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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召开 2021 年 1-2 月份月绩效会议

3 月 26 日下午，临沂

市总工会女职工建功立业

表彰大会召开。会议表彰

了 2020 年度女职工先进

集体、先进个人和文明和

谐职工家庭，临沂市政集

团喜获多项表彰。

会上，集团副总经理、

人力资源部部长宿凤娟被

授予“临沂市十佳女职工

建功立业标兵”荣誉称号，

同时被授予“临沂市五一

劳动奖章”，并作为获奖

代表上台领奖。集团信息

中心副主任黄立慧家庭被

授予“临沂市文明和谐职

工家庭”。

“三八”国际妇女节

期间，集团另有多名集体、

个人喜获上级表彰。其

中，集团信息中心被市妇

联授予“临沂市巾帼建功

先进集体”，一公司质量

技术科科长李君燕被授予

“临沂市巾帼建功标兵”；

集团党群工作部被市直机

关妇工委授予“市直三八

红旗集体”，财务部主管

会计田会会被授予“市直

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临沂市政集团多
个集体、个人荣

获女职工建功
立业表彰

3月29日，临沂市“奋

进‘十四五’建功新沂蒙”

争先创优劳动竞赛启动仪

式在临沂奥体中心项目部

举行，集团承建的沂河路

快速化改造工程项目参

赛。集团副总经理、工会

主席沙攀峰与参赛职工方

队40余人参加启动仪式，

一公司副经理李波作为劳

动竞赛参赛职工代表上台

进行表态发言。

沂河路快速化改造工

程是全市重点工程，沂河

路为我市“三环十五射”

