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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强 大
职 工 幸 福

金秋璀璨袁 硕果丰
登袁公司市场营销持续发
力尧高歌猛进袁近期成功
中标多个项目遥
昌平区医疗综合楼

工程等 10 项袁工程位于
昌平区史各庄街道袁东
至医科路尧 南至科学园
路尧西至北大六院尧北至
玉河南路 袁 建筑面积
97406平方米袁中标造价
约 5.5 亿元袁 计划 2022
年 5月竣工遥

东城区宝华里危改
小区 3 号地回迁住宅项
目袁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永
定门外大街宝华里袁建筑
面积 62685平方米袁中标
造价约 3亿元袁计划 2021
年 10月竣工遥

延庆区 2019 -2020
年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
目袁建设方北京庆隆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袁建筑面积

约 26万平方米袁 中标造
价约 1.6亿元袁计划 2021
年 2月竣工遥

延庆区康庄镇一二
三街棚户改造项目渊四标
段冤袁 建设方为北京城建

兴华康庆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袁 建筑面积 78894
平方米袁 中标造价约 4.6

亿元遥
大兴区临空经济区

线性工程安置房及配套

设施项目渊五标段冤袁位于
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袁建
设方为北京新航城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袁建筑面积
148192平方米袁中标造价
约 6亿元遥
昌平区 2019年老旧

小区综合整治工程-城
北街道渊东关二条尧西关
城角西路 11 号院 2 号
楼尧环保局宿舍尧西环里尧
南环里小区冤项目袁建筑
面积约 24312平方米袁中
标造价约 6300 万元袁计
划 2021年 8月竣工遥
近年来袁公司持续落

实野大项目尧大区域尧大客
户冶的营销理念袁全力以
赴抓好市场营销工作袁不
断完善公司市场营销体
系和营销队伍建设袁深耕
大区域市场袁深化与大客
户的合作袁努力开创了公
司发展史上的新纪元遥

【高歌猛进】公司市场营销持续发力，先后成功中标多个项目

公司组织党员干部参观《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主题展览》

11月 25日袁 公司组
织党员干部集体前往中
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袁参观野铭记伟大胜利
捍卫和平正义要要要纪念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 70周年主题
展览冶遥
展览现场袁公司党员

干部们在讲解员的引导
下袁认真参观展览每一个
部分袁展厅共分为野中国
人民志愿军思想政治工
作冶尧野后勤保障工作冶尧
野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冶尧
野最可爱的人冶尧野不忘初
心尧牢记使命尧永远奋斗冶
5个专题袁以及序厅尧野正
义担当 决策出兵冶尧野运
动歼敌 稳定战线冶尧野以
打促谈 越战越强冶尧野实
现停战 胜利归国冶尧野抗
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伟大
意义和历史贡献冶尧 结束
语 7个部分袁全方位展现
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
鲜战场上浴血奋战并最
终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

利的伟大历程遥 1950年 6
月 25日袁 美国悍然进行
武装干涉袁发动对朝鲜的
全面战争袁 越过三八线尧
直逼中朝鸭绿江边境袁轰

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袁并
出动海军入侵台湾海峡遥
唇亡齿寒袁 危难关头袁中
共中央毅然决然作出野抗
美援朝尧保家卫国冶决策袁

组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入朝参战遥在中美两国国
力相差巨大尧交战双方力
量极其悬殊条件下袁中国
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

奋勇抗敌袁先后共进行了
5次大战役袁构建起了铜
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阵
地袁 并实施多次进攻战
役袁粉碎野绞杀战冶尧抵御

野细菌战冶尧 血战上甘岭袁
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
了三八线附近袁迫使侵略
者于 1953 年 7 月 27 日
在停战协定上签字遥

