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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简报

2015 年 12 月 23 日，市住建
局召开基础设施建设现场观摩会
议，与会领导到公司承建的西安
路祊河桥现场观摩。市住建局局长
张卫强出席观摩会，并看望慰问一
线施工人员。局领导张永飚、陈云
祥、孙富会、张文厚、宋振宇出席观
摩会，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负责人参加观摩会。公司领导王
金诗、毕于波陪同观摩。

张卫强指出，前期工作中，施
工企业全力靠上，积极克服各种困
难，加班加点，加快进度，各项工程
顺利推进。他强调要始终树立质量
意识、精品意识，坚持高标准建设，
工程的每一处、每一阶段施工都要
精益求精，用更专业、更精细的眼
光管理好、实施好；要进一步组织
好施工，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
下，加快工程建设进度，争取工程
早日完工，投入使用，发挥效益。

截至目前，西安路祊河桥共完
成工程造价 2.7 亿元，占总工程量
的58%。

办公室 马 莉

2016 年 1 月 5 日，公司举行
12 月份绩效会暨 2016 年目标签订
仪式。公司领导班子、中层干部
及各岗位骨干118 人参加会议。

会议分两部分进行，首先是
各生产单位、各部室汇报 2015 年
12 月份工作完成情况，然后是各
单位部室汇报了 2015 年度工作总
结、存在的短板及 2016 年目标计
划。一年来，面对严峻的市场环
境，公司抓住每一个市场机遇，
顽强拼搏，扎实工作，全年承揽
工程合同额 14.6 亿，实现工程营
业收入 13 . 36 亿元。下午，公司
领导与分管部门签订了 2016 年目
标责任书和安全生产目标责任
书，各项指标较 2015 年完成情况
均有较大提升。

绩效办 徐金平

公司举行 12 月份绩效会议暨2016 年目标签订仪式

2015 年 12 月 31 日，平
邑县仲村镇党委书记季君、
镇长孟庆方、市住建局派驻
平邑县仲村镇兴合村第一书
记季大勇等一行向公司赠送
“丹心系民生 情筑爱民
路”锦旗一面，以感谢公司
为第一书记派驻村——— 兴合
村及仲村镇修建爱民路。公
司工会主席王金诗参加锦旗
赠送仪式。

据了解，市住建局第一
书记工作组在兴合村走访调
查中了解到该村步行街至汶

泗路段年久失修，给过往群
众带来诸多不便。为切实解
决这一实际困难，第一书记
工作组报请局党委，将此路
的修建列为民心工程。我公
司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出
资近 4 0 0 万元修筑了爱民
路。经过 70 天奋战，全长近
800 米的柏油路正式竣工，将
原来不足 10 米路基拓宽至 16
米，切实解决了驻地村镇群
众出行难问题，满足了群众
生产生活需要。

办公室 马 莉

平邑县仲村镇向公司赠送锦旗

市住建局到西安路祊河桥现场观摩

2015 年 12 月，公司喜报频传，先后
荣获“山东省工会职工维权法律服务示范
单位”、“临沂市推行协商民主、强化社会责
任先进单位”荣誉称号，路面公司荣获“山东
省创新型班组”称号，公司工会主席王金
诗荣获“临沂市推行协商民主、强化社会
责任先进个人”称号，路面公司李明伟荣
获山东省“齐鲁金牌职工提名奖”称号。

此次获奖的路面公司先后引进了彩色
沥青、高模量沥青混凝土的生产和施工新
方法，完成了多项科技创新成果。职工李
明伟为此次入围“齐鲁金牌职工”的唯一
临沂职工代表。

工会 马溧伟

公司喜获多项荣誉

公司召开2016 年度目标质询会

2015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年度目标质
询会在新型建材园区三楼会议室召开，各
部室、生产单位负责人汇报明年计划，并
接受质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庞玉坤、
公司领导班子及中层以上干部参加。

在本次质询会中，各部门汇报展示
2016 年度工作思路、KPI 指标和完成各项
指标所需的资源需求。质询领导围绕公司战
略布局多点开花，指明方向，以引导为主将
本次质询会转变为年度经营目标分析会。

