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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简报

2015 年 1 月 31 日，公司
2015 年度表彰暨文艺汇演在
蒙山沂水大剧院隆重举行。公
司领导班子、干部职工及职工
家属 1100 余人观看了文艺汇
演。

会上，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庞玉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
辞。他指出， 2015 年，面对
经济增速放缓的严峻形势，公
司各项工作稳步发展，保持了
平稳经营，全年承揽工程合同
额14.59 亿元，实现工程营业
收入 13 . 36 亿元。展望 2016
年，机遇与挑战并存，全体员
工要不负众望、不辱使命，锐

意进取，扎实工作，为临沂市
政基业长青的目标而共同努
力。

大会表彰了 2015 年度
“最佳单位”和“十佳员
工”。授予一公司“营业收入
最佳单位”、“效益最佳单
位”，授予路面公司“成本管
理最佳单位”、“工程质量最
佳单位”，授予三公司“安全
生产最佳单位”，授予七公司
“外出施工最佳单位”称号，
授予朱文杰等 10 名同志“十
佳员工”称号。

文艺汇演还是坚持“自
编、自导、自演、演自己”的

原则，所有演职人员全部是公
司职工，演的都是身边的故
事。广大演职人员倾情表演，
向大家奉献了一台精彩的演
出。舞蹈《喜事登门》、《红
红的日子》喜庆祥和，歌伴舞
《回家的路》、《百家姓中华
情》温情满满，音诗画《合格
的战士》气势磅礴，舞蹈《筑
路金刚》、《市政英雄》震撼
人心，情景表演《亲情电
话》、《讲不完的故事》催人
泪下，小品《四女拜寿》、
《市政一家人》、《俺就嫁给
他》风趣幽默，动人的歌曲，
优美的舞蹈，幽默的小品，感

人至深的情景剧，台上激情表
演，台下掌声、笑声不断，一
个个精彩的节目，将现场变成
了欢乐的海洋。在演出过程
中，还穿插进行了抽奖环节，
经过公开、公平、公正的现场
抽奖，最终产生了幸运三等奖
19 个，二等奖 9 个，一等奖1
个。 29 名幸运员工当场领

取了幸运大奖，也把演出现场
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最后，伴
随着优美的舞蹈，演出徐徐落
下帷幕，祝福公司新的一年取
得更加辉煌灿烂的业绩！

办公室 马 莉

1 月 28 日下午三点，西
安路祊河桥钢结构塔柱完成最
后一节吊装施工，顺利合龙。
西安路祊河桥全长777.4 米，
由主桥、水中段引桥、岸上段
引桥、两岸立交匝道桥及人行
梯道桥组成。主桥为独塔混合
梁斜拉桥，桥跨布置 110+110
米，钢结构塔全高105 米，主
梁采用钢-混凝土混合梁，梁
高 3 . 5 ～ 6 . 5m ，全桥共设
28 对斜拉索。西安路祊河大
桥钢结构塔柱中塔 12 节，两
侧边塔各10 节，共 32 节，日
前全部吊装完成，下一步将进
行焊接固定和连杆施工。

春节临近，大桥参加各方
相互配合、共同努力，负责施
工的临沂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合
理组织人员机械，加班加点，

努力按原计划完成施工任务。
目前，大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63% ，其中，灌注桩基础共完
成 2 6 2 颗 ， 完 成 总 量 的

96% ；承台、墩台柱施工各完
成 60 个，完成总量的 96% 。
主桥混凝土梁 0#施工完成，
1#块东侧箱梁支架、模板施

工完成，西侧箱梁底模板完
成，底腹板钢筋绑扎 30% 。
西侧钢箱梁吊装全部完成，焊
接施工完成 70% ；东侧支架
完成两排，钢结构陆续进场。
西 岸 陆 上 引 桥 支 架 搭 设
80% ；西岸水中引桥第一联北
幅顶板钢筋模板施工完成
50% ，南幅顶板钢筋模板施工
完成 30% ；西岸水中引桥第
二联、东岸陆上引桥、东岸水
中引桥施工全部完成。WS 和
NW 匝道桥箱梁第一联混凝土
浇筑完成。NE 、 ES 地道桥
施工完成。 SE 、NE 匝道路
基回填全部完成，具备水稳碎
石摊铺条件。排水管道施工完
成2000 余米。

