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8月 9日袁公司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李金海一行到延庆区查看了延
庆新城世园会一期建设项目遥延庆新城
世园会一期建设项目是由北京市承办
的最高级别的世界园艺博览会遥被称为
野长城脚下的世园会冶遥 其中袁公司承担
了 0005地块商业街尧主题艺术馆尧大师
工坊尧访客中心尧原乡居民体验馆尧文创
中心等地块的施工项目遥

进入施工现场后袁李金海查看了施
工进度计划并对现场实际进度情况进
行了对比袁以及检查了现场的扬尘治理
工作袁同时对在施的护坡桩施工尧土方
施工以及部分结构施工等进行了详细
检查遥

在项目部会议室召开的督导检查
会议上袁 李金海首先对坚守在一线的
工作人员近日来的努力进行了肯定遥
同时袁 要求项目部认真贯彻绿色环保
施工理念袁在做好野三通一平冶的基础
上袁要加大扬尘治理的管理力度袁对施

工场区的道路硬化要做到详细分类袁
对土方施工中的外露部分袁 要做到全
方位尧 百分百覆盖袁 积极响应世园会
野绿色生活袁美丽家园冶的主题遥李金海
还对施工进度计划及实体施工质量提

出了要求袁他强调袁要发扬野一诺千金冶
的团队意识袁打造野逢山开路尧过河架
桥的虎狼之师冶袁保障现场施工进度与
总进度计划的同步尧统一袁共抓生产和
质量袁同时梳理好各方的责任袁并做好

党建工作袁发扬攻坚克难尧艰苦奋斗的
野铁军冶精神遥 公司派驻督导人员周桂
起尧 施工管理部魏文军等参加了此次
检查督导遥

(魏文军尧李軍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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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9日下午袁 公司召开
2018年年中经济活动分析会袁 集团公
司第一监事会主席聂菎尧 副主席杨丽
英袁集团督导组成员集团财务部副部长
乔强尧集团经营部副部长陈朝袁公司助
理以上领导尧机关部长及基层单位相关
人员参加了会议遥会议由公司总会计师
刘占明主持遥

公司副总经济师张志强做 2018年
年中盘点考核及经济活动分析报告袁报

告包括四个部分内容遥
第一部分盘点考核情况袁对公司自

施尧直管工程尧工程总承包部尧工程总承
包二部尧市政公用工程公司尧机电分公
司等所有项目 2018年年中盘点考核结
果进行汇总公布袁 确定 2018年年中盘
点考核综合评价前三名的单位是院第一
名怀柔安置房项目部袁第二名怀来上谷
水郡尧大数据项目部袁第三名市政分公
司遥 第二部分自施项目生产费用分析袁

将自施项目各项数据分类梳理袁横向与
纵向进行对比分析袁并以各种图表的形
式进行演示袁让各基层单位对本项目的
各项指标情况尧其他项目情况尧集团公
司平均值一目了然,切实对标遥 第三部
分将公司 2018年上半年各项指标完成
情况进行对比分析袁 从营销尧 生产尧经
营尧劳务尧财务尧物资尧审计尧法务等方面
对公司下半年的经营管理工作提出了
具体的工作目标和任务遥第四部分通报

了公司 2018年上半年承包兑现情况袁
确定亦庄中美天道项目部等 11个单位
承包兑现奖励合计 369.99万元遥

公司副总经理高浩宣读了 2018
年年中盘点考核综合评价优胜单位袁
与会领导为优胜单位颁发奖杯和奖
金袁 对 2018 年上半年承包兑现单位
进行表彰遥

集团公司督导组乔强充分肯定了
公司的盘点考核工作袁并对公司的经营
管理提出三点建议院一是加大对盘点考
核结果数据的应用袁利用分析结果指导
日常工作袁二是加大资金尧财税尧经营风
险的管控袁三是加大项目经营策划的推
广力度袁切实提高公司的发展质量遥