会上，董事长庞玉坤提出几点要求。
一是要进一步做好市场经营的强内工作，
要从努力完成任务型向保证完成目标型转
变。二是要进一步做好人才孵化工作，由
要人才向努力培养人才转变。三是要做好
机构精简工作，由过度重视层级管理向扁
平化转变。四是要做好绩效会议革新工
作，由质询型向听取型转变。努力实现每
天进步一点点，每月进步一小步，一年进
步一大步，展现更深层次的内容。

绩效办 徐金平

2015 年 12 月公司组织冬季安全综合
检查，对公司属各生产单位、厂区、拌合站、
工程项目进行了全覆盖式的安全生产检查。

本次检查主要针对工程现场安全生产
情况及各生产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的运
行情况，检查项目主要包括安全管理资
料、安全文明施工情况、相关职能科室的
职责落实情况等。通过检查发现，各生产
单位、项目安全管理体系基本能够按照要
求运行，安全管理资料比较齐全。

安全生产部 罗文英

公司组织冬季安全综合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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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

临沂中心城区排水
工程二标段即将完工。
截至目前，工程已完成
产值 2020 万元。

该工程为市区综合
应急工程，公司自中标
后科学组织，提前做好
施工方案、交通安全应
急方案，在保证质量安
全的基础上加班加点、
分段施工，以保证道路
尽快恢复通车。项目部
创新使用了管道“四合
一”施工方法，将管道
垫层、管道吊装、管带
及管座四道工序根据先
后顺序同时进行施工，
有效缩短施工工期，并
能够有效提高管道垫层
及管座的整体性。该方
法非常适合市政工程管
道快速施工的要求。

其中，平安路已于

11 月初恢复通车。水
田路段沥青面层 650 米
已全部铺筑完成并通
车 . 临西十一路段雨污
水管道共 2160 米已全
部开挖安装并回填完
成，雨水检查井 45 座
已全部砌筑完成，污水

检查井 45 座已全部砌
筑完成，混凝土路面
2160 米已全部恢复完
成，正在进行沥青面层
的施工，道路即将通
车。

北斗公司 王晓丽

中心城区排水工程二标段即将完工

2016 年 1 月 1 日，我公司承建的
大岳高速第六合同段路基成功交验并
移交路面单位。此次交验完成标志着
大岳高速六标段项目进入收尾阶段。

截至目前，大岳高速桥梁工程中
百川大桥、方家大桥已全部完成，王
家冲大桥基础、下部构造、上部构造
已完成，仅剩附属部分右幅护栏正在
紧张的施工中，预计 1 月中旬王家冲
大桥全部完成。标段内主线施工已全
部完成，路基工程精加工已全部完
成，锚杆框架梁正在紧张施工中。

大岳高速公路是湖南省规划的
“五纵七横”高速公路网中第一横部
分，我公司承建的是杭州至瑞丽国家
高速公路湖南省临湘(湘鄂界)至岳阳
公路第六合同段，路线全长 6 . 4 公
里，它的建成将完善国家和湖南省高
速网，促进洞庭湖经济圈和岳阳市社
会经济的发展，促进区域旅游资源的
开发利用，同时将对洞庭湖区防洪减
灾起到很大作用。

七公司 王学宾

湖南大岳高速项目进入收尾阶段

2015 年 12 月 28 日上
午，临工大桥竣工验收暨交
接仪式如期顺利举行。市住
建局副局长陈云祥主持会
议，大桥各参建单位和质量
监督部门领导、公司领导王
金诗、毕于波出席会议。

会议先后听取了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监控单位的情况
汇报。市安质处介绍了竣工
验收和质量监督情况，认为
此次验收交接在参加人员、
验收程序、组织形式等方面
符合要求，同意临工大桥作
为合格工程投入使用。与会
领导对大桥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给予高度评价，表示
通车以来居民出行和经济发
展得到了极大便利和实惠。