骨架路网规划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通过对沂河路实

施快速化改造，将推动城

市快速环线的贯通进程，

对于完善快速路网、促进

组团协调发展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集团参建项

目部分总投资30.71亿元，

是集团承建的规模最大的

市政工程。

启动仪式代表着竞赛

的开始，作为参赛单位，

集团将努力发扬敢打必胜

的市政“铁军”精神，不

断提高施工技术水平和管

理水平，着力建设百年工

程、精品工程，为奋进

“十四五”、建功新沂蒙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

异成绩向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献礼。

临沂市政集团开展植树节志愿服务活动

3 月 2 日，集团召开 2021 年

1-2 月份绩效会议。集团领导班

子、中层干部及各岗位骨干参加

会议。

大会对 2020 年度“最佳单

位”和“十佳员工”进行表彰。

授予一公司“营业收入最佳单

位”、“资金回收单位”，授予

园林公司“成本管理最佳单位”、

“工程质量最佳单位”，授予六

公司“安全生产最佳单位”，授

予七公司“效益最佳单位”；授

予张乐凌等 10 名同志“十佳员

工”称号。

集团董事长庞玉坤在总结

中指出，2020 年，面对新冠疫

情影响，集团上下一条心，营

收突破 50 亿，一线员工人均收

入 16.1 万元，连续五年以上保

持超 20% 的增长。内部管理上，

集团积极推行标准化建设，强内

功，荣获省级文明单位、市长质

量奖等荣誉称号，各项工作的提

升，得益于全体市政家人的共同

努力。他强调，2021 年集团要

持之以恒，抓好安全生产底线；

深入推进标准化，狠抓工程质量，

做好工程质量年各项工作；进一

步加强科学管理，优化施工组织

设计，又好又快的推进各项工程

建设；继续强内功，提升自身各

项能力，确保行稳志远。

3 月 5 日下午，集团组织部分

女职工开展了“三八”国际妇女

节艺术插花活动，借此次活动为

集团全体女职工送上节日的美好

祝福，集团共计 38 名女职工参加

培训体验活动。

活动邀请了专业花艺师现场

授课，花艺老师从鲜花特性、色

彩、作用等方面进行了生动讲解，

介绍了二十余种鲜花的习性和用

法，演示制作了桌摆花蓝，让大

家享受了一堂生动的插花课程。

大家在温馨愉悦的氛围中，凭借

每个人对美的不同理解，把原本

普通的花草，经过修剪、层次搭配、

点缀等步骤，变成了色彩斑斓、

独具匠心的花艺作品，感受从自

己手中绽放的浪漫。活动最后，

女职工们捧着一篮篮缤纷的花艺

作品，热情高涨，每个人的脸上

阳春三月，春意盎然。3 月

12 日，在第 43 个植树节来临之

际，临沂市政集团组织开展义务

植树志愿服务活动，集团下属各

单位分别开展植树护绿活动，共

130 余名志愿者参加了植树节活

动。

活动中，大家热情高涨，

三五人自由组合，分工明确，挖

土、填土、浇水，忙碌而有序，

每道工序都一丝不苟，精心栽下

一棵棵树苗，种下春天的绿色希

望。通过植树活动，不仅让志愿

者们获得美化家园的成就感，更

让环保理念深入人心。大家纷纷

表示今后一定要爱绿护绿，争做

绿色使者，扮美城市家园。

临沂市政集团参
加全市争先创优

劳动竞赛

第 3 期（总第 194 期）           2021 年 3 月 29 日          星期一         临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主办          网址：www.lyszgs.com

文化

2021 年 3 月 29 日

Culture and Life
时 光· 情 感4 第四版

集团举办“三八”国际妇女节艺术插花活动
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纷纷合影

留念。

此次插花活动，不仅丰富了

女职工的文化生活，也陶冶了情

操，深受大家喜欢。大家纷纷表示，

活动浪漫、温馨，很有成效，并

感慨：花艺，让生活变得更为美妙。

撰稿 / 摄影：集团办公室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梦想是每个人前进的动力，从小我就开

始拷问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是做一名伟大的科研学家？是运筹

帷幄的企业家？还是为国争光的运动员？而如今我的梦想就是成为

一名优秀的“筑路人”，把汗水都洒落在筑路的长廊上，用青春灌

注梦想的田野。

记得小时侯学过一篇课文詹天佑，为了发展商业，决定修筑京

张铁路。因争夺修路权，英、俄两国相持不下，而我们则决定自力

修筑，外国人纷纷议论，认为中国无力完成此路修筑工程。詹天佑

则说：“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引以为耻！”

他面对着外国人的讥讽，以大无畏气概，率领全体筑路人员，知难

而进，齐心为国争光。

正是因为这么一个故事，激发了我要励志成为一名有毅力、有

担当的“筑路人”的决心！知之非艰 , 行之惟艰，在这个过程中，

有多少个难眠的日夜，有多少次机械轰隆的声响，多少次挑战困难

时刻，虽然有时感觉工作辛苦乏味，风吹日晒，让我的感到心迷惘，

但看见一条条伸向远方的大道，一座座雄伟的桥梁，心中的感慨总

是久久难以消散，自豪感、成就感由心散发！

筑路，就是铸造我人生的梦想，我始终坚信“有志者，事竟成”

这个简单的道理。

路面公司   张浩

在我看不到的远方，始终有一束微弱的光芒若隐若现，原来那

是内心最深处的追求！

幼时，呀呀学语，纯真梦幻。和小伙伴们追逐着打闹着，迎着

朝晖，伴着树影，我们穿梭在充满温馨的家和洋溢着欢声笑语的校

园之间，初始化我们梦想的起点。梦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就像一张

纯白的纸张，或许是一口甜甜的雪糕，一口酸酸的饮料 ...