一公司 宋仕芬

公司 2015 年度表彰暨文艺汇演隆重举行

西安路祊河桥钢塔柱顺利合龙 1 月 10 日，烟台市政建设集团董事
长、总经理谭成策带领中高层一行 18 人来
我公司考察交流。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庞
玉坤及在家领导班子成员、相关部室负责
人接待了来访客人。

座谈会上，庞玉坤介绍了公司发展情
况，双方围绕公司管理模式、工程过程管
理等进行了交流。来访客人还参观了辰坤
国际、西安路祊河桥、新型建材园区。

办公室 侯玉娇

烟台市政建设集团

来我公司考察交流

1 月 26 日，市住建局召开 2015 年度
总结表彰大会，会议全面总结了2015 年度
工作经验，表彰了在过去一年做出优异成
绩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安排部署了
2016 年工作任务。

会上，公司党委被授予“先进基层党
组织”称号，办公室、经营公司、路面公
司、北斗公司被授予“先进集体”称号，
聂青等 3 名同志被授予“优秀党务工作
者”称号，杜立柱等24 名同志被授予“优
秀共产党员”称号，马莉等20 名同志被授
予“先进个人”称号。

办公室 侯玉娇

公司在市住建局2015 年度

总结表彰大会喜获多项荣誉

1 月 20 日，山东省建设工会副主席高
静、生产保障部部长邵永立一行，来到我
公司走访慰问，为困难职工送来温暖基
金，把工会组织的温暖及时送到需要关心
帮扶的困难职工群众心坎上。市住建局党
委委员、工会主任刘兴旺陪同走访慰问。

工会 张素峰

省建设工会副主席高静

到公司走访慰问

1 月 7 日，青岛市政空间开发集团总
经济师王青松等一行到我公司考察交流。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庞玉坤、副总经理沙
攀峰及相关部室负责人接待来访客人。

座谈交流会上，庞玉坤简要介绍了公
司发展情况。双方重点围绕绩效管理模
式、导入流程、取得的成绩以及对绩效管
理的总体评价，进行了深入交流。

办公室 侯玉娇

青岛市政空间开发集团

到公司考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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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代
表公司董事会，向全体市政家人
及家属们，致以诚挚的祝福！向一
直以来关心、支持和帮助公司发展
的各位领导，表示由衷的感谢！

2015 年，是新常态下建筑业
转型发展的起步年。这一年里，
面对经济增速放缓、市场日益萎
缩的严峻形势，我们紧紧围绕年
度目标任务，认清形势寻机遇，
坚定信心破难题，各项工作稳步
发展。在大部分同行业绩大幅下
滑的情况下，我们保持了平稳经
营，继续走在省内同行前列。

一年来，我们积极参与市
场，全年承揽工程合同额 14 . 59
亿元，其中在公路市场上实现重
大突破，承揽工程合同额 3 . 6 亿
元。全年实现工程营业收入
13 . 36 亿元，各个工程公司均实
现年度收入过亿。 1 月 28 日，西
安路祊河桥钢结构塔柱顺利合
龙，现已完成工程量 2.95 亿元；
湖南大岳高速公路主体完工。辰
坤国际及住宅楼项目全部封顶，
机械运输、新型建材、众信商混
等领域取得新发展。“十二五”
期间，公司累计承揽工程合同额
91.49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62.68
亿元，同比增长181% 、 82% 。

一年来，我们在瞄准市场的
同时，不断强练内功，把工作做
实，夯实基础管理水平。目标成
本管理体系更加成熟，全年累计
降本率 3.96% 。加强在建工程进
度款及往年欠款回收工作，全年
回收工程款 9 . 5 亿元。质量安全
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 3 项工程
被评为国家、省市政金杯示范工
程， 6 项工程被评为省级安全文
明工地。继续加强科技创新工
作，通过省市政工法 8 项，内部
评定微创新 200 项。薪酬分配向
一线倾斜，在年终实际测算的基
础上，充分考虑一线的贡献，采
取了把一线单位绩效得分统一上
调 10 分、内部贷款利息统一减半