公司党员干部们被
丰富的历史文物尧 照片尧
视频深深吸引和感染袁通
过此次参观袁大家深刻感
受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英雄事迹袁加深了对抗美
援朝战争和伟大抗美援
朝精神的理解遥 结合当
下袁大家一致表示袁要深
刻认识当今国际国内形
势发展变化带来的机遇
与挑战袁 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袁 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袁增强野四个意识冶尧坚
定野四个自信冶尧做到野两
个维护冶袁忠诚履职尧奋勇
前行袁大力弘扬伟大的抗
美援朝精神袁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懈奋斗遥

昌平区医疗综合楼工程等 10项 东城区宝华里危改小区 3号地回迁住宅项目

延庆区 2019-2020年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 延庆区康庄镇一二三街棚户改造项目渊四标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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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19日袁 随着近期公
司业务的稳步提升袁 公司财务系统召
开全体系统会议遥会上袁对于即将到来
的野双节冶袁财务系统有针对性的布置
了相关工作袁 并对近期财务工作作出
总结及归纳尧自查与自省遥

此次会议主要包含以下内容院一
是关于公司上线试运行的野i城建冶系
统的使用情况的梳理袁 对每一步的
操作流程与方法进行讲解并优化相
应步骤袁 有效提高财务整体工作效
率曰二是针对野双节冶的财务工作布
置袁须各分公司尧项目财务人员认真
整理有关财务数据袁与各分公司尧项
目经理及相关其他部门人员沟通并
完善春节前资金计划袁 确保资金的
有效回收及合理支出袁保障野双节冶
平稳度过曰 三是结合近期的巡视巡
察情况袁 同时为贯彻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及中央八项规定袁 系统人员再
次认真学习了相关文件与规章制度袁
明确各项业务支出与报销的规范与红
线袁严把费用支出袁确保财务工作的严
谨性与规范性遥

总会计师蔡宗桂结合公司发展形
势及与会事项袁 对于财务工作作出明
示院一尧从公司整体看袁随着大环境的
稳定与业务的增长袁 公司各项指标均
顺利完成袁 其中财务系统工作的成果
与公司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袁 财务系统
人员要学会知足共进袁提升团队协作尧
团队荣誉及团队自豪感曰二尧准确解读
野三降一减一提升冶的任务目标袁强调

应收及应付的重要性袁强化收款力度袁
资金的及时回收是公司自身发展与稳
定的重要保障袁 应付账款的合理性和
时效性袁是对下游劳务人员尧物资与分
包人员的责任落实袁同时也是公司对保
障国家繁荣稳定发展做出的贡献曰三尧春
节前资金计划是每年野双节冶前财务人员
的重要任务之一袁 不仅包含了应收应付
的合理规划袁 更可以促进项目各部门间
的共同协作袁同时可以有效利用公司的
资金优势促进工程的良性结算遥最后袁
要求财务人员对于每次会议内容的学
习要严谨认真袁掌握方式方法袁找到窍
门袁明辨是非遥
会后袁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王定

再次强调了财务基础工作的重要性
与严谨性袁 要求财务人员须对相关
财务文件与细则清晰明了并严格遵
守袁 对于资金的收支要作出有效合
理的规划袁 对工作内容的安排应以
重要性与紧急性作出分类排序袁合
理利用信息化系统提升工作效率遥
最后袁全体参会人员表示袁一定认真

学习会议内容袁掌握会议要点袁贯彻落实
会议精神袁切实执行会议要求遥 渊尹清冤

公司安全管理部组织召开“施工现场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大清理”专题汇报交流会

管理

财务系统召开“双节”工作动员会

公司召开直管工程结算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为继续推进公司结算工

作袁提高工程结算质量袁继本月 18日召
开自施工程结算工作专题会后袁公司经
营管理部于 11月 27日再次组织召开
直管工程结算工作推进会遥公司副经理
丁学良尧副总经济师尧经营管理部部长
张志强尧物资设备部部长刘洪伟尧经营
管理部相关业务人员尧 金融街项目部尧
西长安街项目部尧 中科院过程所项目
部尧新郑碧桂园项目部尧科技大学项目
部尧商业综合楼项目部及工程总承包二
部主要负责人参加了本次会议遥