公司党委副书记尧总经理杨谦梳理
了上半年经营管控的七大问题袁重点强
调了 2018年下半年九项重点工作院一
是积极开拓市场袁超额完成各项经济技
术指标曰 二是保证在施工程合同履约曰
三是抓好安全尧消防尧扬尘袁确保企业发
展曰四是严格控制项目各项成本曰五是
抓紧延期尧计量尧洽商尧调价等工作的确
认曰六是完成内外结算袁抓好收尾工作袁
保证每年 3月 8月项目兑现曰七是防控
风险项目袁必要时采取法律手段曰八是
做好项目策划工作袁关注项目策划的执
行情况曰九是去杠杆尧控风险降低拖欠
款回收遥 渊李静冤

牢记使命 奋勇担当
努力提升企业高质量发展软实力

攻坚克难发扬铁军精神 全力以赴打造品质工程
要要要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一行到延庆世园会项目进行督导检查

公司召开 2018年年中经济活动分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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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鼓励各单位积极承包尧 加强管理尧不
断提高盈利能力袁 切实兑现承诺袁 坚持每年 3月尧8
月两次兑现袁 公司积极推动已完工程的对内对外结
算尧审计及承包考核工作遥 根据 2018年上半年审计
结果袁按照承包责任书的约定袁经公司经理办公会研
究决定袁 公司确定中美天道项目部等 11个单位承包
奖励合计 369.99 万元遥 分别是院
工程总承包部承包渊2017年度冤兑现奖励 177.53万元曰
总承包二部渊2017年度冤承包兑现奖励 6万元曰
市政分公司渊2017年度冤承包兑现奖励 112.75万元曰
机电分公司渊2015年剩余 40%冤承包兑现奖励 21.6万元曰
亦庄中美天道工程承包兑现奖励 21.5万元曰
工程总承包部-昌平区北环供热厂煤改天然气工程承
包奖励 1.29万元曰
工程承包部-朝阳区 2015年老旧小区节能改造第三
批工程第 10标段工程承包奖励 3.92万元曰
工程总承包部-白石桥干管局第二干休所综合整治工
程承包奖励 3.76万元曰
工程总承包部-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承包奖励 10.6万元曰
工程总承包部-石家庄新客站东广场 BC匝道桥梁工
程承包奖励 8.6万元曰
市政分公司-怀柔区平原造林围栏采购及安装工程承
包奖励 2.44万元遥
特此通报浴 渊经营管理部冤

走访慰问贫困户 爱心帮扶暖人心

本报讯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重点工作袁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袁以前所未有的力
度和决心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遥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冲刺阶段袁 也是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年遥
公司党委两次选派徐仲秋同志到平谷区担任野第一书
记冶袁既是中央政策的落点袁也是精准扶贫的支点袁为促
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袁实现精准脱贫贡献了力量袁成为
精准扶贫联通上下的中坚力量遥

平谷区平安街村作为公司第二批帮扶村袁 全村有
低保户 4户袁困难党员吴宝林尧王祥云便是其中两户遥8

月 10日一大早袁在平安街村村委班子的陪同下袁公司
党委副书记尧 工会主席孙茜深入到平谷区平安街村困
难党员吴宝林尧王祥云的家中袁为他们送来了困难党员
帮扶慰问金袁并与贫困党员面对面尧心贴心地进行了交
流袁 了解了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袁 鼓励他们要坚定信
心袁克服眼前困难袁争取早日脱贫致富遥

从 2015到 2018袁从行宫村到平安街村袁多年来袁公
司以感恩之心回馈社会袁用责任与担当袁肩负起国之重
任袁践行着企业的社会责任遥野第一书记精准扶贫冶在公
司强大后盾的支持下袁 已经成为企业对外宣传的亮丽
名片袁精准扶贫我们一直在路上浴 渊李萌冤

关于 2018年上半年经营承包考核兑现的通报

本报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袁文化是一个国家尧一个民族的灵魂遥 文化兴国运兴袁文化强民
族强遥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袁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袁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遥 企业是社会的细胞袁优秀的企业文化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公司自成立以来袁始终坚持文化强企战略袁以母公司北京城建集团主体文化为依托袁在继承中创新袁在实践中发
展袁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袁近日袁公司企业文化建设案例获评 2018年度中施协工程建设企业文化优
秀案例遥

