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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以来，连日高温，气温节节攀
升，公司项目建设也如火如荼，热火朝
天。为了体现对一线员工的关怀，蓝天
建筑于 8 月 13 日组织开展了一次以
“情系职工·送清凉”为主题的高温慰
问活动。

烈日炙烤下的施工现场虽热浪滚滚，
但仍挡不住员工们的步伐，身着工装的

员工们挥汗如雨地忙碌着。蓝天建筑董
事长郭彬一行先后来到和昌项目、五堰
坡沟棚户区项目及四方山项目现场亲切
看望慰问施工人员，不时提醒施工人员
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并将防暑降温用
品和药品递到员工手中。他叮嘱现场管
理人员，要严格遵守高温时段作息时间，
采取“做两头、歇中间”的办法避开高温

时段作业，做好防暑降温，确保一线工人
身体健康和安全；公司现场要备好藿香
正气水、凉茶等防暑降温物品，进一步加
强对施工人员夏季高温施工的安全培
训，提高一线施工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
希望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作风，发挥最高
水平，建设优质项目，打造精品工程，向
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2016年 9月 12日，十堰蓝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郭彬在生产经理王锟、经营部总师陈发民、项
目经理吴三军的陪同下对五堰坡沟棚户区改造一期
项目进行调研。

首先，郭总一行视察了施工现场，仔细查看
了底板施工的各项细节，对基坑支护等安全防
护设施的搭设情况提出了要求，询问了深基坑
内作业人员的安全交底和安全教育情况，详细
了解项目部对深基坑变形观测的工作安排，并
要求项目部完善深基坑作业的应急预案，并组
织演练。

随后，在项目会议室与现场施工管理人员进
行座谈，听取了管理人员对项目的管理思路及后

续工作安排的汇报。项目经理吴三军对开工以来
项目部的工作做了总结，并对后期的项目施工进
度及工作安排做了汇报，项目部的各位管理人员
也结合项目实际遇到的问题，谈了对项目推进的
想法。

郭总听取项目部的汇报后，对项目管理人员
提出了具体要求：一、做好安全文明生产、打造蓝
天精品品牌。五堰坡沟棚户区改造一期项目地处
十堰市的商业中心，备受关注，项目在安全文明
生产上要下功夫，要把五堰项目当样板项目来
抓，树立起蓝天精品形象。二、加强项目质量管
控，严格按创优标准打造项目。五堰坡沟棚户区
改造一期项目是市里的重点项目，也是“民心工

程”，蓝天公司承接了这个项目就要全力以赴的
展示出公司的实力，要依据“楚天杯”的标准建设
好这个项目，项目部在质量管控上要将质量责任
层层分解，具体落实到班组，落实到人。三、科学
组织施工，确保项目进度。五堰坡沟旧城改造项
目一期最大的困难在于项目的作业面狭窄及交
通环境制约，项目周边建筑密集，城市管理要求
渣土车辆只能晚上七点开始作业，夜间施工又只
能施工到十点，作业窗口时间短，影响资源投入，
这些困难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作为现场施工管
理人员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群策群力，充分调
动每个班组的潜力，采用交叉施工、加强协调等
方式确保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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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蓝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彬
到五堰坡沟棚户区改造一期项目调研

脚下是坚实的土地
头顶是赤裸的青天
背上是流淌的江河
心中是壮美的诗行

黝黑的脸庞是阳光深情的抚摸
强悍的身躯挺起不屈的脊梁
你用辛勤播种希望
你用汗水书写荣光

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
你是育林工
幢幢高楼
就是你的孩子
你给予了他（她）太多的期望

每天顶着晨星上班
瓦刀铁铲叮当出晨鸟的合唱
每日伴着月色收工
疲惫的身躯
掩映在城市的车水马龙灯火辉煌

你也有似水柔情
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眺望家的方向
用朴实的话语
诉说离别的思念团聚的渴望

也许此刻
老家屋前
妻子正携一家老小
与你深情对望
在她的身旁
玉米正在拔节
稻谷正在疯长

你说男子汉就该顶天立地
男人就该四海为家有担当
我知道
在你心中有一座亲手缔造的城堡
那是未来的家园
她的名字叫幸福安康

（摘自《散文网》鹿城飞侠）

建筑工人之歌

4 蓝天文化 2016年 9月 30日 星期五 投稿邮箱：200646811@qq.com

刊头题字：罗国泰 主 编：郭 彬 编辑组稿：郭 军 校对：张建波 视觉传达：怡 然

人是具有巨大潜能的和巨大可塑性的。
成本，是企业为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而

付出的代价，是反映企业生产水平、技术水
平和经营管理水平的一个综合性指标。成本
管理就是对成本进行管理，对企业所付出的
代价进行管理。人不是成本，但他是成本的
组织者、管理者和实施者，他的成本管理意
识形态如何，在很大的程度上将影响着成本
的上升与下降。企业各项活动的进行、各项
战略措施的实施都是由人来进行的，人的活
动在成本发生的各个阶段均占取主导地位，
人的素质、技能是企业成本非常重要的影响
因素，其中对企业成本影响最大的是员工的
成本意识与降低成本的主动性。

