接缝，每个施
工人员每天都要工作十六、七
个小时， 6 天 5 夜里，所有工
序、工作面一刻不停。

“这样的高温天对于沥青
施工质量、接缝来说是非常好
的，就是人员劳动强度比较
大，确实很辛苦。”王涛说，
不管是施工人员、劳务队伍都
很拼命，特别是机械公司的车
辆也一直不分昼夜的干，为施
工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一旁，刚刚卸完一车沥青
料的机械公司驾驶员侯安雷，
正用手揉着疲惫的眼睛。“这
五、六天都是在车上过的，抽
空就眯一会儿。我们13 台车，
从高都拌和站过来送料，一天
得跑五、六趟。头两天确实怪
累，现在适应了。”

下午 3 点，澳门路工地。
三公司施工员李涛正在测量放
线。当日，澳门路正在进行人

行道的施工。现场，没有任何
遮挡物，甚至连一棵树也没
有，施工人员一整天都要处在
暴晒中。连续几天的高温作
业，有的施工人员出现了中暑
症状，但喝上瓶藿香正气水，
还是坚持在工地。

项目经理闰广川介绍，为
了应对酷暑，项目人员想了个
“妙招”。从项目部出来开车
去工地，上车之后既不开窗也
不开空调，经过暴晒之后的车
内温度足有五、六十度，坐在
车里跟蒸笼差不多，这样到了
工地一下车，“那一下子感觉
可凉快了！”

温泉路，刚刚完成最后一
节地道桥顶板浇筑的施工人
员，正在进行泵站开挖施工及
地道、挡土墙的防撞侧石施
工。西安路祊河桥，施工人员
正在密集的支架中工作。施工
间隙，两位工人拿着水管洗脸
降温。

在这个流火的夏日，无论
在哪个工地，总会看到我们的
市政家人坚守在岗位上穿梭、
忙碌，用平凡的工作，创造着
不平凡的价值。让我们向炎炎
烈日下所有坚守在一线的市政
家人致敬，为他们点一个大大
的赞！

办公室 马 莉

怒放在骄阳下 奉献在酷暑中

为奋战在高温下的市政家人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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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回老家，在乡间的小
路四处闲逛。此时夕阳遥挂西
天，晚霞悠悠，幕落生辉。不远
处，小河流水潺潺，有几座古朴
沧桑的平房，伫立在河边，显得
那么庄重苍老，与城里新立起来
的成林的高楼大厦，是那么的格
格不入，给人一种重回远古的错
觉。

乡下也有厚重的底蕴。那斑
驳破碎的墙影，那树木纵裂的皱
纹，那风蚀残年的老人，无一不
是历经岁月沧桑之后的精髓沉
淀，厚重隽永，以纯真朴素的气
质，雕刻昔日盛耀的风骨。老树
沧桑，依旧有绿叶 满枝头，一
片浓荫。躺在柔软的草地上，静
心凝眸，浅笑嫣然，听禅叫鸟
鸣，看蓝天白云轻轻掠过，蓦然
想起儿时的光阴，虽已远去，却
也清晰浮现眼前。

幼年时，妈妈拉着我的小
手，漫步在花香飘漫的乡间小路
上，偶尔有一只蝴蝶飞来，我便
与之追逐嬉闹;少年时，和几个伙
伴在浓荫树下，一起嬉笑玩耍，
在乡土上追赶打闹，幸福的如鸟
儿在空中展翅高飞，兴奋不已。

如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仍
有微风吹拂，枝影摇曳婀娜的身

姿。我看见老人倚在老树旁，看
夕阳垂落，唏嘘着繁冗过往，伤
曲亘古；也看见孩童嬉笑打闹，
幸福无比。

此时夕阳已沉，遥遥望去，
草木葱绿，蝶燕翩跹。乡下的
情，令人牵挂；乡下的景，令人

留恋；乡下的回忆，令人感怀回
味。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变
化，我都要走一走那乡间的小
路，只为重拾那一场天真灿烂、
纯真无邪的年岁，重温那一抹藏
匿已久的厚重与温暖。

