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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二局各单位开展送清凉活动撷影

本报贵阳讯（通讯员 刘泓 杨柳青 李鹏程）近日，

装修公司 2022年“群安员”岗位技能竞赛在金朱医院

项目部成功举办，来自装修公司 5个基层单位的 9支代

表队、27名群安员参加。

据了解，本次竞赛分为现场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

知识竞赛两个环节。现场安全隐患排查分三轮进行，

每轮 15分钟，主要考察群安员对施工现场安全隐患的

排查能力，还有在施工中一些安全操作知识的应用。

排查现场，各参赛选手聚精会神、专心致志、仔细观察、

严格排查，以严的标准、准的方向，确保迅速、精准的查

找出比赛设置的安全隐患，充分展现出作为一名中铁

安全管理人员的良好业务技能和高素质职业风采。安

全知识竞赛主要以新《安全生产法》和中国中铁相关安

全生产规定为考核内容，设置了必答题，抢答题，综合

风险题三个环节，时间为 90分钟。比赛中，参赛选手

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昂扬的比赛斗志，认真投入比赛

当中，比出了实力、赛出了风格。最终金朱项目一工区

以优异成绩荣获团体一等奖，凤起兰庭项目部、金朱项

目外装工区荣获团体二等奖，金朱项目三工区、机电安

装分公司、金朱项目四工区荣获团体三等奖，重庆项目

经理部、成都项目经理部荣获优胜奖，与会领导为获奖

队伍颁发了奖杯、证书及奖金。

此次群安员岗位技能竞赛活动，体现了装修公司

安全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素养及应变能力，进一步提

高了安全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知识专业水平。

为下阶段更好地开展安全生产工作夯实了基础。

装修公司

举办“群安员”岗位技能竞赛

“我在巫山高铁站修了 3年的铁路，时间一晃就

过去了，郑渝高铁终于通车了，家乡真是一年一个新

变化。”7月 5日，家住重庆巫山桂花村的陈炳光高兴

地说。村里道路变得又宽阔又干净，路上小车多了，

楼房一幢比一幢漂亮，钱袋子也越来越鼓，高铁也修

到了家门口……字里行间，透着对家乡新面貌的赞

美。

今年 57岁的陈炳光从 2019年起就和妻子在巫

山高铁站工地务工，年收入十几万元。在他的带动

下，该村几十个人都在巫山高铁工地务工。“现在与

过去比，那真是好太多哟。”陈炳光感慨地说，你看，

现在水泥路实现户户通，皮鞋几天不擦都是亮的。

人人都有事做，家家都住进了楼房。

除了看得见的环境变化，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

还有看不见的观念转变。村民随手捡垃圾、不乱倒

污水……大家从自己家门口做起，共同为美丽巫山

做贡献。最让巫山人民欣喜的一件事就是家乡步入

高铁时代，巫山出产的纽荷尔脐橙和脆李更好卖啰！

“我们桂花村就在巫山高铁站旁边，在家门口就

能坐上高铁，孩子们返乡回家更快了，这让我们很开

心！”“在高铁未修通之前，从重庆开车回来要接近 6
个小时，堵车的话时间更久，以后到家至少要省 3个

小时的时间，感谢中铁二局让我们沿线村民致富的

同时又让我们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陈炳光高

兴地说。

据悉，2017年至今，为全面帮助巫山县打赢脱贫

攻坚战，全力推进乡村振兴，中铁二局累计吸纳当地

246名特困农民工为其量身定制就业岗位，并开展岗

前技能培训，让特困农民工在“脱贫不返贫”情况下

都拥有“金刚钻”。在近 6年施工时间里，项目部始终

注重以素质提升、技能培训、权益维护、情感关怀为

关怀农民工的重点工作，努力营造理解、尊重、关爱

农民工的良好氛围，在每个工点均配置了茶水亭，为

作业班组配备防暑药品、消暑茶水，让一线职（民）工“清凉”度夏，极

大地增强了大家的归属感，提升了攻坚合力，圆满完成了郑渝高铁施

工任务。

同时，项目部还向当地 40名贫困生发放了 2.5万元助学金，帮助

在去年高考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农村贫困生圆大学梦，资助桂花村委

会 2.5万元用于购置办公设备，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基层群众，改善民

生。

此外，项目部还免费为三峡库区桂花村和梨桂村村民维修道路

5.4公里，方便库区村民出行的同时，也使村民能够便捷地将库区特

产运到县城销售，村民年收入较往年有大幅度提升。职工食堂优先

购买桂花村和梨早村纽荷尔、脆李等瓜果蔬菜等农产品，项目部还发

动职工和亲朋好友利用微信、QQ群分享当地特色农产品，依托企业

的影响力，为两村村民搭建出一座连接城乡扶贫产品的线上线下销

售桥梁，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央企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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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城际铁路有限公司召开创