企业应该高度关切成本专业人才的培
养和使用，积极举办各种类型的成本培训
班，从技术经济领域开辟降低成本的广阔途
径；在企业内部形成职工的民主和自主管理
意识，在日常成本管理中，积极运用心理学、
组织行为学的研究成果，努力在员工行为规
范中引入一种内在的约束与激励机制。

对于企业的成本管理来说，并非解决
了人的管理便可。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成本
管理应是一个系统，它不独立于企业的经
营管理活动，而是伴随企业的所有活动。从企业经营管理
的角度看，成本管理是它的一个分支。其一，成本管理具
有其独立的职能与作用，成本目标应达到决策和控制最
佳；其二，从整个企业管理的角度看，最佳管理效果并不是
某个分系统的最优，而是整体综合最优。这无疑使成本管
理与其他各经营管理应充分协调，确保企业经营管理最优
的前提下以达到成本管理最佳。加上不断与成本管理系
统外的市场、环境和其他管理系统交换各种信息，从而实
现成本管理协调运行，依此达到成本控制最优。

总之，成本管理关键在人，而人的管理，关键在于达成
人的管理最优。

金秋九月，桂花飘香。在
这个美好的日子里，蓝天建筑
为 9 月份过生日的员工们举
办了热闹的生日会。寿星们同
蓝天家人们齐聚一堂，董事长
为寿星们发贺卡、生日礼品，
举行生日聚餐。

蓝天建筑重视、关注每一
个员工的成长，每个月为员工
举行生日会已经成为公司的
一个传统，让员工感受到家一
般的温暖。

7月 23日，蓝天建筑公司组织开展建筑企业
“营改增”专题培训。蓝天建筑董事长郭彬，财务经理
周元全，以及公司各部门负责人、各项目部经理及业
务骨干共计 4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此次培训主要包括营业税、增值税的区别对建
筑企业投标、成本收入考核指标和会计核算的影响；
建筑企业“营改增”后如何选择供应商、增值税的计
算及主要因素、各类成本抵扣进项税涉及的税率和
征收率、增值税纳税义务时间的把握及工程结算款
的发票管理、建筑企业抵扣增值税抵扣应具备的条

件、合同涉税条款的签订技巧、建筑企业不能抵扣进
项税金的类别等。

通过本次培训让员工明白了“营改增”的意义
和重要性，介绍了“营改增”带来的业务变化，同
时也系统的总结了适应“营改增”的一些管理新
举措。在接下来的业余时间里，员工们还将认真
学习“营改增”试点方案和一系列文件规定以及
与税改相关的法律法规，理清工作思路，适应“营
改增”后的业务模式，避免税务风险，推动公司业
务蓬勃发展。

成
本
管
理
关
键
在
于
人
的
管
理

经
营
部

陈
发
民

蓝天建筑开展建筑企业
“ 营 改 增 ”专 题 培 训

中秋佳节到 员工福利来
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为确

保广大员工过好节日，亦为答谢广大员工的辛勤努力工作，
秉承公司关爱员工的人性化体制，激发员工工作热情，9月
14日，蓝天建筑为全体员工发放中秋福利。

在接到领取福利的通知后，员工们兴高采烈的来领取，
一个个笑逐颜开，一个员工坦率地说：“公司这样关爱我们，

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工作做好。至此中秋佳节来临之际，祝我
们的各位同仁中秋快乐! 也祝我们的公司发展更壮大! ”

蓝天建筑视每位员工为公司的宝贵财富和合作伙伴，努
力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在每个传统节日都会为员工准
备一份福利，就是希望每个员工能和家人一起感受传统节日
的氛围，分享公司发展的成果。

生生员员 日日工工 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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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7月 26日，由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武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主办，湖北楚天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湖北民族建设集团、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承办
的全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现场观摩会在楚天都市沁园
举行，蓝天建筑生产部经理、项目部项目经理等主要负
责人和技术人员参加了观摩会。

此次现场观摩会主题为“持续治理工程质量，积极
推行绿色施工”。旨在展现工程质量“两年行动”成果，向
全省推广工程质量安全标准化管理经验，引导企业运用
科技和信息化手段，实现绿色施工和文明施工。

在本次观摩会上，蓝天生产部及项目部领导观摩了
湖北民族建设集团的一些独特的工艺及成功的质量安
全管控方法，例如：

1、严格控制钢筋绑扎，提高混凝土浇筑质量。

柱梁节点处采用焊接定位钢筋及主筋定位保证核
心处箍筋、主筋绑扎到位，板上部主筋采用专用马櫈，防
止主筋变形。板面浇筑时铺设钢筋保护垫板，严禁工人
踩踏钢筋，对混凝土板面采用平板振动尺二次振捣，防
止楼板细微裂缝，同时施工员采用自制楼板测厚仪，实
时控制楼板厚度。外墙穿墙套管内高外低，采用防水砂
浆封堵，外涂刷 JS防水材料，杜绝外墙穿墙套管渗水。