等措施，提高一线人员的收入。
一年来，我们继续打深打透

绩效管理，按照年初确定的“扎
扎实实做一次，按部就班走一
遍”的路子，将已经固化下来的工
作模式下沉，以项目为主线，推进
日常管理融入其中。目前来看，对
这套工具的运用，越来越习惯，也
越来越熟练。通过这种纵深推进，
更好地检验了我们的管理模式，
让存在的问题更加凸显，引发了
我们对管控模式、组织架构设
置、人才培养、薪酬分配等方面
的重新思考。这些实践经验和做
法，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各级领
导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
更是公司上下齐心协力、共同努
力的结果。在这里，我代表公司
董事会，对各位领导的关心、各

位家属们的理解和全体员工的拼
搏奉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是加快
推进“大美新”临沂建设的关键
五年，也是实现公司事业大发展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开好局、
起好步，2016 年，我们要牢牢把握
住国家、省、市关于城镇化、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海绵城市建设、地
下综合管廊建设等方面的政策和
机遇，同时还要积极应对新常态
下，整个行业进入转型发展期的
挑战。既要看到压力和困难，更
要想方设法去捕捉新的机遇。今
年，我市还将大力实施中心城区
城建计划，在城市快速路、综合
管廊、公共交通系统建设等项目
上，投资力度较大。目前涉及
PPP 投资模式的部分项目已进入

招投标阶段。我们要尽快主动适
应新形势下的新思路、新要求，
打破过去的发展理念，采取有效
措施，加快推进各项工作。

新的一年，要以更加开阔的
眼界和思路，全面提升治企能
力。在新常态下，由“拼市场”走向
“拼管理”，是公司发展的必由之
路。要通过全面梳理公司的管理
体系，明确公司在经营、组织、
管控等方面的基本政策。做好顶
层设计，以宏观管控、微观搞活
为原则，明确三级管理的责权
利。要充分发挥绩效管理和预算
管理这两项工具的作用，进一步
提升管理水平。

新的一年，要主动适应新形
势，抢抓新机遇，做大市场规
模。积极参与PPP 投资项目，争
取在快速路、地下综合管廊等领

域，承揽更多重点工程。在巩固
本地行业龙头地位的基础上，健
全完善外埠市场风险防控，划片
布局，真正走出去，做大市场规
模，壮大综合实力。

新的一年，要强化质量战
略，开展质量主题年活动。发展
首先是质量，要把握好增长与发
展的关系，今后要更侧重有质
量、可持续的发展。通过先进技
术和管理模式，做好项目的质量
管控，提高质量意识，强化质量
责任，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新的一年，要加快人才梯队
建设，依靠人才强企。要不拘一
格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为公司
跨越发展，储备一大批思想素质
好、对企业忠诚、对工作敬业的
中坚力量，保证人才队伍的梯次
结构。通过完善激励政策和机
制，让有作为的员工有地位、有
名誉、高收入，为人才的健康成
长提供更好的平台。

新的一年，要扎实推进党建
和企业文化建设。发挥党委的引
领作用，以党建带动企业文化建
设，凝聚人心，营造健康向上的
文化氛围。把提升文化建设作为
催发动力，激发活力，将先进理
念融入到经营管理，继续倡导阳
光工程、阳光收入、阳光市政，
促进企业健康全面发展。

新的一年，要以新办公场所
搬迁为契机，提升公司品牌形
象。继续高标准做好辰坤国际及
住宅楼的配套建设，改善公司办
公环境和员工居住条件，提高广
大员工的自豪感和荣誉感。

展望 2016 年，机遇和挑战考
验着我们，责任和使命激励着我
们。我们一定会不负众望、不辱
使命，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为
临沂市政基业长青的目标而共同
努力。