公司企业文化建设案例获评中施协
工程建设企业文化优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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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晴天养云片袁风和日丽佳遥 2018年 8月 7
日上午 8点 18分袁由公司承建的延庆康庄大王庄村项
目正式开工遥在开工典礼上袁项目经理袁浪进行了精彩
的开工致辞遥伴随着开工后第一道工序土方开挖施工袁
项目全员进入一个充实而又紧张的时期袁 全身心地投
入到接下来的工作当中遥

当天下午集团领导莅临延庆
康庄大王庄项目进行开工指导检
查袁在项目经理袁浪陪同下袁集团
领导查看了现场在施的各项施工
工序袁 并了解现场的施工进度情
况袁 同时对施工中遇到的困难提
出了建议袁 并确定了项目施工的
下一步方向袁 并要求项目部要与
各方单位互相配合袁相互协作遥

8月 8日上午袁在项目部会议
室召的开明源移动质检系统及第
三方评估的宣贯会议上袁项目经
理袁浪对引入明源移动质检系
统的原因袁和明源移动质检系统

是如何实现工程质量优化袁以及如何在平台操作使用
进行了详细讲解遥同时第三方评估的评估阶段和评分
标准及评估时间进行了明确遥 通过引入新的管理系
统袁对工程开工后加强现场施工管理袁提高工程质量袁
将起到牵引作用袁 为争创精品民生工程起到了积极性
作用遥 (孙凯尧刘建坤)

仲夏霖雨飘 豫西传捷报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门诊医技楼主体结构顺利实现封顶

本报讯 2018年 8月 6日上午袁 伴随着最后一方
混凝土浇筑完成袁由我公司承建的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门诊医技楼工程主体结构顺利封顶遥公司副总经理高
浩尧大项目办周主任尧院方朱书记尧监理单位刘总监以
及项目部管理人员出席了封顶仪式遥

上午 10点 18分袁伴随着零星的细雨袁封顶仪式
正式开始遥 公司高总尧院方朱书记以及各参建单位领
导分别对三门峡市中心医院门诊医技楼工程主体结
构封顶表示最衷心的祝愿遥 随后鞭炮响起袁各位领导
手持金铲将混凝土注入楼顶遥至此宣布门诊医技楼工
程建设取得了激动人心的阶段性成果遥

本工程位于三门峡市崤山西路中段袁由河南省三门
峡市中心医院投资建办袁 郑州市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
院设计袁中汽智达渊洛阳冤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监理遥本工程
为地下一层尧地上五层袁总建筑面积为 26669.98㎡遥

自主体结构工程开工以来袁本着达到省优质工程
的目标袁 在公司领导和业主领导的关心与支持下袁各
参建单位的共同努力下袁 项目部全体人员团结一致袁
克服种种困难遥 主体结构工程的顺利封顶袁是各个参
建单位尧项目部各位同仁通力配合袁努力奋斗的成果遥

在后续的施工过程中袁 我们将用最饱满的工作热情袁
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袁顽强拼搏的工作作风袁再接再

厉袁保质保量的完成后期建设工作袁以确保工程顺利
完工遥 渊王君宝冤

延庆康庄大王庄村项目喜迎工程开工

本报讯 春生万物长袁夏深虫疾多遥 今夏的北京袁
炎热如昔遥 2018年 8月 7日袁在海淀区西北旺镇人大主
席张燕明的陪同下袁 由北京市病媒生物研究所副所长
张勇尧 北京市有害生物防制协会副秘书长韩玉华带队
的北京市爱卫会病媒生物防制专家组到中科院光电院
项目部进行专项检查遥中科院光电院项目袁是城建八公
司众多重点项目之一袁从场内安全病媒预控尧实体质量
控制措施尧 施工进度把控等袁 都在区内获得了良好评
价袁 此次受检亦是西北旺镇所有工地中精心筛选后作
为代表迎检的遥