检测公司 王 超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一个人坐在办公室整理工作
资料时，无意中点开了毕业照文
件夹，忽然愣住了，时间过得真
快啊！转眼间我已经参加工作两
年了，眼前的场景又把我拉回到
了从前……

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视济
南为第二故乡，其实真的很简
单，我对她有种心底的认同感，
而这种认同就来源于我们--大学
的兄弟姐妹们。命运的力量把我
们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版图
上汇集在济南这个古朴的城市，
汇集在大学这个神圣的殿堂。大
学，一个我们每天会抱怨却容不

得别人有一丝一毫亵渎的地方。
也许，我们曾在这里挥霍，在这
里放纵，但永远改变不了的是发
自心底的珍惜与怀念。

走入社会，我们开始面对各
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人，
没有人会无条件的包容你，这个
时候我们总是会怀念学校，怀念
那个纯真的年代，怀念那段炙热
的时光。

毕业两年，有的同学高调招
摇，有的同学踏实低调，大家都
在面对着生活无情的考验。我听过
不少同学抱怨，工作不好、老板不
好、待遇不好，这或许是现实存在

的。但是，当你觉得身边的一切都
不那么美好的时候，是不是应该
先想一想也许是自己不够好？你
的能力值得怎样的待遇？

两年里，我也经历过迷茫和
挫折。但在一次次的历练中，自
己逐渐懂得，我们要不断充实自
己，让自己变为更好的人。如果
你做到了，那么生活也一定不会
亏待你。

看着眼前的毕业照，每个人
的眼神都很坚定，都有一种乐观
与淡定。我相信，只要努力，一
定会创造奇迹！

一公司 谢 斌

致大学的兄弟姐妹

炎炎夏日，让人饱受灼热。
伫立在公交站台前静候公共汽
车，如同置身于灼热的撒哈拉大
沙漠。

炎炎夏日，有些人想着游山
玩水，阅尽大好河山；也有人觉
得，酷暑难耐，静静待在家中，
避免被热浪侵袭。夏日，总会让
人暴躁不安。原本青翠无限的平
原，被烈日烤成了一片焦黄。但
是，夏天的炎热，也给了部分生
灵以巨大青睐，粉嫩的荷花，灿
烂的绽放着；知了不停的唱着情
歌；蟋蟀满满的颂读着欢愉；葱
葱的大树是它们最忠实的粉丝，
就像一把伞，给行人遮阳躲雨。
大自然的合唱团在这炎炎夏日，
尽情歌唱，努力的给万物送来一
丝凉意！

清晨，第一缕阳光，射到房

前，房子像一面镜子，露出微微
的黄色，如姑娘害羞般微微的回
避。午后，火辣辣的骄阳，热的
人坐不住，似要一口把人吞了。
晚上，夕阳西下，夏的炎热似乎

才减弱了一点。深夜，万物都沉
浸在夏夜的恬静中，但在工地
上，却仍有着市政人忙碌的身
影。

二公司 刘 金

夏天，一个充满魅力色彩
的季节。仿佛一夜之间，欢腾
的热浪就赶走了春姑娘，占领
了整个大地。人们欢快的换上
一身清凉夏装，享受夏天带给
人们的自由和无拘无束。

夏天，一个火辣辣的季
节。阳光是它的主题。大多数
时间里，骄阳似火，把它的能
量洋洋洒洒地撒向每一个角
落。夏天也是植物迅速成长的
季节。花花草草尽情地沐浴着
太阳的恩泽，发芽抽枝，几天
就变个样。

夏天，最期盼的是雨。初
夏却总是大旱望云霓，越是期
盼越是看不到希望。进入六
月，它好像换了个脾气。都说
六月的天像是孩子的脸，说变
就变。一点都不假，赤日炎炎

似火烧的一天眼看就要过去
了，突然就狂风卷积着乌云，
黑云压城城欲摧了。暴雨“哗
哗哗”地倾盆而下，不给人们
一丝地反应时间。暴雨之后，
乌云退去，雨过天晴，如果不
是看到地上成股的细流，竟难
以相信刚刚下过雨。