陈局长对大桥建设给予
肯定。他指出，各参建单位

为大桥的建成通力协作，创
造了多项临沂第一，特别是
我公司在桥梁施工中取得了
多项技术创新成果，应用了
多项新技术、新工艺，确保
了大桥保质保量建成。

汇报结束后，会议对工程

作出综合评价，认为通过一年
的运行情况来看，各项指标都
满足设计要求和规范标准，
已达到验收条件。随后，有关
部门完成了桥梁、照明、排水
和养护的交接签字手续。

三公司 亓树存

临工大桥竣工验收暨交接仪式圆满完成

元旦期间，西安路祊河桥
工程参建各方负责人、项目施
工管理人员放弃休
息，现场劳务人员300
余人，施工机械 30 余
台，加班加点轮流作
业，确保春节前工程
进展有较大突破。

截至目前，大桥
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60%，其中，灌注桩基
础共完成 262 颗，承
台施工完成 60 座，墩
台柱施工完成 60 个。
主桥钢塔柱完成吊装
24 节，连杆吊装完成
五道。主桥混凝土梁 0
#施工完成， 1#块东
侧箱梁支架搭设完
成，西侧箱梁支架搭
设完成 60% 。东岸水
中引桥第二联施工完
成。WS 匝道桥箱梁

施工完成；NW 匝道桥箱梁底
模、钢筋施工完成 60%。排水

管道施工完成2000 米。
一公司 宋仕芬

坚守岗位度过新年

元旦期间西安路祊河桥照常施工

近日，内环东线温泉路
第一标段参建各方和项目管
理、施工人员坚守岗位，熬
夜奋战，为工程年底通车争
分夺秒，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的有序进行。

截至目前，温泉路一标
段 已 完 成 总 工 程 量 的
63 . 8% 。其中，地道桥及两
侧引桥全部完成，并已通
车，目前通车状况良好；泵
站全部完成；三和东街跨线
桥主体及两侧引桥全部完
成；K0+390 . 5 、 K0+945 、
K0+397-K0+567 、温泉路箱
涵及 6*2 箱涵全部完成；明
渠水泥搅拌桩全部完成；道
路挡土墙全部完成。污水施
工完成 5910 米，雨水施工完
成 11900 米，辅路路基及水
稳施工 4500 米，明渠挡墙砌
筑 完 成 5 1 0 0 米 ， 完 成

76 . 4% ；排水明渠三和东街
箱涵完成 140 米开挖；电力
方涵完成 2750 ， 30 万吨供
水保护完成 2750 米，道路挡

土墙护栏完成 900 米，三和
东街跨线桥护栏、中分墩完
成951 米。

一公司 李君燕

温泉路一标段工程进展顺利

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3.8%

2015 年 12 月 12
日，由路面公司承建的
沂南县澳柯玛大道(界
大路-S227 省道段)综
合改造工程通过竣工验
收。

本改造工程全长
7038 . 947 公里。主路宽
31 米，设 2 米绿化带，
是沂南县规模最大，标

准最高的一条道路。本
次改建对原路基、排水
系统进行重点改造，主
要内容为：16 厘米水稳
碎石底基层+16 厘米水
泥稳定碎石基层+5 厘
米中粒式沥青混凝土+4
厘米改性沥青 SMA。
桥涵部分除 0+475 采用
预制板，其他桥涵均采

用现浇板一次成型。
验收组在听取了工

程设计、施工、监理工作
总结汇报后，对该工程
进行了外观检查、现场
取芯测厚度、资料检查。
经综合评定，该工程质
量等级为一次合格，顺
利通过竣工验收。
路面公司 苏大伟

沂南澳柯玛大道顺利通过竣工验收

为进一步提高职工
的业务技术水平，路面
公司组织开展了 2015
年冬季培训活动。

本次冬训以 12 月
8 日的冬季防火防电安
全知识培训班拉开序
幕，持续至 2016 年 1
月 12 日。面向公司岗

位人员共开展了厂区安
全用电、机械操作和保
养、市政工程安全管理
控制要点、安全技术资
料整理规范、沥青路面
施工技术规范、成本结
算注意事项、绩效管理
等 16 个培训班次。冬
训期间将定期举行冬训