会上袁各已竣未结直管项目从结算
进展尧存在问题尧措施计划与时间等方
面袁就项目对内尧对外结算情况进行汇
报遥 汇报过程中袁公司领导就关注焦点
问题同项目与会人员进行问询尧 交流袁
对结算工作存在困难的项目袁要求机关
相关部门成立专班袁制定专案袁协助项

目梳理合同情况袁制定有针对性的结算
计划袁实现结算工作的实质突破遥

物资设备部部长刘洪伟对直管项目
的物资采购结算工作做重点提示袁 要求
各项目避免大额长期欠付情况袁 按时履
约袁避免因结算不及时造成各类纠纷遥

公司副总经济师尧经营管理部部长
张志强针对公司直管项目特点提出了
六点要求袁一是重视结算工作袁加强盈
利意识曰二是明确结算原则袁逾期未完

成结算尧结算金额超合同金额超过一定
比例的均会对直管项目收益造成直接
影响曰三是对结算工作问题清单进行梳
理袁按时间节点严格推进袁责任到人曰四
是要求到会直管项目上报结算计划袁实
行项目结算进展周报制度曰五是重视劳
务结算袁规避春节前可能存在的劳务纠
纷风险袁六是与甲方结算金额基本确定
的袁 要与公司经营管理部进行对接袁同
总结算进行综合考量遥

最后袁 公司副经理丁学良发表讲
话袁再次重申了在自施工程结算工作专
题会上提出的野一个原则尧三个落实尧三
个结合冶的要求袁丁学良指出结算工作
是经营工作的重中之重袁这一要求不仅
适用于自施项目袁 对直管项目同样适
用袁并结合年末资金支付工作重点补充
了第四个结合袁即结算工作与年底收付
款及维稳工作相结合袁要求各单位上报
年底资金计划同时上报结算计划袁做到
先结算再付款袁 抓住年末黄金时段袁大
力推动结算进程遥

连续召开自施工程结算工作专题
会及直管工程结算工作推进会袁 充分
体现了公司对项目结算工作的高度重
视遥 通过会议增进了公司与项目的上
下联动袁主动作为袁为持续提高公司经
营管理水平袁全力尧有序推进结算工作
做保障遥 渊经营管理部冤

本报讯 为有效推进工程结算工作袁11
月 18日上午公司经营管理部组织召开了
公司工程结算工作专题会遥 公司副经理丁
学良尧副总经济师张志强尧经营管理部相关
业务人员尧怀柔安置房项目经理部尧中科院
光电院项目经理部等 10个自施项目的项
目经理尧经营副经理参加了本次会议遥

会议上袁各项目经理部负责人从对内尧
对外结算两部分袁依次从结算进展尧存在问
题尧措施计划与时间等方面袁就项目结算推
进情况进行了汇报遥 公司领导就关注焦点
问题同项目与会人员进行重点问询尧 交流
讨论袁 并对各项目提出的结算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袁提供有效建议和具体安排遥

项目汇报完毕袁 公司副总经济师尧经
营管理部部长张志强对公司已竣未结项
目的结算工作提出了六点要求院一是要明
确结算原则袁确保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控
制结算时间袁尽快完成项目结算曰二是制
订结算计划袁全面梳理结算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袁明确责任主体袁责任到人曰三是严格
按照结算计划推进结算工作曰四是要求到
会项目每周就结算工作进展向公司经营
管理部进行汇报曰五是对内结算中与甲方
无关的要抓紧进行袁 特别是劳务分包结
算袁 要避免因结算不及时造成劳务纠纷曰
六是施工过程中要做好过程签认袁做好施
工过程管理袁为结算工作扫清障碍遥