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图强。那是青春的起点，是梦想埋下第

一颗种子的阶段，心事开始贮藏，暗自拼命努力，无数个日夜挑灯

夜读只为心中的追求与梦想，终于在高考结束那一刻，挥洒肆意的

汗水，颤抖着擦拭着泪水，对着天空呐喊：我做到了！

而今，日光斑驳，人来人往。我们一路追求着，在梦想的旅途

中尝过酸甜苦辣，走过艰难险阻，支撑我们的是一生的信念，梦与

追求不断激励着我们向前迈进。

终有一天，那束光芒触手可及！

二公司  靳楠楠

铸造人生的梦想

追求的脚步

人类是适宜群居的物种。一

群人在一起相互影响一起生活，

慢慢会形成这个群体的独特形态

和文化概念。如果没有外界因素

的干扰，这个群体可能会一直相

安无事的生存下去。古往今来，

都是一定的外部条件，打破原有

的墨守成规，才形成了新世界新

格局。

在我们的平时生活也是如此，

我们习惯了朝九晚五的生活，适

应了现在的节奏和状态。很难做

出改变，除非加入到一个新的环

境和群体，一切从头开始适应，

改变行为方式和习惯。

如今是一个信息发达的社会，

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身的努力获

得成功，这就需要我们改变自己，

接受新的信息和物质，及时获得

主动权。我们应利用发达的网络

社会和信息资源，去提取可以使

你利用的信息，然后不动学习和

适应。改变原有的一成不变，固

步自封的生活状态。然后多了解

外面的社会，敢于放弃已有的舒

适生活，设立一个目标，不断去

追赶。实现人生最大的梦想，成

为自己工作行业的佼佼者。如果

我们不断学习和改进，自己成功

的条件越来越多，自己也变得更

优秀，在我们晚年迟暮的时候，

使自己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不

因浪费时光而悔恨。

在我们改变的时候，首先一

定要了解自己适合干什么，然后

选择渠道成长自己，使自己拥有

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使自己在某

一方面能够独挡一面，成为一个

不依靠他人的强者。

上天给了我们的条件你选择

了就是你的，你没有选择就会离

你而去。我们要在努力中享受生

活，相信风雨过后是彩虹，梅花

香自苦寒来，越努力越会强大和

成功。成功就是有了一个属于自

己的形态，可以影响他人的生活

状态，并且有了一定的社会资源，

可以去做更多有意义的行为。

建材公司   解鹏

改变自己

从最开始选择投身路桥建设，到

如今，愈发觉得既然选择了，那

么就应该接受从事这份工作所带

来的幸福与痛苦。在工作中只有

踏踏实实地干，用心去干，有责

任感，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很幸运能在工作的路途中，遇见

那样一群好的路桥人。当我们在

一起进行工作时，就组成了一个

团队。而自己不再是一个人在工

作，而是一个团队在齐心协力同

心同德忘我地工作。同时只有与

志同道合者合作，才能事半功倍。

有人说选择了成为一名路桥人，

就是选择了一种另类的孤独。作

为路桥人，与其相伴更多的是施

工机械，而非家人、朋友。但其

实在路桥人自己的眼中，工作不

仅是为了一份薪水，更为了成长

和快乐。大家并不是仅仅在为了

薪水而工作，还是在为当初的梦

想而工作，为自己的前途而工作。

永远奔跑在成为更好市政人的路上
因此在每个下定决心成为路桥人

的心中，能为自己心爱的工作贡

献出全部力量、全部精力、全部

知识，并在工作的过程不断磨练、

提升自己的价值，从而让自己成

为更好的路桥人才是这份工作的

意义所在。每一位路桥人都不停

地奔跑在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路上。

六公司   刘志涛



议书，提倡大家养成节水意识，

形成良好用水习惯。同时以“世

界水日”这个活动平台向大家宣

传我国的水资源状况，讲解节水

彰显巾帼之美、奉献巾帼之力，

让广大女职工学有榜样、干有

标尺，集团工会在“三八”节

前夕组织开展了巾帼建功标兵、

巾帼建功标兵岗、文明和谐职

工家庭评选活动，对涌现出的

先进典型进行表彰。

小常识，提高干部职工、市民群

众“节水、爱水、护水”的意识，

真正做到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共建美好生态家园。

受表彰的先进都在各条战

线、各个岗位争先创优，展现

着当代女性自信、自立、自强

的风采，是当之无愧的巾帼楷

模，为集团事业发展贡献了不

可替代的“她”力量。

龙河、陷泥河等河流河道捡拾垃

圾，到工地、社区、居民区、商

铺等开展节水护水宣传，悬挂节

水宣传横幅，为市民发放节水倡

近年来，在集团党委的正

确领导下，集团涌现出一大批

开拓创新、拼搏奋进、敬业奉

献的优秀女性和先进集体，在

推动集团事业发展中发挥了“半

边天”作用。

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