先争优表彰暨上半年工作总结会，中铁二局

郑济铁路项目部在全线 35家单位中脱颖而

出，再次被评为年度“先进基层党组织”，这

已是该项目党组织连续 5年获得此项荣誉。

会上还表彰了新建郑济铁路濮郑段工程建

设突出贡献集体，中铁二局郑济铁路项目部

获“突出贡献集体”称号。（陈大伟 朱红洲）

■近日，在昆明地铁建设管理公司召开

的“联创共建”表彰大会上，城通公司昆明西

北延项目部再次荣获“联创共建先进单位”

荣誉称号，为公司在昆明市地铁建设领域中

树立了良好形象。据悉，项目部已经连续 4
年获此殊荣。 （何美珠）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 田英）“光盘

行动，从我做起，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连日来，六公司机关员工的朋友

圈被这几句话和后面的照片给刷屏

了，大家有的发圈，有的点赞，一派忙

碌。剩饭回收处，一排醒目的海报上，

“浪费这么多饭菜，你不心痛吗？！”几

句直击心灵的话语时时提醒着大家不

能浪费一粒粮食……这是公司工会日

前在全公司开展“光盘行动”的几幕场

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股份公司《关于

进一步做好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有关工

作的通知》精神，在全公司倡导“浪费

可耻，节约光荣”的文明用餐新风尚，

六公司工会在本部开展了“制止餐饮

浪费”光盘行动，引导员工养成节约粮

食的好习惯。员工们通过发送指定文

字内容，附上中午食堂餐前餐盘照、餐

后光盘照及活动海报到朋友圈并集齐

50个赞，即可参与抽取公司工会精心

准备的“我光盘，我骄傲”文创奖品。

他们还制作了“光盘行动”系列海报，

在食堂区域进行张贴。同时，向全公

司各单位及广大员工发出倡议，要提

升文明用餐意识，积极推行“分餐制”，

减少采购和备料过程中的浪费；广大

员工应按需、少量、多次取餐，杜绝“舌

尖上的浪费”；外出聚餐倡导“N-1”制

度，即 10个人只点 9个人的菜，不够再

逐步增加，剩菜打包带走，自觉养成崇

尚节俭、厉行节约的好习惯。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大家不仅

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几天来，

看着员工碗里的剩饭剩菜逐渐减少，

食堂经理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悄悄告

诉工作人员：效果很好！

本报沈阳讯（通讯员 钱时正）为弘

扬勤俭节约的中华传统美德，营造“浪

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浓厚氛围，7月 4
日，电务公司沈阳地铁 2号线南延线信

号项目部开展“厉行勤俭节约 反对餐

饮浪费”宣传教育活动。

宣教活动通过集中观看视频短

片、宣读倡议书、签名承诺等方式，带

动大家把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落到实

处。活动现场，项目党支部书记为每

名员工发放“人走盘光，餐餐光盘”宣

传海报，组织大家集中观看“光盘行

动”视频短片，宣读倡议书。

“每天用餐前，我们都会提前在微

信工作群询问用餐人数，提醒员工适

量点餐。”项目部党支部书记表示，杜

绝浪费要从细节做起，坚持久久为功。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 余柄贤）“这

个‘政治生日’过得十分有意义，让我

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同时也增强了

履行好党员义务、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的动力……”7月 5日，刚过完三季度

集体“政治生日”的装修公司成都项目

部副总工程师孔飞，迫不及待地与同

事们分享他的喜悦心情。

在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中，该部针

对个别党员党员意识淡化等现象，决

定组织党员开展过集体“政治生日”活

动。他们把员工成为预备党员之日，

定为党员的“政治生日”，项目党支部

建立党员“政治生日”登记表，每季度

过一次集体“政治生日”。党员过集体

“政治生日”时，项目党支部送上一张

“政治生日”贺卡，一本党性修养书籍；

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回忆自己在

党组织关怀下的成长历程，及时打扫

心灵的“尘埃”；党员要向党组织汇报

一年以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党

支部书记与党员本人谈一次心，肯定

成绩，指出不足，提出要求。

组织党员过集体“政治生日”，激

发了党员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入职 6年，去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工程

