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打开一扇门就得用一把钥匙，而不

是用锤子把门砸开。为此，咱们在打造本

质优良型企业时，就应当找准方向，用对

方法，切忌盲目行动，才能避免不必要的

消耗或损失。

领导干部、管理人员掌握着行政权力

和大量资源，如何正确地行使权力和配置

资源，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和效益。在

实际工作中，应当坚持“打开市场大门的

是钥匙而不是锤子”的意识。否则，一旦

造成重大的不必要损失或资源浪费，再来

进行“新土填旧坑”式的补窟窿，就会产生

不良影响或后果。

基层同志也应当深刻认识并高度重

视自己岗位资源的正确使用。千里之堤，

溃于蚁穴，意识到工作中的任何小失误或

小过失均会对企业的发展壮大产生负面

影响。一颗螺丝钉能影响一块马蹄铁，一

块马蹄铁能影响一匹战马，一匹战马能影

响一个士兵，从而可能影响一场战斗。

咱们的领导干部、管理人员要树立全

局观和提高对战略前景进行预判的能力，

提升对重大事项的认知水平，保持前瞻

性，增强对战术运用的敏锐度和灵活度，

抓住要害，找准方向，有的放矢，打蛇打到

七寸，审慎、合理、正确地使用权力和配置

资源，努力避免决策不当，从而做出行之

有效的决策，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使企

业、项目的经营管理、施工生产等一系列

工作稳步、健康持续推进。

基层同志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

动性，牢固树立主人翁意识，强化岗位责

任意识，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念，从自我做

起，从小事做起，自觉、主动地做好本职工

作，在具体工作中使用正确有效的工作方

法，办好每一项具体的工作事务，为企业、

项目盈利、发展奠定基础。

首瞻全局，找准方向，涓涓细流才能

汇成江河。咱们领导干部、管理人员要和

衷共济、共克时艰，努力找准、把准企业发

展命脉，找到进一步打开市场大门的“钥

匙”，审慎使用手中的权力，科学合理地配

置资源，才能突破企业发展的“瓶颈”；基

层同志要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增强执行

意识，发挥创新合力，在项目工作活力无

限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 ·王 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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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中铁优秀共产党员、中铁二局

三公司年度十佳员工，并被业主评为优秀项

目经理，现任中铁二局三公司金义东轨道交

通XIII标项目部经理。

自 1996年参加工作以来，易小强一直

以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过硬的工作能力，展示

了中铁人攻坚克难、勇于拼搏的精神风貌，

以精益求精的质量行为赢得了甲方的认可

和好评，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信誉。

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感是他开展工

作的基本原则。易小强常说：“作为企业的

员工，首先得具有敬业精神，热爱自己的工

作，坚守自己的岗位，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

升自己的施工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对自己

负责，对企业负责。”

2013年，易小强参与三公司南昌港口大

道 I标项目管理工作。由于工期紧，任务重，

业主要求高，易小强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一

直恪守“扎实苦干树形象，率先垂范作榜样”

的工作准则。大战期间，他每天总是第一个

出现在工地上，中午是最后一个回来。即便

是在炎热的夏季，易小强仍旧顶着酷热难耐

的烈日，穿梭于各工点之间，协调解决问题，

组织施工生产，即使再累，也没有一句怨

言。易小强把工程质量视为项目第一件大

事来抓，只要是质量隐患，从不放过。每当

看见不合要求的施工，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说

了一遍又遍。声音说哑了，易小强就不断地

比划着，过了吃饭时间，才拖着疲惫的身体

去食堂吃晚餐。

由于客观原因，易小强管理的港口大道

项目前期出现较大亏损，而项

目在进入收尾阶段时，资金更

加困难。在这个关键时刻，他

没有退缩，而是勇于担当，通

过对定额资料的深入研究，找

出了索赔空间，提出 1.8米钻

孔桩定额缺项换算、水中钢

平台的材料摊销价格、声屏障

的组价、级配碎石组价等有

关调整意见，通过反复与业主沟通、解释、

协调，最终得到业主的认可，并在后续补报

中间计量得到业主批复，调整计量增加金

额 1100万元，极大地扭转了项目严重亏损

的局面。出于对中铁二局的信任，南昌港口

大道项目竣工后，中铁建投南昌中铁公司又

把一项1.2亿元的港口大道配套工程交给他

们施工。

同样的故事在金义东市域轨道项目再

次演绎，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是迄今金华市

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核心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投资