兹日上午袁 北京市爱卫会病媒生物防制专家组到

场后袁由光电院项目经理翟春升尧项目书记牟刚向专家
组介绍了工人宿舍的标准化配置及食堂操作间的精细
化卫生管理遥 随后袁专家组进入项目部生活区袁对工人
食堂操作间尧垃圾存放区尧工人生活区后院等进行了详
细的卫生检查遥

在对项目部生活区设施进行病媒渊蚊尧蝇冤专项检查
后袁各专家对光电院项目部卫生处理及防治工作给予肯
定袁对项目部卫生情况予以赞扬袁并对项目部今后开展卫
生处理防治工作给予了宝贵意见遥最后袁项目部表示将一
如既往地抓好食堂安全卫生工作袁保证工人的安全卫生
用餐袁创建文明尧健康尧卫生的和谐工作环境遥 渊牟刚冤

中科院光电院项目接受北京市爱卫会检查

2016 年 4 月 1
日袁中铁国际城在建
楼盘 1000㎡地下车
库顶板发生坍塌事
故袁坍塌事件发生在
当日晚上 11 点袁索
性无人员伤亡遥该工
程车库顶板结构为
无梁楼盖袁受力柱为
单托板柱遥事故发生
前袁该工程地下车库
部分正处于装饰装
修施工阶段袁通风工
程尧水暖工程尧电气
工程均已开展袁加上
土建装修施工人员袁
白天总施工人员众
多遥地上车库顶板正
处于土方回填施工遥 由于土方回填高度严重超过设
计高度袁且连绵的降雨袁使大型机车停放在车库顶板
上袁造成车库顶板承重负荷远远超过设计值袁从而发
生大面积车库顶板坍塌现象遥

合肥中铁国际城
工程项目车库发生坍塌事故

对于车库顶
板为无梁楼盖的
工程袁在车库顶板
土方回填之前袁项
目部应编制具体
的土方回填方案袁
且该方案应含有
设计单位认可的
车库顶板受力分析尧大型拉土机车重量数据尧分层
回填措施尧回填土高度等具体内容遥 现场设置明显
的测量标志袁防止土方超填袁明确土方回填顺序和
机车路线遥 在雨季施工中应设置排水沟尧挡土墙等
防汛准备遥 同时针对顶板后浇带等薄弱环节袁宜在
车库内进行回顶措施遥 渊李军霖冤

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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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庆祝集团公司组建 35 周年
并成功举办第二届企业文化周活动袁迎接集
团团委首届足球赛袁促进兄弟单位间的感情
交流袁8月 2日下午袁公司邀请城建二公司在
立水桥足球公园进行了一场足球友谊赛遥公
司总经理杨谦袁党委副书记尧工会主席孙茜袁
二公司党委副书记尧工会主席张合袁副总经
理庾云洪袁工会副主席尧党委工作部长刘宏
伟都来到了比赛现场为两队球员加油鼓劲遥

据悉袁 双方足球队伍均由公司内部足球
爱好者组成袁多年来对足球的坚持和喜爱袁以
及受到刚刚落幕的俄罗斯世界杯比赛的激
励袁双方球员都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袁提前到
达赛场袁摩拳擦掌热身训练袁备战比赛遥 孙茜
主持了本场比赛的开场仪式袁 对兄弟单位受
邀前来参加比赛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
谢袁赛前双方队员互换礼物袁共同合影袁杨谦
对本次比赛表示肯定袁他说袁公司与兄弟单位
以集团组建 35周年暨第二届企业文化周为
契机开展足球比赛袁增进双方的友谊袁丰富职
工的业余文化生活袁也充分体现了企业强大职工幸福的
企业文化袁希望大家在比赛中收获友谊遥随后袁比赛在友
好而热烈的气氛中开始了噎噎

随着哨声响起袁比赛正式开始袁杨谦为比赛开球后袁
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袁互有攻防袁在球场上不断跑动尧
进攻尧带球过人袁拼抢激烈而友好袁均表现了深厚的足球

