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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跟党走 “红色物业”
显担当
●杨

洋

认真落实，任何打擦边球，有违党员身份的 “红色物业”小区，合理有效运用“三方联动”
思想和行为都是不行的，都谈不上是一名合
机制，想办法及时予以解决，做让居民群众
格的党员。
满意的事情，不断满足居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以“红色物业”为突破口来实施“红色引
美好生活需要，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
擎工程”,正是我们在城市基层全面加强党
应。
的领导,全面加强基层党建,为基层治理打
打造“红色物业”,能够更好地彰显党的
上“红色”烙印的创新探索。让居民群众从
初心和使命,充分体现党对一切工作的领
身边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党的工作就走进
导,更好地回应创新社会治理的要求，担当
了千家万户，党的温暖就能送到居民群众之
起“红色物业”的新使命,以党建引领推动物
中。这就是物业人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业服务管理水平不断提升,让群众有更多的
主题教育的认识和体会。
获得感和幸福感,把党组织的关心、关怀送
作为一名“红色物业”的基层党员，要真
到每个居民身边,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
正了解居民群众关心什么、需要什么。对于
下移,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
居民群众反映的问题，一定要把居民群众的
性互动。
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虚心听取吸纳，依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站在新时代的历

我的初心与使命
不忘初心，要思想先行。作为一名基层
共产党员，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忘记自己党员
的身份，入党时许下的誓言，党员肩上担的
责任。入党誓言上讲“拥护党的纲领，遵守
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
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这就是对我们
如何做好一名党员的要求。
如果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世界
观，那么入党誓词的六个方面就是方法论。
党员对誓言的任何一项要求都要态度端正、

关爱 员工 和谐发展

高温酷暑送清凉

史起点，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怀揣一颗
红心，自觉学思践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
家作主，尊重人民，服务人民，把人民的事情
当作天大的事情，把人民的利益当作天大
的利益，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
断深化“红色物业”的内涵，强化党建引
领，勇于务实担当，打造“红色物业”标
杆，谱写“红色物业”新篇章，为促进有
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的早日实
现添砖加瓦。

凝心聚力促生产

贵州省总工会“夏送清凉”慰问装修公司项目部
本报贵阳讯（通讯员 刘荣樟 李洪川）7 月 23
日,贵州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魏俊一行到
装修公司贵州省工伤职业康复医院项目部开展
“夏送清凉”慰问活动，把关爱送到一线，并向奋
战在高温一线岗位的劳动者致敬。
为进一步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关爱一线职
民工身心健康，贵州省总工会开展了本次“ 夏送
清凉”慰问活动，将藿香正气水、风油精、清凉
油、水果、解暑饮料送到奋战在项目一线员工手
上，并强调一线施工劳动者充分认识夏季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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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防暑降温工作的重要性。
入夏以来项目部本着对广大一线员工安
全、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全面整修检查宿舍，
在办公区准备防暑降温用品，落实好一线员工
防暑降温工作，合理调整员工作业时间，不打疲
劳战，以饱满的激情和超常的干劲投入到工作
中，安全优质的兑现“8.18”试运营目标。这一系
列的举措，极大地提高了一线管理人员防暑降
温意识，有效避免了人员中暑和安全事故的发
生，
赢得了职民工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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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部送的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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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轨道交通指挥部到奉化停车场项目送清凉
本报宁波讯（通讯员 刘万胜）8 月 1 日，宁波
市轨道交通指挥部（集团公司）副总指挥张付林
一行送清凉到奉化停车场项目。
张付林代表轨道交通指挥部（集团公司）感
谢大家对宁波轨道交通建设做出的贡献，详细
询问了一线建设者的作业时间，并叮嘱大家当

前正值高温暑天，要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
安全度夏。同时鼓励中铁二局项目部继续发扬
开路先锋精神，抗高温、战酷暑、创佳绩。要求
项目部严格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在抢施工的同
时科学安排工作时间，为一线人员创造良好的
工作生活环境，
切实保障他们的安全。