公司副经理丁学良对本次会议进行总
结讲话袁要求大家高度重视并认真做好已竣
未结工程结算工作袁并结合集团工程结算工
作专题会要求袁 就公司工程结算工作提出
野一个原则尧三个落实尧三个结合冶的要求遥

野一个原则冶 是指认真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党
委书记尧董事长陈代华提出的野四清晰一分
明冶渊即责任清晰尧目标清晰尧过程清晰尧结
果清晰袁奖罚分明冤这一项目经营管理工
作的基本原则曰野三个落实冶为要求大家落
实工程结算责任制尧落实工程结算问题清
单尧落实工程结算周报尧月报制度遥重申项
目经理是项目结算第一责任人尧项目经营
副经理是主要责任人曰野三个结合冶指项目
内部结算与外部结算相结合尧结算原则性
与灵活性相结合尧过程管理与经营结果相
结合遥重点强调了过程资料尧过程计量尧过程
认价及过程沟通的重要性遥针对重点项目的
结算要制订具体工作方案袁成立专班袁重点
突破遥最后袁丁学良强调袁工程结算工作是公
司经营生产的关键环节袁事关每个人的切身
利益袁大家要切实提高认识袁树立野大经营冶
理念袁提高全员经营意识袁群策群力袁共同推
进工程结算工作遥

通过本次会议袁 加强了公司与项目间尧
项目与项目间的联系与互动袁提高了各项目
对结算工作的认识袁进一步了解了项目结算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袁 同时统一思想袁
明确思路袁为接下来有效推进已竣未结工程
结算工作一定会起到积极作用遥 渊余岩冤

公司召开工程结算工作专题会

本报讯 适逢 2020 年度全国
野119消防宣传月冶袁为推动全员关注
消防尧学习消防尧参与消防袁进一步
提升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素质袁11 月
16日下午袁 安全管理部在公司三楼
会议室召开了 野施工现场消防安全
大排查尧大整治尧大清理冶专题汇报
交流会遥

公司副经理高浩尧 经理助理吴
海艳尧安全总监耿书旺尧相关部门负
责人尧分公司尧基层各单位项目经理

参加了会议袁 会议由安全管理部部
长杨洲国主持遥

会上袁 基层各项目经理踊跃发
言袁其中翟春升尧周棣尧张家新尧李霄
阳 尧 王宝玉五名项目经理分别以
PPT 形式进行汇报交流袁 他们以各
自项目施工现场消防安全风险辨识
情况尧消防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尧消防
安全隐患自查及整改情况等内容进
行深入细致的介绍袁 并为大家分享
了自己项目的消防安全管理先进经

验遥 交流过程中袁吴海艳尧杨洲国等
分别对汇报 PPT进行了点评遥
副经理高浩对汇报交流会的形

式和意义表示了肯定袁 并指出施工
现场消防安全工作须常抓不懈袁发
现问题即整改袁不容些许闪失袁要求
各项目部通过 野119消防宣传月冶系
列活动切实加强消防安全意识 袁提
高全员消防安全素质袁 做到人人把
好防火关袁有备无患保平安袁确保施
工现场消防安全遥 渊安全管理部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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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一场雪已经到来袁 骤降的
气温让人感受到了冬天的寒冷袁 但工程
总承包部员工的心里是温暖和喜悦的袁
因为 11月份以来袁工程总承包部已接连
收到多个项目捷报袁 他们在这特殊的一
年里砥砺前行尧终获硕果遥

2020年 11月 3日 E13地块十二年
一贯制学校新建项目各参建方对城建八
公司所施工的 4 标段进行了竣工预验
收遥验收组分别对工程实体的施工质量尧
观感尧 内业资料等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
查遥 总结会上检查组高度肯定了工程现
场施工质量袁一致认为袁工程外观符合设
计要求尧质量过硬袁较好的完成了项目建
设内容袁 同意项目通过竣工预验收遥 目
前袁 项目正在进行竣工总验收前的准备
工作袁 对专家提出的工程实体一些细节
问题进行修整袁 并在办理解除安全监督
后袁时刻保持消防保卫意识袁站好竣工验
收前的最后一班岗遥