功底遥 在炎炎烈日的照射下袁汗水迅速浸湿了球员的球
衣袁热火朝天的足球赛让每一个参与者都酐畅淋漓遥 虽
然仅仅是友谊比赛袁但是双方球员们在场上所体现出来
的拼搏精神和球员之间的精彩配合袁引得观战的球迷阵
阵掌声袁上半场公司球队队长在中场球员助攻下袁强突
禁区袁连续两次抽射进球袁赢得满堂喝彩遥 渊朱琳冤

专刊

你从硝烟中走来袁
你在炮火里诞生遥
你脚踏着颤抖的大地袁
你头顶着燃烧的天空遥
枪如林袁子弹飞向你滴血的头颅袁
弹如雨袁利刃刺穿你淌汗的前胸遥
你奉献着生命和鲜血袁
去换取后人幸福生活的永恒遥
惊天地袁钢锹铲送百万蒋军逃孤岛
泣鬼神袁铁镐刺醒了美军侵朝的春秋梦遥
难忘记那辽沈战场冰寒彻骨的柳河水袁
难忘记美军机翼下清川江畔的鲜血红遥
难忘记钢铁九连军旗飘雪域袁
更难忘那北京地铁建设岁月峥嵘遥
你用身躯铺垫着新中国建设坚实基础袁
你用意志推动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行遥
你凭借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袁

顽强助力着共和国大厦的封顶落成遥
这是你要要要人民军队永远的骄傲袁
这就是你要要要南征北战永不言败的工
程兵遥
斗转星移袁岁月匆匆袁
和平盛世孕育着我们的中国梦遥
改革开放促发展袁
军改政令传军营遥
不舍那挂满功章的军戎装袁
难摘那绿军帽上的红五星遥
再看不见演兵场上龙虎斗袁
再听不见那嘹亮的军号声遥
万千情结实难解袁
血性男儿泪泣声遥
都说道袁军旅痛失啸天虎袁
又谁知袁地方建设现苍龙遥
望东方袁

广袤无垠的地平线袁
冉冉升起了一颗星遥
它豪情万丈袁
它应运而生遥
它霸气外露袁
它铁骨铮铮遥
是你袁那还是你要要要北京城建
不着戎装雄风犹在的工程兵遥
光阴荏苒三十五载袁
铁打营盘流水的兵遥
鬓白老兵离别去袁
军营里迎来了大学生
文韬武略一代代袁
工程兵的精神永传承遥
看今朝袁
科技强军增战力袁
铁军新姿展雄风遥

金戈铁马征战去袁
寰宇虽大任纵横遥
绘景城市美如画袁
共和国青史永留名遥
入列北京城建袁
我就是个工程兵袁
安全帽上的耶城建爷徽袁
是头上的红五星遥
叶基建工程兵之歌曳我最爱唱袁
因为我是一个兵遥
听要要要野我们是光荣的基建工程兵冶噎噎
我耳边又飘过来军歌声遥
歌声颂唱着北京城建袁
颂唱着昔日的师尧团尧营遥
身心上打烙的耶铁军爷印袁
伴我春秋渡此生遥

渊王敏冤

庆祝八一 迎建军节
叶国匠兵魂要要要工程兵精神永放光芒曳

野头颅不惜抛掉袁 鲜血可以
喷洒袁 而忠贞不二的意志不会
动摇遥 冶 要要要杨靖宇

旧故里袁满眼噙袁斑驳木闼袁
虫损簟席遥 草木深处袁阜出箑莆遥
荒院清扫袁逸尘飘飞遥 这是杨靖
宇将军殉难地此时的景象袁位于

吉林省靖宇县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已显得格外冷清遥
但 78年前那场抗日战斗的声音袁仿佛一直响彻在这片
白山黑水之间袁响彻在人们缅怀英雄的心间遥