用水习惯，临沂市政集团组织开

展“节水护水”志愿服务宣传系

列活动。

连日来，志愿者们先后到青

授予董立萍等 10 名同志“临沂

市政巾帼建功标兵”称号，授

予经营公司内务部等 5 个科室

班组“临沂市政巾帼建功标兵

岗”称号，授予许守磊等 9 个

家庭“临沂市政文明和谐职工

家庭”称号。

创
造
精
品 

 
服
务
社
会

3 月 6 日，首根桩基的成

功灌注是本工程的突破性进

展，为工程顺利施工开了个好

头，也标志着桥梁主体工程建

设正式拉开帷幕。本次灌注的

176-2 号桩基，桩径 1.5 米，

桩长 25 米，采用旋挖钻钻孔工

艺，历时 38 小时成孔，共浇筑 

60 余立方混凝土。为确保首根

桩基顺利浇筑，临沂市政集团

沂河高架路项目部严格按照技

术规范要求施工，浇筑前对施

工人员进行细致的技术交底和

安全交底，对进场机械设备全

面进行性能检测和隐患排查。

对桩基清孔后的各项泥浆指标

进行检测分析，做好混凝土浇

筑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在浇筑

过程中，技术人员严格控制导

管埋深、混凝土塌落度等技术

参数，确保桩基质量达到规范

要求。

沂河路快速化改造工程（京

沪高速 - 清河西路）二标段工

程项目位于山东省临沂市罗庄

区、高新区，自科技大道东侧

至琅琊王路东侧，长度 3.53 公

里。主线高架以装配式施工为

主，采用预制预应力混凝土小

箱梁，预制盖梁和预制墩柱，

承台采用 C30 商品混凝土现浇

施工，桩基采用钻孔灌注桩。

跨路口段则采用现浇施工，上

部结构采用预应力混凝土现浇

连续箱梁，下部结构采用现浇

承台、桥墩及桥台，基础采用

沂河高架路 ( 京沪高速 - 清河西路 ) 二标段
首根桩基浇筑顺利完成

钻孔灌注桩基础。

施工现场负责人表示，此

次桩基混凝土成功浇筑提升了

士气，增强了干好项目的信心！

在后续工作中，项目部将齐心

协力，合理配置资源，确保主

线高架、地面辅路等工程全面

地顺利开展。

武汉路祊河桥工程 5# 主塔顺利封顶

武汉路祊河桥工程 6# 主塔上横梁浇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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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混凝土浇筑完成意味

着武汉路祊河桥工程 5 号主塔

顺利封顶，也标志着武汉路祊

河桥工程主塔结构施工全部完

成。至此，武汉路祊河桥“两

个凯旋门”全部浇筑完成！

武 汉 路 祊 河 大 桥 主 桥 采

用 双 塔 预 应 力 混 凝 土 梁 自

锚 式 悬 索 桥， 桥 跨 布 置 为

55+110+55=220m。

主塔采用结构形式为带横

梁的框架式钢筋混凝土塔，主

塔横桥向宽处 35m；顺桥向塔

柱宽度为 4-5m。

武汉路祊河桥工程南起双

岭高架地面辅道，沿现状工业

大道至滨河路，新建祊河大桥，

至北岸北城新区，利用现状武

汉路改造，终于北京路交叉口，

路线全长约 3.0 公里。计划于

2021 年 7 月通车。

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支撑临

沂市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促

进区域经济发展及内部交流，

完善区域路网，缓解城市交通

拥堵，打造城市高品质景观。

3 月 22 日是“世界水日”，

3月22日至28日是“中国水周”，

为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珍惜

水资源的意识，养成良好的节水、

“三八”国际妇女节期间，

为表扬在各条战线上做出贡献

的女职工集体和个人，临沂市

政集团评选表彰巾帼建功标兵、

巾帼建功标兵岗、文明和谐职

工家庭。

经过层层推荐评选，最终

临沂市政集团开展
“世界水日 中国水周”志愿服务宣传活动

市政巾帼彰显“她”力量
临沂市政集团评选表彰巾帼建功先进、文明和谐家庭

此次混凝土浇筑完成标志着

武汉路祊河桥工程施工转入缆索

体系施工，生产进度取得阶段性

胜利，更有力地推进项目施工节

点工期的顺利完成。上横梁与主

塔一起浇筑，浇筑高度 7.75 米，

最高处距离地面 52.5 米。结构复

杂，横梁与主塔钢筋钢筋交叉密

布，更加大了施工难度。上横梁

分上下两层箱室，为保证混凝土

浇筑质量，配备管理人员及施工

人员 80 余人，浇筑时在塔身及上

横梁预先放置 60 余条振捣棒，随

分层浇筑混凝土厚度振捣上提，

下层箱室施工时，施工及管理人

员通过预留人孔进入箱式内进行

振捣控制，为确保关键部位坚决

不出问题。

武汉路祊河桥施工一直是压

茬进行，为保证施工工序衔接顺

畅、工期不造成浪费目前悬索体

系施工人员均已就位，猫道、反

力架等配套工程均已有序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