考试，检验冬训成果。
相信通过本次冬训活
动，将大大提高员工的
综合素质和安全技能，
养成良好作业习惯，从
而提升职工队伍的整体
素质。

路面公司 刘海晨

路面公司开展 2015 年冬季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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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亮点回顾

2015 年，受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基础设施增长乏力。面对严峻的形势，公司上下紧紧围绕年度目标任务，凝心聚力，积极
应对，抢抓机遇，攻克难关，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承揽工程合同额14.59 亿元，实现工程营业收入13.36 亿元。
--1 项工程被评为“中国市政金杯示范工程”，1 项工程被评为山东省建筑工程质量“泰山杯”奖、3 项工程被评为“山东

省市政金杯示范工程”、5 项工程被评为临沂市建设工程质量“沂蒙杯”奖；获得省级工法11 项，省级“QC ”成果3 项。
--6 项工程被授予“山东省市政工程安全文明工地”称号。
--评审通过公司微创新200 项。

市政七公司：牢固树立精品意识，狠抓规范化施工，强化质量
管理和安全文明施工，承建的大岳高速第六标段，先后 3 次荣获大
岳高速“考核评级A级单位”和“平安工地考核示范单位”。

北斗建设公司：绩效意识深入人心，工作记录清单推优，使其成
为管理的抓手;梳理刊发岗位职责、流程，做到了制度先行，先后下发
了绩效管理细则、质量安全、苗木成活率管理等相关制度。 1 项工程
被评为“山东省市政金杯示范工程”， 2 项工程被授予“山东省市政
工程安全文明工地”称号，1 项工法被评为省级工法。

沂河路立交桥-中国市政金杯示范工程

沂南县界南路

市政二公司：重视施工过程控制，狠抓工程成本管理，
降本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在质量、安全月度联检排名中，均
6 次排名前三。南京东路被授予“山东省市政工程安全文明
工地”称号，1 项工法被评为省级工法。

市政三公司： 2015 年 12 月 28 日，负责承建的临工大桥通
过竣工验收。 1 项工程被评为“山东省市政金杯示范工程”，
1 项工程被授予“山东省市政工程安全文明工地”称号， 4 项
工法通过省级工法。在月度绩效督查排名中，9 次排名前三。

路面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过 2 亿元，创新机械结算方式，降低
机械费用，全年综合降本率排名第一。质量、安全全部完成目标，在月
度质量联检排名中，荣获 4 次第一；狠抓科技创新工作，寻找创新点，
形成创新成果，荣获省级工法 1 项、省级QC 成果 1 项，市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22 项微创新通过公司评审。

市政一公司：具体负责造价 4.66 亿元的西安路祊河
桥工程施工，已完成 2 . 7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过 2
亿元，居各分公司之首。2 项工程被评为国家、省、市级
荣誉，其中沂河路立交桥工程被评为“中国市政金杯示范
工程”、山东省建筑工程质量“泰山杯”奖、“山东省市
政金杯示范工程”、临沂市建设工程质量“沂蒙杯”奖。
2 项成果被评为省级工法， 1 项成果被评为临沂市市科技
进步奖三等奖，17 项微创新通过公司评审。

湖南大岳高速

临工大桥市政六公司：积极承揽工程，实现工程营业收
入较去年增长 12.4% 。在沂南县界南路施工中，不到 20
天完成 10 万平方的的水稳碎石摊铺，该工程得到业主好
评。北城新区汤河路被授予“山东省市政工程安全文明
工地”称号，1 项工法被评为省级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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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夏天，我告
别了校园，来到临沂市
政路面公司，从此踏入
了新的人生历程。同年
8 月，开始了在临工大
桥工程边摸索学习、边
积累实践经验的工地生
活。如今，通过两年的
工地生活，我已从一名
学生成长为一名工程施
工员，明确了自己的岗
位职责，也适应了角色
和行事思路的转变。