共产党员杨靖宇袁出生于 1905年袁河南省确山县
人袁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袁抗日
民族英雄遥 1932年袁受命党中央委托到东北组织抗日
联军袁历任抗日联军总指挥政委等职袁率领东北军民
与日本侵略军血战于白山黑水之间遥 在 1939年秋冬
季与日伪军的作战中袁杨靖宇与魏拯民等指挥部队化
整为零尧分散游击袁自己率警卫旅转战于濛江一带遥最
后袁他只身与敌周旋 5昼夜袁以坚韧的意志袁英勇顽强
地战斗着袁直至弹尽粮绝袁于 1940年 2月 23日在吉
林濛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袁时年 35岁遥

杨靖宇牺牲后袁残忍的日本侵略军无法理解这位
英雄的坚强行为袁他何以能够在冰天雪地里长时间被
围困尧且完全断绝粮食的情况下袁顽强坚持战斗遥日军
将他割头剖腹袁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尧树皮和棉絮袁
竟无一粒粮食袁侵略军也无不为之震惊遥 渊李军霖冤

荩永定河特大桥工程项目荣获龙图杯“全国
BIM大赛一等奖

近日袁中国图学学会公布 2018年第七届冶龙图杯
野全国 BIM大赛获奖名单袁由城建道桥集团承建的长
安街西延永定河特大桥工程从 1158项成果中脱颖而
出袁荣获施工组一等奖遥同时袁依托长安街西延永定河
特大桥工程实施的野超大平面承压板薄层注浆关键技
术研究与应用冶科技成果袁顺利通过北京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组织召开的科技成果鉴定会袁得到专家
委员的高度认可与赞扬袁一致认为该项目成果总体上
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袁同意通过鉴定遥

荩北京奥运十周年，鸟巢再登话题榜
由城建集团建造的 41项北京夏季奥运会场馆及

其配套工程中袁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南部的
国家体育馆鸟巢袁凭借不可思议的外观结构已经成为
中国的地标建筑之一遥从夏奥到东奥袁从野鸟巢冶到野冰

丝带冶袁凝聚了所有员工的汗水和智慧袁为国争光袁为
党争荣袁我们一直在路上遥

荩坚守在雪域高原修文物的那些最美丽的人
园林绿化集团在青海西宁的古建任务有 13项袁

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修缮建设中遥在风沙弥漫的青海
高原上袁他们用责任与担当袁无怨无悔的书写着奋斗
的故事遥 为修缮青海古建筑袁实现野园林梦尧古建情冶袁
他们不忘初心袁牢记使命袁用执着与奉献诠释着对古
建修缮的热爱之情袁体现出自己灿烂的人生价值遥

荩新机场口岸非现场设施边检项目主体结构
顺利封顶

由集团公司施工的北京新机场口岸非现场设施
边检项目袁 是新机场建设中首个 EPC项目和北京市
政府试点 EPC项目袁总建筑面积 65842平方米袁由综
合办公楼尧业务技术综合楼等组成袁地下一层袁地上最
高七层遥 工程于 2017年 9月 27日开工建设袁 计划

2019年 1月 8日竣工遥开工以来袁项目部科学组织尧精
心施工袁克服了工程承包模式新尧结构复杂尧质量标准
高尧工期紧张等困难袁经过 4个多月的艰苦奋战袁于 7
月 31日顺利完成了工程主体结构施工任务遥

荩国家速滑馆工程项目吊装首块看台板
由北京城建集团总承包施工的国家速滑馆工程

开始吊装看台板袁该看台板为预制钢筋混凝土清水构
件袁 在全国首次采用弧形预制清水混凝土看台板袁并
成功进行首块吊装袁引起媒体广泛关注遥 国家速滑馆
又称野冰丝带冶是北京 2022年冬奥会的标志性场馆袁
工程主体结构型式为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袁主
场馆建筑面积约 8万余平方米袁地上 3层尧地下 2层袁
工程赛时坐席为 1.2万个袁分为永久坐席和临时坐席遥
永久坐席固定在预制钢筋混凝土清水看台上袁临时坐
席固定在钢结构看台之上遥工程仅清水混凝土看台构
件共要生产 1911块袁经过工厂流水化生产尧养护袁目
前袁已经批量运往工地进行安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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