11月 12日上午袁随着最后一车混凝
土浇筑完成袁 北京市延庆区第九幼儿园

主体结构工程圆满完工袁建设单位尧监理
单位尧 施工单位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
刻遥延庆区第九幼儿园是新建工程袁总建
筑面积 4047平方米袁地下一层尧地上三
层袁建筑檐口高 11.39米遥 看起来工程体
量虽小袁但所含专业及工序齐全袁施工现
场场地狭小袁无法大刀阔斧向前迈进袁各
个施工环节都要精细琢磨袁 实际施工难
度较大遥本工程又是延庆区重点工程袁区
建委和教委都非常关注袁 经常莅临现场
检查尧 指导袁 来自外部的无形压力也很
大遥 从 2020年 7月 28日开始土方开挖袁
到 2020 年 11月 12日结构封顶袁 在这
107个日夜里袁项目管理人员克服困难袁

脚踏实地尧精心管理袁公司领导高度重视
并大力支持袁 最终在确保工期与质量的
情况下提前顺利完成主体结构施工遥 辛
勤的付出也收获了回报袁 该项目得到了
延庆区教委的高度评价袁 被列为所管项
目中的试点标杆项目遥

继 E13学校项目和延庆九幼项目传
来捷报后袁 北京华文学院阜外校区学生
公寓楼修缮项目也传来喜讯袁11月 23日
上午袁华文学院项目顺利通过竣工交验袁
参与验收的各方对北京城建八公司的施
工质量赞誉有加袁 这是对夜以继日辛勤
工作的项目管理人员最好的肯定遥 后续
项目部将以维修保驾作为工作重点袁继

续服务好业主遥
总承包部班子高度重视年底前的各

项施工任务完成和保证无事故工作袁加大
了对施工现场检查频次和处罚力度袁加强
完善经营尧财务管理等工作袁保证可控状
态遥 北京大学文史楼项目尧国网物资中心
库及物资检测中心项目已接近尾声袁将按
计划进行竣工验收遥 在今年有 12项竣工
计划中已率先完成 4项袁其他项目也正在
紧锣密鼓的有序施工袁2020年产值目标通
过总承包上下的共同努力可保量达成遥

万里赴戎机袁关山度若飞遥成果是前
进的动力袁 工程总承包部全员将在公司
领导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袁在
2020年最后三十天里袁 以饱满的工作热
情尧良好的精神状态稳步前行袁落实冬期
施工各项措施袁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尧筑牢
安全意识防线袁 积极扎实做好年前工程
结算尧工程款收支付尧农民工维稳工作袁
最终以丰厚的成果为 2020年划上一个
圆满的句号遥 渊刘云非/文尧徐向阳尧程晓
才尧封林虎/图冤

本报讯 11月 21日袁公司龙兴小区
公租房项目瑞雪飘飞的施工现场礼花
冲宵袁 随着 3#楼最后一车砼的浇筑结
束袁标志着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浴 张
家口市下花园区委领导尧 建设单位领
导尧监理公司负责人尧项目部成员等参
加了主体结构封顶仪式袁共同见证了这
一时刻遥
据了解袁龙兴小区公租房项目位于

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龙兴路北侧袁
占地面积 27353.78平方米渊41亩冤工程
建设 7栋主体袁其中 6住宅楼 1栋综合
楼袁建成后拥有公租房 768套及配套地
下车库尧等附属设施遥 由于项目主楼基
础标高成阶梯状分布袁且施工现场场地
局限袁此外工期紧等情况造成施工难度

十分大遥 项目于 2019年 9月开始动土
开挖建设袁伴随土方单位及桩基础单位
紧密配合下于当年底完成了 3栋主楼
基础桩施工遥 2020年春节后的开工前
期袁全国爆发新冠病毒疫情袁对组织施
工以及保证工期要求更是难上加难尧雪