部职员小胡和自己大学时期的同学

比，对方事业进步都比自己快，心里产

生了失落感，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

求。过完“政治生日”他感慨万分：“当

初入党时，自己满腔热血，如今考虑个

人得失多了，干劲也减了，这与自己的

入党初衷背道而驰，现在想起来真愧

疚！”并表示，在今后工作中要以党员

身份严格要求自己。

项目部书记告诉笔者，通过组织

党员过集体“政治生日”，不仅强化了

党员的党性意识，而且有效调动了党

员队伍创先争优的积极性。如今，党

员的模范作用明显增强，在刚刚过去

的项目部员工第一期业绩考核评价

中，夺得A等级的90%都是党员。

本报长春讯（通讯员 先正红）“各

位领导和同事晚上好！今天给大家演

讲的题目叫‘一种新型室外混凝土排

水管施工工艺 ’，我将从‘项目背景、施

工流程、改进措施、效益分析’四个方

面给大家介绍……”这是近日四公司

中韩光电产业园项目部开展“创新攻

关 你我同行”演讲比赛的一幕。

近段时间以来，四公司中韩光电

产业园项目部以科技活动月为契机并

延续开展活动时间，组织项目全体员

工持续学习 《实用技术推广应用指

南》（第一版）、开展“创新思路征

集”活动暨“创新攻关 你我同行”演

讲比赛。

此次演讲比赛，是项目部鼓励全

体员工结合各自工作实际，从创新技

术如何在工程建设中保安全、提质量、

降成本、增效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

进行的创新成果、创新思路、推广应用

前景交流，也是项目部为参加四公司

年度创新成果评比而开展的练兵活

动。演讲结束后，项目总工、安全总

监、项目书记分别对演讲人员从演讲

内容、语言表达、形象风度、综合印象、

演讲效果五个方面一一进行点评，最

终对选手综合情况进行排名，接下去

他们将对创新成果进行再梳理、再修

改、再细化，使之更具经济效益和成果

推广性。

开展项目创新创效活动，是项目

部落实中国中铁、中铁二局和四公司

项目管理提升三年行动的具体体现。

据悉，项目部获得四公司 2021年度群

众性创新创效活动成果合理化建议三

等奖一项、鼓励奖两项。

本报深圳讯（通讯员 刘瑶）7月 8
日，深圳公司东莞地铁 1号线项目部邀

请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研

究员李廷芥到本单位授课，项目部管

理人员、中铁南方投资集团粤东集群

指挥部党工委副书记朱权、东莞地铁

1号线有限公司业主代表、中铁广州

局东莞地铁 1号线项目党支部书记等

20余人在会议室学习，中铁二局深圳

公司科技部成员、深圳公司东莞片区

技术主管等合计30余人在线上学习。

李廷芥就《我与核试验--回忆、纪

念、传承》《光辉历程—我国核武器研

发试验历程》《“两弹一星”功勋背后的

科技魂》《我所熟悉的“两弹一星”元勋

与英雄》等课题作了演讲。结合自身

在核试验研究过程中的一个个小故

事，将参会人员带入到那个艰苦奋斗、

激情燃烧的时代，为在场的技术干部

深刻诠释了热爱祖国、忠诚使命、艰苦

奋斗、无私奉献、集力创新、勇攀高峰

的“马兰”精神。他娓娓道来与王淦

昌、周光召、程开甲等两弹一星元勋一

起在大漠艰苦工作生活的往事，生动

地再现了他这一代人在困难环境下执

着追求的忘我精神、工匠精神、为国

家舍小家的大爱精神。最后，李廷芥

鼓励各位技术干部乐业、好学、拼

搏、成才，学习老一辈科学家，传承

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

人的“科学家精神”，励志做新时代

的“科学家”。参加讲座的技术干部

和管理人向他提出了不同类型的问

题，他一一作答，并向提问者赠送了

中科院徽章。

课后，许多技术干部表示，今后要

以李廷芥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为榜

样，打造自己的看家本领，为祖国的繁

荣昌盛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装修公司成都项目部
组织党员过集体“政治生日”

四公司中韩光电产业园项目部
开展“创新攻关 你我同行”演讲比赛

深圳公司东莞地铁 1号线项目部

邀请中科院专家授课

■ 日前，由贵阳市南明区就业与职业技

能开发中心主办，六公司贵阳驾校技工学校

承办的网络创业技能培训班正式开班。本次

培训旨在通过参与式培训、翻转课堂、学习互

助小组等多元化培训手段，依托教学辅助平台或互联网平台，对学生进行互

联网渠道创业的专业化指导和系统化训练，帮助有创业计划的学生选择创

业项目并经营好项目。 (郭涛 闻亚洲)

城通公司莆田项目部为职工送清凉城通公司莆田项目部为职工送清凉 黄炳坤黄炳坤//摄摄 四公司北京地铁昌平四公司北京地铁昌平 0404标项目部为职工送清凉标项目部为职工送清凉 谢飞//摄摄

二公司重庆轨道交通二公司重庆轨道交通 1515号线项目部为职工送清凉号线项目部为职工送清凉 金伟金伟//摄摄 房地产盈庭公司为职工送清凉房地产盈庭公司为职工送清凉 李欣阳//摄摄

六公司青海西察项目部开展六公司青海西察项目部开展““夏送清凉夏送清凉””慰问活动慰问活动 郭晓煜郭晓煜 //摄摄 五公司南通地铁五公司南通地铁 22号线项目部开展号线项目部开展““夏送清凉夏送清凉””慰问活动慰问活动 孙腾蛟//摄摄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创创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优优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树树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誉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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