从前的朋友、同学
常会问我：你们干工程
是不是很辛苦？周末有
没有休息时间？没有出
去逛街吗？不觉得郁闷
吗？……每当此时，我
总会笑着说：怎么会
呢？我已经习惯这种生
活了。既然选择了这一
行，在职一天，就要用
心干好每一天的工作。

工地生活是快乐
的，虽然临沂并不是
一个大城市，这里没
有 所 谓 大 城 市 的 奢
华，工地生活更是单
调重复，但我喜欢这种
生活。因为工地生活中
的快乐无处不在，它们
是质朴的、简单的，

却是一种深入人心的快
乐，一种富有成就感的
快乐。每当在检查中一
次次被业主、监理单
位、项目领导表扬时，
那种富有成就感的快
乐是无法形容的。

工地生活是单纯
的，人与人之间表现更
多的是那种战友情和亲
情，而不是尔虞我诈。
虽然我们常年与家人分
离，但在这里，我拥有
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

家庭里，大家见了面总
是笑嘻嘻的，喜欢把工
作说成干活；在这个大
家庭里，大家都在齐心
协力，为一个共同的目
标而奋斗着；在这个大
家庭里，团队协作随处
可见，领导对下属的关
心、同事之间的相互关
心无处不在，让人随时
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工地生活是充满激
情的，没有任何一个劳
动场面能给你如此壮观

宏伟的印象。铣刨机的
咔咔声、摊铺机的轰轰
声，压路机碾压时的哐
哐声，无不体现那充满
激情而又紧张的工地生
活。工地的阳光是炙热
的，它把人的皮肤变成
健康的古铜色；工地的
月亮是 能抚慰人的，
当你想家的时候，她会
洒下一片柔软的光，轻
轻披在你的心上。

路面公司 张 强

不管是咖啡厅、茶
馆，还是餐厅，我都喜
欢坐在窗边的位置上，
看外面的人来人往，人
生百态。有的人步履匆
匆，有的人闲庭信步，
人生路，或长或短，都
会留下不同的痕迹。而
每个人的足迹，都会因
为性格的不同，所处环

境的不同，而存在或多
或少的差异。但不论是大
是小，或者谁高谁低，书
写的都是自己人生的特
殊轨迹。你没得选择，
也不必仓皇，你就是
你，独一无二的你。

岁月留下的足迹，
就是人生百味的过去，
虽然平平常常，但却真

真切切。每一次跋涉就
是一个脚印，无数的脚
印组成了生命的道路。
当某一天蓦然回首，再
回头看看自己一路走
来，留下的一串串深浅
不一的脚印，那就是我
们的一页页历史。

我们总喜欢在别人
的故事中驻足，但往往

忘了，自己的人生路，
也需要我们来记录，来
感恩。不要忘了时常回
想过去，品味自己的人
生，那是一个人的情
怀，一个人的细水长
流。何不在安静的午后
品一杯茗茶，岁月静
好，清风拂袖。 、
辰坤置业 季 晨

天气又冷了许多，
突然有些伤感。听说故
乡已经下了好几场大
雪，而在湖南还是没有
多少变化，除了前些天
刮来的夹着冰粒子的寒
流，放眼望去依然漫山
的翠绿。南方就是如
此，一年四季都朝气蓬
勃、生机盎然。放在往
年我应是格外喜欢的，
可是今年，我却盼望着
下雪…

盼望着下雪。犹记
小时候每个腊月的清晨
我都会迫不及待的擦去
玻璃上的窗雾，看一看
外面有没有下雪。北风
从不辜负孩子的期望，
每年年关将至总能吹来
整天整夜的雪。我会偷
偷品尝初雪的甘甜，会
在车子的玻璃上涂鸦鬼
脸，会在没人踩过的雪
地里嬉戏打滚，会在阳
光下三五成群的和小伙