上加霜遥疫情防控期间项目部领导班子
带领项目全员众志成城袁为了准时完成
本项目袁 项目全体员工克服疫情困难袁
昼夜兼程袁 奋勇拼搏袁 按时于 11月 21
日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袁 至此阶段袁标
志着结构施工任务胜利完成袁为下一阶

段施工打造了坚实基础袁 更为工程的按
时竣工提供了良好保障遥项目开工以来袁
得到了行管部门和建设方各级领导的大
力支持袁为使工程在一个保安全尧重质量
的和谐环境中顺利完成遥 公司领导多次
亲临现场检查指导工作袁 全力保证项目
部各项投入的正常进行袁 项目部领导班
子团结一心在疫情环境的不利影响下袁
攻坚克难袁 同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的鼎
力配合袁胜利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任务遥

封顶仪式结束后各级领导参观了
施工现场袁建设单位领导表示袁希望龙
兴小区项目部继续发扬城建野铁军冶精
神袁攻坚克难袁保质保量袁再接再厉努
力干好下一阶段工作袁争取取得更好的
成绩浴 渊张定强尧黄斌宇冤

专刊

职工创新工作室接受集团验收

公司龙兴小区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瑞雪兆丰年】 工程总承包部多个项目传来捷报

本报讯 11 月 12日袁 集团公司工会副主席李晓
巍袁集团技术部副部长罗华丽一行袁在公司总工程师
刘卫东尧工会主席涂春立尧副主席吴海涛等相关人员
的陪同下袁对公司申报集团的职工创新工作室创建情
况进行了验收遥公司领导首先对检查验收工作组一行
的到来表示欢迎袁随后公司技术中心主任张志伟对职
工创新工作室创建及总体情况进行了汇报遥

检查中袁集团验收组对公司工会依托技术中心作
为职工创新工作平台给予了充分肯定袁对公司职工创
新工作室创新成果及成果运用等方面给予了高度认
可袁并对今后职工创新工作室工作开展给予了合理化

建议遥
据悉袁职工创新工作室认定工作是进一步贯彻落

实叶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曳文件精神袁提
升职工的创新文化意识和创新水平袁加强企业创新能
力建设与管理袁 充分发挥技术人员和技能人才优势袁
解决生产经营管理技术难题的重要举措遥 今年以来袁
公司工会以企业技术中心为依托袁成立了野职工创新
工作室冶遥 工作室成立以来袁严格按照集团叶职工创新
工作室管理办法曳开展活动袁此次创新工作室的顺利
验收袁将为公司在技术创新尧管理创新尧人才培养等方
面做出积极贡献遥 渊工会尧技术中心冤

E13学校项目-外立面效果 E13学校项目-大门效果 E13学校项目-室内效果 E13学校项目-楼梯效果

E13学校项目-室内效果 E13学校项目-室内走廊效果 延庆第九幼儿园项目-最后一车混凝土 华文学院项目-外立面完成效果

华文学院项目-地下车库验收 华文学院项目-楼内完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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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中建公司等 14家咨询企业到访
公司临河棚改项目参观交流

十月 让我们挽起古铜色的臂膀袁
挽起金色的阳光遥
敞开黄河的胸怀袁长江的臂膀袁
万里长城由衷地欢畅袁
祖国走进了新时代袁
走进了繁荣富强遥
天安门广场上巍峨的华表袁
记载了共和国 71年的历史沧桑袁
历史的耳畔袁
铭记着 71年前的礼炮轰响曰
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这里冉冉升起袁
那鲜红胜利的旗帜啊浴
在祖国大地迎风飘扬浴
亿万华夏儿女昂起了勇敢的头颅袁
挺起了坚强的胸膛袁
向着旭日升起的东方曰
历史铭刻如歌的岁月袁
涂染了金秋十月的阳光袁
100年的苦难磨砺袁
100年的屈辱彷徨袁
作茧自缚终破茧成蝶袁
历尽万难涅槃重生袁
一声嘹亮慷慨激昂的呐喊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浴
从此摆脱了饥寒与压迫袁
筑起了一座共和国的丰碑袁
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遥
十月 让我们挽起古铜色的臂膀袁
挽起金色的阳光遥
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袁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袁
基座四周的浮雕袁