提升关爱成效

四公司
“四个一”
丰富心理健康活动周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 赵朝锐）7
月 22 日至 7 月 28 日，四公司在全公
司范围内组织开展了“7·25 企爱我”
心理健康活动周系列活动。公司各
基层项目部纷纷行动，开展各项活
动，受到职工群众欢迎，在全公司范
围内营造了关爱职工群众、关注心理
健康的良好氛围。
此次“7·25 企爱我”心理健康活
动周，共由“四个一”活动组成，即组
织职工观看一次心理健康电影，开展
一次心理健康知识展板宣传，组织一
次 EAP 团体辅导，举办一场心理健康
讲座。为保障此次活动周效果，四公
司工会专门制作了心理健康知识展
板，对员工健康关爱计划和心理知识
进行宣传，并收集相关心理健康电影

和标语，供基层项目部参考和选择。
在活动周内，各基层项目部因地制
宜，结合项目施工生产情况，分别开
展了各项活动。部分项目部还充分
利用地理优势，邀请了周边高校及社
会团体的心理咨询老师开展了心理
健康讲座，使心理讲座更有针对性和
专业性。
此次“7·25 企爱我”心理健康活
动周是四公司落实员工健康关爱计
划的举措，不仅使广大职工更加深入
的认识和了解员工健康关爱计划，也
让各基层项目部更加关注职工心理
健康，使广大职工得以通过“四个一”
活动释放压力，舒缓心情，让广大职
工感受到企业对职工关爱的同时，提
升项目的团队协作力和凝聚力。

六公司党委

“三立三转化”工作法大兴调研之风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夏开宇）近
段时间来，六公司党委以解决问题、
推动发展为目标，采取“三立三转化”
工作法大兴调研之风，增强领导班子
成员的调研意识和调研责任，促进了
调研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调查研究是党的传家宝，是做好
企业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六公司党
委深知，企业坚定有力的发展步伐背
后，往往是对形势的精准研判和对前
进方向的笃定自信。为更好地适应
新时代、聚焦新目标、落实新要求，他
们坚持以“三立三转化”的方式，科学
立项调研课题，切实强化调研成果的
转化。
所谓“三立三转化”，即在研讨中
立项，以务虚交流转化前瞻性思路；
在实践中立项，以先行先试转化为针

对性举措；在总结中立项，将经验成
果转化为实效性制度。他们充分利
用公司党委领导班子季度务虚研讨
工作机制，由党委指定部门定期收集
整理相关课题，公司分管领导牵头相
关责任部门开展前期调研，针对性立
项后纳入研讨范畴，在研讨中转化为
前瞻性思路；会后，再由分管领导牵
头深入基层探索实施，将研讨思路升
级为实施性举措，并开展认真深入细
致的总结，提炼形成指导性实施细
则，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六公司
党委通过“三立三转化”的工作方法，
进一步建立起调研工作“研讨-实践总结”的闭环管理，通过“思路-举措制度”的层层升级，切实发挥并进一
步增强了调研的前瞻性、针对性、实
效性。

四公司李学友劳模创新工作室

获中国中铁命名表彰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 赵朝锐）近
日，中国中铁发文对第二批“劳模（专
家型职工）创新工作室”进行命名表
彰，中铁二局四公司李学友劳模创新
工作室榜上有名，成为此次表彰的 39
个工作室之一。
四公司李学友劳模创新工作室
于 2017 年成立，由 6 名成员组成，其
中 1 人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3 人为
高 级 工 程 师 ，1 人 为 BIM 二 级 建 模
师。工作室成立以后，李学友结合公

中国中铁工会“夏送清凉
夏送清凉”
”到成都地铁 8 号线项目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 刘羽丰）8 月 3 日，中
国中铁工会综合部部长郑黎一行在中铁二局工
会副主席刘洪等人陪同下，来到二公司成都地
铁 8 号线项目部开展智慧平台建设调研，相关
领导在项目部开展了 2019 年“夏送清凉”慰问
活动。
调研组一行参观了二公司成都地铁 8 号线
项目驻地，赞扬项目部三工建设搞得好，尤其在