夏天也是个大干的季节。
农田里到处是辛苦劳作的农
民，大街上到处是忙碌的人
流。工地上也处处洋溢着如夏
天般炽烈的热情。机械来来往
往的轰鸣声，市政家人们充满
激情地指挥声，工人们有条不
紊的吆喝声，奏成了一曲夏日
的工地交响乐。

夏日似火，激情似火，这
燃烧着激情的夏日啊！

北斗公司 王春涛

夏之韵

生活小记

满天星是种平凡而不起眼
的花，一片片白色的瓣淡雅轻
柔地开着，静静地绽放着属于
自己的恬静美丽。犹如微弱的
星辰散落在深邃的夜幕里，犹
如金色的沙砾洒落在一望无垠
的沙滩上，犹如渺小的我们冲
散在拥挤的人潮中。

满天星自始至终都淡然自
在地开着，即使无人欣赏，也
毫不含糊地舒展着每一片细嫩
娇小的花瓣。我们每一个平凡
而坚韧的市政家人们，就像这
莹白灿烂的满天星，默默地绽
放，奋力的生长。无论是否有
人欣赏，也毫不含糊地做好自
己的岗位工作，冲锋在第一
线。在热气蒸腾的公路上，在
巍然架起的桥梁间，在阳光炙
烤的工地上，市政人都在盛开
着属于自己的美丽。

酷暑七月的施工现场，高
温升腾起阵阵热浪，驾驶员汗
流浃背地操控着机械。常年施
工的风吹日晒里使他的皮肤变

得黝黑，而灿烂的笑容显得他
的牙齿格外白亮整齐，仿佛美
丽的贝壳。再往远处看去，是
一个个工人在烈日下忙碌的背
影，他们为了保证施工顺利进
行，加班加点的工作。他们是
最平凡的人，也是最美丽的
人。就像一朵朵盛开的满天
星，灿烂而辉煌。

这一刻，我的内心涌动起
一丝难以名状的感动。即使平
凡，即使无人欣赏，即使更多
的时候扮演着配角和背景，满
天星也骄傲地昂着娇弱细小的
脖颈，奋力地绽放。就像市政
人团结一致、永不放弃的精
神，聚是一团火，分散在各自
的岗位是一朵朵盛开的满天
星！

我更加小心翼翼地捧着手
里的满天星，生怕辜负了这一
份美丽。这不仅是一束满天
星，更是一斛珍珠，在岁月的
洗礼下，愈摩擦愈光亮。

路面公司 刘海晨

满天星

走在回家的路上，夜晚的
城市用闪烁的霓虹迎接这浓稠
的黑暗，街道两边的摊贩们摩
擦着双手期待着路人的停留。
此刻的自己，带着一天的疲惫
和倦容，只想快一些回到家里
安心的休息。

这是每天回家的必经之
路，有着熟悉的风景与熟悉的
陌生，只是自己从不曾细细领
会过夜晚街道下各色人群努力
生存的情景。

那些街边商贩们眼中的期
待与疲惫，像极了他们眼前略
略发蔫的待售蔬菜，让人看了
忧伤又心疼。他们用自己最朴
素的劳动改善着自身的生存与

生活，那份艰辛与努力何尝不
是这城市里最珍贵的执着？突
然想到最近看的一篇报道，一
个 15 岁的女孩，每天从学校到
家跑 8 趟，为自己瘫痪的父亲
做饭。这个坚强的奔跑女孩，用
稚嫩的肩膀承担着父亲的希望
和超越自己年纪的坚强。

我们总是太轻易抱怨眼下
的不如意，又太轻易放弃坚守
的韧性与毅力，殊不知这世界
上比我们更为艰难的人们仍在
坚持和努力着，我们又有什么
理由不去努力和前进呢？从此
刻开始，我们都该带着满满的
正能量去创造生命的奇迹。

一公司 杨 艺

夏日炎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