超过 300亿元。由三公司承

建的金义东轨道交通XIII标
项目包含三站四区间加官塘

停车场出入线桥梁等，全长

约 8.9公里，包含高架区间的

128孔现浇简支梁、49孔现浇

连续梁、9孔悬灌连续梁，具

有区间线路长，施工工艺复杂等特点。面对

严峻的施工压力，易小强以工程进度为主

线、以质量控制为基础、以安全生产为保障

作为项目的动力点，科学安排作业工序，深

入优化施工组织。他通过与业主沟通交流，

优化了围挡及便道施工方案，降低了项目成

本。易小强常对员工们说，“既然工程交到

了咱们手上，不管再大的困难，咱们都要咬

牙坚持，一定要圆满完成任务。我们可不能

自己砸了自己牌子，给中铁二局抹黑！”

在金义东项目工地上，易小强每天步行

检查施工生产、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情况，

已形成惯例，雷打不动，否则“吃饭都不香，

睡觉都不踏实”。在施工大战期间，他一直

坚持夜间值班制度，每天晚上都要到工地上

去检查作业情况，以身作则，带领班子成员

每天在工地监督、指导。

不到一年的时间，易小强的体重就下降

了 10多公斤，血压却飙升到了 170多，家里

人担心他的身体：“你有空就回家休息休息

吧，不要太劳累，况且，孩子现在正值学业紧

张时期，也该多陪陪。”每次听到家里面的叮

嘱，易小强眼里总闪过一丝愧疚，但是更多

的是坚毅和笃定的目光。“工程人哪有不吃

苦的，要想干好工程，体重轻点，皮肤黑点，

头发白点是必然的呀，等干完了再回家好好

陪陪你们！”易小强坚定地说。

天道酬勤，只有坚持不懈，勤奋努力的

人，才有可能得到成功。在易小强的带领

下，项目部赢得了一场场攻坚战的胜利，赢

得了业主信赖，展示了当代中铁二局年轻人

挥洒青春，能征善战的优良形象。

精益求精铸梦想
·廖爵骋 水阳洋·

本报综合消息（通讯员唐昌华 王刚 龚莉 李官兴

王娟 严伟 司中华 王军 肖代伟 代文刚 王勇 高

帆 洪剑萍 杜映平 倪帮华 方杨 文鑫 郭定刚 李

珈锴 周绪峰 黄莹 王春元 蔡世康 梁晓宁 宋邦

华）连日来，中铁二局所属各基层单位认真开展消防知

识宣讲和应急抢险救援演练，旨在增强全员消防意识，提

高自防自救能力，确保企业、项目安全生产再上新台阶。

城通公司广佛环线等各项目部，新运公司成都地铁

八号线、苏州地铁五号线项目部，电务公司重庆轨道交通

五号线供电 5401标项目部，二公司大连地铁五号线、青

岛地铁八号线项目部，建筑公司陈头岗、申菱环境制造基

地项目部等基层单位均结合自身实际，深入开展消防宣

传，进行消防应急抢险救援演练。

房地产物管公司组织各小区600多名业主现场宣讲

消防和防火知识，并对业主进行消防灭火培训，开展消防

应急抢险救援演练，增强物业工作人员和业主群众处置

火灾隐患的能力。

四公司北京地铁昌平线 04标项目部承办了北京市

轨道公司昌平线 2019年度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和应急演

练工作。他们以“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丽家园”为主题

进行应急消防演练，华城监理公司，地铁宣武门、昌平南

延等线各施工单位代表和施工人员120多人参加了消防

知识培训。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轨道支队派员现场观摩

指导。

增强全员消防意识 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中铁二局各单位开展消防应急演练

本报广东汕头讯（通讯员田英 王露军）

日前，六公司以“人员全覆盖、送培到基层、

授课专业化、筹备精心化”为亮点的管理制

度宣传贯彻培训班正式开课，拉开2019年管

理制度大宣传贯彻的帷幕，旨在进一步提升

全体管理人员的管理意识和业务水平，确保

各项管理制度落实到位。

为做好这次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专业培

训，六公司结合实际，在广泛征求各部门意

见的基础上，编制了详细可行的管理制度宣

传贯彻培训方案，受培训人员覆盖基层项目

全体管理人员，内容重点是2014年以来出台

的各项管理制度及其背景、目的，核心条

款、硬性规定、制度运转体系等。同时，充分

考虑到基层项目下半年施工生产任务重、有

效施工时间短等情况，按照分类组织、分

步实施、分片区落实的方式组成 2个师资组

分赴南昌、杭州、福建、广深、四川、河南等

6大片区开展基层培训，缓解一线员工工学

矛盾。授课老师多为本部部门负责同志和

重要骨干人员，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和业务

知识，且均参加过中铁二局管理制度宣传贯

彻师资培训，以授课专业化确保培训达到

实效。

8月份，人力资源部牵头组织各业务部

门精心筹备，编制培训教材、授课课件、考试

题库，多次召开制度宣传贯彻筹备会，研讨

具体培训安排，提出了分片区、分批次轮培

方案，为管理制度大培训奠定了基础。

据悉，各片区培训工作计划在12月中旬

全部结束。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曹曦 史双红）日

前，中铁二局设计院首期管理制度宣传贯彻

培训班正式开班，旨在进一步提升管理意识