镌刻着从虎门销烟到胜利渡过长
江的英勇历史袁

183位英雄形象袁
用中华民族的血泪铸就袁
代表了百年来为之奋斗的英灵上苍袁
用他们的先躯袁
抒写了新中国灿烂的篇章曰
我们歌颂共和国的历史袁
71年缤纷四季袁
在河之洲袁水之湄袁海之滨袁山之

阳袁泛起了层层涟漪袁响起阵阵回响袁
亿万炎黄子孙的心中凝结一个

主题院
祖国万岁浴
我们以叶关雎曳的歌喉袁叶橘香曳的音韵袁
以古风与乐府袁律诗与散曲袁
以京剧与秦腔袁
用梆子与鼓词唱响您历史恢宏的

沧桑与辉煌袁
唱响您不屈的尊严与神圣遥
十月 让我们挽起古铜色的臂膀袁
挽起金色的阳光遥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袁
奏响改革开放的乐章曰
亲吻田野的稻谷啊袁
四处充满腾腾的米香遥
野过年穿新衣冶 的期盼是那时我们

共同的愿望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号角袁
憧憬强国富民尧民族复兴的百年

梦想袁
历史的转折袁民族的希望袁小康社

会指明了方向遥
任风云变幻袁世间巨变无常袁
向着民族振兴的道路进发浴
开启美好幸福的导航曰
洪水尧雪灾尧地震都无法阻挡袁
手挽手尧心连心团结奋进是我们最

大的愿望袁
美丽的青山绿水原改革开放遥
71个春秋袁锦绣大地神采飞扬曰
71个春秋袁江山如画尧诗意酣畅曰
71个春秋袁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袁
放歌农村的喜悦与欢唱曰
71个春秋袁鸟巢挺起钢铁的脊梁袁
冰丝带女神袁
向远方眺望曰
71个春秋袁神舟实现太空翱翔袁
宇宇苍穹任我往曰
71个春秋袁一座座天堑变通途袁
雄伟的三峡大坝袁锁住万里长江曰
71个春秋袁人民的军队威武雄壮袁
捍卫祖国的江山铁臂铜墙浴
71个春秋袁改革的春风抚育小康袁
实现了脱贫致富的梦想曰
在这神圣的土地上袁
中华民族勃发出震惊世界的力量遥
十月 让我们挽起古铜色的臂膀袁
挽起金色的阳光遥
编制花坛锦绣袁建造华灯明亮袁
在这金黄的季节里袁
黄金般的晨曦袁
把五星红旗飘扬国歌唱响!
唱响千百年的呐喊!

民族复兴的激情乐章!
黄河猛袁长江长袁泰山雄袁昆仑莽袁
万里山河浩浩荡荡袁
队队铁军袁排排钢枪袁列列导弹袁耀

眼四方袁
走过千山万水雪域茫茫袁
走过共和国 71年的无比辉煌浴
5000年的蕴涵和积淀袁
71年的扬弃和改变袁
华夏民族文明灿烂的文化袁汇入历

史的长河袁
永远在我胸中激荡遥
在这精彩神奇的土地上袁
构建和谐社会的蓝图袁
迸发人类与自然共存的荣光浴
朋友袁来吧浴
让我们满怀豪情展望未来袁
执着的坚信 2035年的畅想遥
十月 让我们挽起古铜色的臂膀袁
挽起金色的阳光遥
21世纪的今天袁
沁人的神洲感染着我们袁
历史的机遇呼唤着我们袁
让我们开启智慧的大门袁
去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袁
展望伟大科学社会的春天和荣光遥
十月 让我们挽起古铜色的臂膀袁
挽起金色的阳光遥
我们是历史的主宰袁
我们是东方大地不灭的华夏之光袁
继承先辈的遗志袁
坚定信念要将世界点亮遥