关注心理健康

三版

参观项目部职工书屋及心灵驿站时，对项目部
关爱职工身心健康的一系列举措表示高度赞
许。智慧平台建设座谈会上，调研组一行倾听
了职工对平台建设的意见及建议，职工踊跃发
言，建言献策，气氛热烈。会后，调研组对项目
部职工开展了“夏送清凉”慰问活动，划拨了
10000 元慰问经费，同时为员工们送出牛奶、西
瓜等慰问品。

司当前工程特点和技术现状，组织工
作室成员在高难新项目开展关键技
术攻关、新材料研发、BIM 技术应用、
测量技术开发等科技创新工作，公司
先 后 投 入 各 类 研 发 费 用 500 余 万
元。自 2017 年以来，该劳模创新工
作室共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发
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专利 13 项，获
得四川省省级工法 8 项、三级工法 20
项，为公司创造了较好的经济、社会
效益，节约了成本两千万元以上。

“不忘初心，
廉在项目”

地产物管公司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 周云勇 薜茜 龚莉）
7 月 30 日,地产物管公司党委组织党员、入党
积极分子近 30 人，赴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四川省档案馆参观学习，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永不叛党。”地产物管
公司党员在省档案馆党旗前握拳宣
誓，重温入党誓词。宣誓后，大家在
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档案文献展览。展览共分

为五大部分：
“ 求索真理、理想信念、不懈奋
斗、牢记宗旨、自身建设”。一份份档案将历
史人物与历史故事融合起来，展示了一代又
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
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
梦想的历史进程。
参观过程中，大家细心品读一
幅幅珍贵的档案资料、一个个生动
的实物模型、一组组令人震撼的数
字，被革命先辈矢志不渝的理想信
念和奋斗精神所感动和震撼，为百

向目标再鼓劲”
为主题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首先开展理论学习，重点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在十九届中
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中的讲话。随后，
将学习与研讨相结合，将学习与工作相结合，
广大党员围绕 2019 年六大目标，从反思工
作作风和工作不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提出企业发展所面临问题的解决措施和努力
方向，切实把学习理论转化到找差距、抓落
实上来。
该公司党委要求，以主题党日活动为契
机，要鼓足干劲，增强信心，在工作中发挥表
率作用，发挥主观能动性，带着问题找方法；
要坚定目标，奋勇向前，克服一切困难，为实
现年度经营目标不懈努力。

年来四川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和改革开放以来
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自豪。通过参观学习，
大家重温了共产党人不断探索真理、不懈努
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大家纷纷
表示，要立足本职，做到“乐业、想业、能
业”，创新进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
续奋斗。
随后，大家学习了近期上级党委文件、通
报了《学习强国》积分及学习情况。
本报四川达州讯（通讯员 王波 陈明）7
月 30 日，中铁二局地产达州公司党委以“奔

本报深圳讯（通讯员 魏萌）7 月
28 日，中铁二局深圳公司龙口中南熙
悦项目部举办“廉洁文化进项目”书
画作品展活动。
项目部同事们一一参观了参与
此次展览活动的书画作品，讨论了作
品中不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
深圳公司青岛分公司党委书记表示，
“廉政宣传教育活动一定要一如既往
地贯穿工程建设始终，将廉政文化融

入到项目部的日常工作和现场施工
的方方面面，增强反腐倡廉意识，不
断加大监督力度，实行动态和全程监
控，弘扬“清正诚信、先锋之基”的廉
洁文化氛围，争做廉洁从业的先锋模
范。”
项目部员工表示，
“ 廉洁文化教
育形式多种多样，但其中的内涵是始
终不变的，加强廉洁文化教育，我们
每个人都要主动从自己做起”
。