和管理水平，确保企业各项管理制度落到实

处。

设计院党政负责同志高度重视，精心组

织。各职能部门按照培训要求，精心准备宣

讲材料和试题，确保制度内容宣讲到位。综

合管理类课程按照一以贯之的要求，使用集

团公司统一编制的教材，由集团公司师资班

参培人员担任授课讲师；生产管理、财务

资金、经营开发、技术质量等课程，从设计

院实际出发，编制特色化培训教材，由部门

负责人担任授课讲师。各生产单位按照参

培人员范围，认真组织相关人员参加，确保

参培率。

通过学习测试，查问题、补短板，进一

步增强参加培训人员对企业管理制度的学

习掌握程度并加以贯彻执行的能力，切实把

各项管理制度作为提升工作标准、规范业务

流程的基本遵循。与此同时，重视优化培

训，全力提升效果，认真落实培训后评价事

宜，让学员充分发表培训意见，对培训组织、

课程安排、培训讲师等方面进行评估，并及

时反馈到授课部门，持续改进培训效果，提

升管理水平。

这次培训针对性、实用性、操作性较强，

有力地促使有关人员对各项管理制度的背

景、目的、意义、核心条款及硬性规定的认

识和思考，推动了设计院体制机制运转能力

建设。

本报深圳讯（通讯员刘李）11月 6日，装

饰装修公司深圳片区管理制度宣传贯彻培

训班在岗厦北项目部开班。公司1名副总经

理、总会计师和岗厦北项目全体员工参加学

习。

开班仪式上宣讲了这次培训的目的和

意义，并就具体课程做了安排。装饰装修公

司有关负责同志讲授了参加中铁二局管理

制度培训的心得体会，要求作为最具创造力

和进取精神的青年员工群体认真学习，努力

掌握有关管理制度知识并运用到具体的工

作实践中，为企业、项目盈利和发展奉献聪

明才智。要立足基层项目实际，从安全、质

量、工期、效益等方面对项目工作建言献策，

务必做好项目策划，发挥全体管理人员，尤

其是青年员工的创造力，齐心协力共奋进，

大干快干勇担当，在深圳地区树立中铁二局

的优良形象。

突出亮点 确保实效
中铁二局各单位认真开展管理

制度宣传贯彻培训工作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曾伟）11月15日，中

共福建省闽侯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魏邦仲到中铁二局考察。公司副总经理胡

志勇陪同。

魏邦仲等一行参观了中铁二局陈列馆，

深入了解中铁二局的历史沿革和辉煌历

程。随后，双方就全面深化政企合作进行座

谈。胡志勇向客人介绍了企业基本情况、经

营理念及福州片区项目投资等方面情况，对

闽侯县委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铁二局的大

力支持表示感谢。魏邦仲对中铁二局在福

州荆溪小城镇建设中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

评价，称赞中铁二局始终秉承国有大型企业

敢于创新、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精神，默默

耕耘，无私奉献，积极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做出的重大贡献，同时，希望双方加强项

目对接，不断拓展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携手

并进，努力推动政企合作向纵深发展。

本报河南原阳讯（通讯员赵平 肖婷 侯

勇）11月 20日，河南省城际铁路有限公司总

经理赵超峰带领工管、安质部和黄河特大桥

指挥部等负责同志督导检查中铁二局冬季

施工各项筹备工作。

赵超峰现场踏看了中铁二局郑济铁路

黄河特大桥公铁合建段北引桥第194号至第

197号连续梁施工现场，认真检查跨现浇段

工作面，对边跨现浇段的防风、保温、升温及

安全防护措施、混凝土拌制、运输及养护工

作和项目部冬季施工总体安排、冬施方案、

材料储备情况、应急预案、安全防护措施给

予高度赞赏。赵超峰要求中铁二局施工单

位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保证落实冬施方案

中的各项措施，做好应急预案，确保冬季施

工混凝土的质量；在安全生产管理方面要高

看一眼、严格管理，尤其是在高空、寒冷的环

境下，必须事事盯紧，安全管理要全覆盖；科

学组织冬季施工，尽最大努力完成年度施工

生产任务。

河南城际公司领导督导冬季施工

福建省闽侯县领导考察中铁二局

日前，在新运公司工作组、轨道分公司专家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下，项目部全体参

建员工和衷共济、主动作为，克服工期紧、任务重、多家施工单位交叉作业等困难，掀

起了一轮又一轮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充分激发了施工人员

的工作积极性，随着大浪——石岩区间羊台山隧道右线最后一

个钢轨接头焊接成功，深圳地铁六号线项目A包轨道工程双线

长轨提前2天贯通，实现节点工期目标。

下图是施工人员欢呼双线长轨贯通的情景。

（陈小龙 水阳洋/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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