春节将至，祝大家新春愉
快、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也预
祝文艺汇演圆满成功！

抢 抓 新 机 遇 谋 划 新 发 展
——— 庞玉坤在公司2015 年度表彰暨文艺汇演上的致辞

舞蹈《红红的日子》

舞蹈《筑路金刚》

音乐RAP 《锅碗瓢盆交响曲》 舞蹈《市政英雄》 情景歌表演《严守纪律歌》

现代舞《市政萌萌哒》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庞玉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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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伴舞《回家的路》

情景表演《亲情电话》

音诗画《合格的战士》

小品《四女拜寿》

歌伴舞《百家姓 中华情》小品《穿越售楼处》

小品《俺就嫁给他》

小品《相亲》
小品《市政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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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公司不断深化内部改革，凝心聚力，扎实工作，多项工作实现新提升。一年来，全体员工发扬“铁军”精

神，团结奋进，共同努力，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表彰先进，营造“比学赶帮

超”氛围，决定授予一公司、路面公司、三公司、七公司“最佳单位”称号，授予朱文杰等 10 名同志“十佳员工”称

号，授予周渤等111 名同志“先进个人”称号。

希望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保持荣誉，再接再厉，不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为公司发展再立

新功。公司全体员工要以先进为榜样，继续发扬“铁军”精神，努力拼搏，开拓创新，赶学帮超，为推动公司各项工作再

攀新高峰作出应有的贡献。

1 . 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企业 公司
2. 山东省工会职工维权法律服务示范单位 公司
3. 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加强安全法治、保障安全生产”
演讲比赛银奖、优秀组织奖 公司

4. 山东省创新型班组 公司
5. 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安康杯”优胜项目部（班组) 一公司
6. 临沂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 公司
7. 临沂市“推行协商民主、强化社会责任”先进单位 公司
8. 临沂市工会工作先进单位 公司

2015 年度最佳单位

2015 年度营业收入最佳单位：一公司
团结一心，拼搏奉献，完成营业收入 2.3 亿元，为公司贡献了
最多的营业收入。

2015 年度效益最佳单位：一公司
不仅能打硬仗，而且苦干实干，向管理要效益，实现了效益最优。

2015 年度成本管理最佳单位：路面公司
狠抓成本控制，大力开展技术创新，向精细化管理要效益，降
本率在公司位列第一。

2015 年度工程质量最佳单位：路面公司
始终把抓质量、创精品放在第一位，在全年月度质量检查排名
中，4 次单月排名第一。

2015 年度安全生产最佳单位：三公司
始终把安全生产当成生命线，在全年月度安全生产检查排名
中，3 次单月排名第一。

2015 年度外出施工最佳单位：七公司
告别亲人，远赴千里之外的湖南深山；抛家舍业，用一流的业绩展
示着临沂市政的铁军风采。大岳高速，筑起的又一座丰碑！

2015 年度受上级部门表彰的集体

9 . 全市工会财务工作先进集体 公司
10. 临沂市工人先锋号 机械公司
11. 临沂市直机关趣味运动会优秀组织奖 公司
12. 临沂市住房与城乡建设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 公司党委
13. 临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先进集体

办公室、经营公司、路面公司、北斗公司
14. 兰山区建筑业科技推广先进单位 众信商砼
15. 山东省优质结构奖 辰坤置业
16. 山东省安全文明优良工地 辰坤置业

2015 年度十佳员工

一公司朱文杰：能打敢拼、素质全面的优秀项目经理。
三公司李辉彬：埋头苦干、严谨踏实的专业技术骨干。
经营公司王磊：资质管理、电子投标领域的急先锋。
路面公司孙权：精益求精，不断创新，在工程结算、成本

管理中做出突出成绩。
六公司李石：面对压力，敢于挑战，不断突破完善项目

管理。
新型建材公司尤菊：恪尽职守，永争一流，严把质量安全

生命线。
工程管理部闫军：业务过硬，刻苦钻研，对事业饱含热情。
一公司谢斌：脚踏实地、勤奋努力的青年员工杰出代表。
二公司王昌科：迎难而上，勇挑重担，带领团队拼搏进取。
北斗公司蔡清清：细致高效，默默耕耘，全力做好后勤保

障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