伴打雪仗、堆雪人。那
时候的时光总是简单又
快乐。

盼望着下雪。不记
得从什么时候北风不再
聆听孩子的愿望，除了
寒冷它没有再送来任何
礼物。每一个失望的清
晨伴随着一声小小的叹
息。一日一日、一年一
年，从希望
到失望、从
失 望 到 绝
望。小小的
人儿跨过豆
蔻 已 至 青
年，仿佛没
有了童真，
忘却了那没
到膝盖的大
雪，忘却了
雪地里的欢
呼雀跃和流
连忘返。又
或许，只是
明白了什么

是“温室效应”和“全
球变暖”，并且无奈的
接受了它。

盼望着下雪。听说
故乡又再次飘起了大
雪，而在千里之外的大
岳高速却依然枝叶葱
郁。盼望着碧青的瓦檐
挂上冰凌，盼望着翠绿
的树林被银装素裹，盼

望着葳蕤的草地上铺上
雪被，盼望着这里山区
的孩子也能披裘执杖尽
情滑雪。

我盼望在南方的天
空里能下起北方的大
雪，也许是童真，又或
许只是想家了？盼雪…

七公司 刘 宁

阳光，在这个寒风凛冽的
冬季，赐予我们光的同时也带
给我们温和热。同样，她在你
我心灵之上，也占据着无可替
代的位置。而今的你我，不仅
仅是领略了几十年的漫漫人生
路，未来依旧很漫长，无论将
来走的有多远，她将一直照耀
着我们前行，直到终点。

让阳光照亮心灵，既是必
须的选择，也是必要的态度。
也许前方的路途布满荆棘险
阻，困难重重。但心里只要有
着那一束阳光，你我必然会昂
首站立，不会因此而一蹶不

振。而是奋力向前，踏出另一
片精彩，活出另一份阳光。抬
头仰望，伸手遮挡阳光，透过
指尖，那缕缕阳光，穿过发
梢，只达心房，豁然开朗。阳
光般的笑容，阳光般的心态，
阳光般的人生。阳光，驱散黑
暗，迎接一个 好的未来。

夕阳欲坠，霞光染红天
际，阳光快要陨去， 后的一
点光也被那红霞吞没。但心中
的阳光长存，沧海桑田，唯有
阳光不变。

二公司 刘 金

阳光照亮心灵

童年时代的物质生活贫
乏，供孩子们玩的玩具也少得
可怜。于是孩子们便就地取
材，倒也玩出了许多的趣味。
其中玩泥巴便是那个年代孩子
们 为钟情的游戏之一。

家乡有一种叫做“玉泥”
的红泥，粘性强，可塑性大，
于是这便成了我们孩子们首选
的制作材料。玩泥巴的节令一
般在夏天，太阳毒辣辣的，可
我们却喜欢跟太阳较劲，偏偏
就特别起劲的摔打着那些越摔
越软的“玉泥”。汗珠顺着脸
颊不停的滚落，滴在砖头或者
青石板上，滴在“玉泥”上，
发出了“啪啪”的声响。

那些“玉泥”一般被摔打
到柔软粘膩，光滑细软的程
度。这时就将一小块一小块的
泥巴做成小盆小碗状，只是这
些泥盆泥碗的壁都很厚底则很

薄。然后我们把这些泥盆泥碗
平放在掌心，“瓦屋瓦屋谁陪
我？”站在一旁的小伙伴说，
“我赔你！”又问“赔多
少？”“该赔多赔多少！”这
时朝准了地面使出了吃奶的力
气狠狠的甩掷在地上，只听
“嘭”的一声，倒扣在地上的
泥盆泥碗被里面的气流鼓破了
薄底，发出的声音是那么刺
激，那么的高昂和激越。于是
无论是甩者还是看者，心里都
乐开了花。

如今的孩子们很少再去玩
打瓦屋这些游戏了，相比起
来，我们那个玩泥巴的童年仿
佛更快乐些。其实，游戏中不
光有快乐，还蕴含着许多人生
哲理。也许就是从游戏中，我
们练就了待人处事认真负责的
态度，乃至工作生活积极向上
的品格。

北斗公司 薛 辉

岁月静好 清风拂袖

盼 雪

我的快乐工地生活

打“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