本报讯 11月 19日下午袁沈阳中建东北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等 14家咨询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到访公司临河项
目部袁 对项目部的 BIM+智慧工地的应用等进行参观交
流遥 临河项目部管理人员对项目 BIM+智慧工地系统应
用情况和 BIM应用实施策划尧BIM工程应用尧BIM装配

式创新应用尧BIM工程示范应用尧BIM+智慧工地应用情
况五大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遥

通过项目整体应用情况的介绍袁 展示了项目 BIM+
智慧工地的应用广和应用深的特点袁同时展现了公司临
河项目在项目管理数字化上的成果和效益袁展现了项目
管理业务与软件结合在项目上的亮点遥

辽宁地区优秀咨询企业领导一行人认真听取了项
目的整体应用情况汇报袁 并对于项目在 BIM+智慧工地
建设上的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赞赏和肯定遥 会后袁咨询企
业的领导表示袁通过本次的观摩学习袁更加直观的认识
到 BIM+智慧工地在今后工程领域的重要性袁 数字化的
发展模式将成为未来工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遥 同时袁感
谢八公司临河项目部管理人员对于 BIM+实际应用情况
的专业解答遥 交流会完毕袁辽宁地区优秀咨询企业领导
在公司临河项目部合影留念遥 渊周航冤

专刊

让我们挽起古铜色的臂膀
大兴采育项目部 陈后芳

本报讯 近日袁由公司工会与公司团委联合举办的
第二届足球联赛正式开赛袁 本次足球联赛共有 6支球
队参加袁分别是机关和谐队尧大兴采育队尧兴创精英队尧
飞凡联队尧康顺闪电队尧新首联队遥

比赛采取 6人制袁分为循环赛袁循环一轮袁胜一场积 3

分袁平一场积 1 分袁负一场为 0 分袁循环赛上下半场各 40
分钟袁中场休息 10 分钟遥 最终积分最高者获得联赛冠军遥

随着比赛哨响袁球员们满怀着团结拼搏尧奋发向上
的信心和豪情袁6支队伍尧60多名球员将利用 2个月的
时间展开激烈角逐袁增强体能袁争夺比赛桂冠遥

公司第二届足球联赛正式开赛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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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袁在来广营地区第三十
届野119冶消防月启动仪式上 袁公司荣获
野2020 年度来广营乡消防安全工作先进
单位冶荣誉称号遥 此次获得消防安全工作
先进单位袁 是对公司本年度消防安全工
作的充分肯定遥
今年以来袁在地区工委尧办事处的正确

指导及公司领导的高度重视下袁 公司始终
坚持安全发展理念袁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安
全消防法律尧 法规和上级部门关于消防安
全工作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袁坚持野预防为
主袁防消结合冶的工作方针袁将消防野四个能
力冶 建设作为抓好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举
措袁建立消防工作举措长效机制袁认真履行
消防安全责任制度袁 切实加强消防安全管
理遥截止目前袁未发生火灾尧伤人尧亡人等安
全事故袁维护了企业的和谐稳定遥

消防工作是一项社会工程袁也是一项民
生工程袁抓好消防安全工作袁不仅是维护
社会稳定尧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的重要举措袁 也是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的必然要求遥 公司将紧密
围绕全年消防安全目标袁 严格按照各项
规章制度的要求袁 继续狠抓消防安全管
理袁全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袁为公司消
防安全工作保驾护航遥 渊行政保卫部冤

十月

4

mailto:E-mail:bucg8dwgzb@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