近日，在建军 92 周年之际，中铁二局多个项目部召开退役军人座谈会，向退役军人职工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大家畅
所欲言，结合自身成长经历畅谈企业发展成就，为项目管理献计献策。谈起曾经的军旅生涯，大家无不感慨万千，纷纷表示一定把
部队的优良传统带到工作中来，
退伍不褪色。

五公司西藏国道 109 项目部八一慰问座谈会 王晓明
王晓明//摄

老兵庆八一

五公司重庆东环线项目部开展职工家属探亲主题活动
制作巧克力的乐趣。小镇内专门为小朋友们打造的儿童
本报重庆讯（通讯员 吴文君 付茂兰）8 月 3 日，五公司
DIY 区域里，孩子们在父母的陪同下自己动手利用模具、巧
重庆东环线项目部工会组织开展了“东环小候鸟，幸福来相
克力浆等制作卡通造型的巧克力。此环节不仅锻炼了孩子
聚”职工家属探亲主题活动。
的动手能力，也给爸爸妈妈们带来亲自合作的乐趣，在欢乐
项目部通过带领家属亲身体验职工生活、举行幸福相
中增进亲子感情。在制作过程中，亲子间会传来“小争吵”、
聚座谈会、开展趣味运动会等方式，搭建起企业与职工、与
笑语声等，亲密无间，现场一幅温馨而快乐的画面。过了 1
家属之间的双向沟通桥
个小时，他们的作品
梁，进一步增强职工的归
“问世”，很多“小候
属感和幸福感，充分发挥
鸟”都很得意地拿在
项目工会“最美娘家人”作
手中展示，纷纷表示
用。项目部领导热情地介
手工制作很有趣。
绍项目基本情况并对家属
五公司南通地
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铁 1 号线项目部举行
对家属们长期以来理解并
员工家属座谈会
支持职工的工作致以崇高
本报江苏南通
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并
讯（通讯员 魏立川）
为亲人们准备了精美小礼
7 月 27 日，五公司南
品。座谈会上，大家吐露
通地铁 1 号线项目部
心声，其乐融融，
“小候鸟”
组 织 举 行 了 2019 年
们童言妙语让人忍俊不
员工家属座谈会，获
禁，趣味运动会更是将活
得员工家属广泛好
动推向温情高潮。
图为五公司东环线项目部亲子趣味运动会 评。
城通公司上海地铁
座谈会上，与会
18-8 标项目部开展暑期小候鸟亲子团建活动
人员首先观看了公司宣传片《这是奋斗者的时代》，全方位
本报上海讯（通讯员 朱敏）暑假来了，项目部“飞”来一
的了解了企业的历史和发展情况。随后，项目党组织负责
群来自各地的“小候鸟”。为了让“小候鸟”们度过一段美好
人向员工家属们介绍了公司的生产经营现状及南通地铁项
的探亲时光，进一步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沟通，7 月 28 日，
目建设情况，他说，员工家属是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城通公司上海地铁 18-8 标项目部工会开展了暑期小候鸟
是项目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项目党委重视家属朋友们对
亲子团建活动。
项目管理的意见，期待家属们能够畅所欲言，说说日常遇到
此次活动地址选择了浙江嘉善的歌斐颂巧克力小镇，
的难处，
谈谈对公司、对项目的好建议、好想法。
“小候鸟”们不仅可以参观巧克力生产工厂，学习巧克力的
会后，项目工会向员工子女发放了学习用品，向与会员
相关知识，了解巧克力的加工过程，更是可以体验亲自动手
工家属发放了电影票。

退伍不褪色

暑期探亲至 幸福来相聚

龙口中南熙悦项目部举办“廉洁文化进项目”
书画作品展

郑济项目部建军节活动照片

肖婷//摄
肖婷

鲁南高铁 QHTJQHTJ-33 标项目部
“八一
八一”
”建军节退伍军人座谈会

电务公司西安地铁 9 号线项目部制作的八一主题黑板报 李昭邑
李昭邑//摄

重庆东环线项目部八一建军节退伍军人茶话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