2、采用铝模板，控制混凝土结构施工质量。

项目采用全新的铝合金模板系统，能保证二次结
构，门垛、过梁等与主体结构一次成型，避免木模板带来
的混凝土质量常见问题。铝合金模板体系分为：模板系
统构成混凝土结构施工所需的封闭面，保证混凝土浇灌
时建筑结构成型；附件系统为模板的连接构件；支撑系
统保证楼面、梁底及悬挑结构的支撑稳固；紧固系统保

证模板成型的结构尺寸，在浇注混凝土过程中不产生变
形、模板不出现涨模、爆模的现象。

3、改进砌体方式，优化二次结构。

采用 BIM软件对砌体进行排版，砌筑现场张贴砌
体排列图，直观了解砌筑规格及尺寸，根据软件统计尺
寸，集中加工再运送到楼层，提高砌块加工质量，水电预
埋管线事先安装，砌筑时按照位置砌入墙内，避免二次
开槽。

4、强化起重设备安全监控，保障安全生产。

塔吊等大型设备，由总承包公司自行采购、自行安
装一体化管理，塔吊采用吊钩可视化运行、检修生命绳、
定型化附着平台等措
施。

5、外脚手架定型
化防护，提高工艺质
量。

脚手架采用定型
钢制跳板，刚度好，可
多次重复利用；连墙
件采用定制标准化预
埋，减少装修施工阶
段外墙孔封堵不好造
成渗漏问题。

6、采取红外预警
技术，提高高处作业
安全系数。

楼层、临边、等危险部位设置红外线预警，时刻提醒

操作工人安全防范意识。
7、推进绿色施工，节约能源。
扬尘综合治

理、雨水收集及循
环利用、垃圾回收
及利用、太阳能节
能应用、节材措施
综合应用。广盛建
设和民族建设正
用环保的施工方
式，在生态宜居的
黄家湖畔雕琢沁
园。

8、二维码技
术在工程管理全
过程中的应用。

将施工平面
图二维码化，使建
筑中的所有构件
具有唯一身份，从
而实现施工过程
中的质量、安全检
查管理定位，通过
与现场实名制系
统进行对接达到
质量安全全程可
追溯，实现提高工
程质量的目的。

通过以上技
术的观摩，学习了同行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开拓了生产
管理一线项目经理的眼界，对于提升蓝天建筑公司的现
场管理水平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也为蓝天建筑打造绿
色工地，实现环保施工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2 管理视点 2016年 9月 30日 星期五 投稿邮箱：200646811@qq.com

蓝天建筑参加 2016 年湖北省建设工程
质 量 安 全 现 场 观 摩 会

怨 月 远 日上午，中建三局投资建
设的十堰地下综合管廊项目 圆园员远 年
“质量月”启动会暨现场观摩会在机
场路东段管廊工程现场召开。蓝天建
筑公司在生产经理组织下，由公司巡
视员带领组团参加了此次观摩学习
活动。

启动会上，湖北省十堰市住建委、
投资建设方中建三局分别对质量月的
活动进行了详细部署。十堰市住建委

对管廊项目前期质量、安全文明施工
管理工作进行点评，要求参建单位发
扬工匠精神，精心策划、真抓实干、多
创精品。

本次观摩以专项讲解、亮点展示、现
场观摩等载体和形式，全面展示十堰市
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在质量管控、新技术
运用、绿色施工、人文关怀等方面做出的
探索和突破，样板引路、无人机监控、GIS
技术运用、设备管理信息化等亮点精彩

纷呈，可圈可点。
据中建三局十堰区项目负责人赵小

军介绍，本次“质量月”活动契合了十堰
“质量月”活动精神，对强化全过程质量
控制，提升供给侧质量水平，彰显施工单
位风采，提高质量意识和品牌意识具有
重要促进作用。

此次观摩会系中建三局西北公司首
个基础设施项目现场观摩会，不仅有效
展示了公司施工工艺、在基础设施领域

取得的丰富经验，打响企业转型的先锋
战，也借质量月之际，通过现场观摩发挥
质量示范引导作用，不断提升施工质量
管理水平。

蓝天建筑公司参加此次观摩会的同
事均表示，“观摩中感触很深，项目的很
多亮点令人难忘，我们要以观摩项目为
标杆，将其中可借鉴的经验、行之有效的
措施，运用到五堰新项目的施工过程中，
不断提升质量管理水平。”

２０１６ 年十堰市建设工程“质量月”活动启动
暨地下综合管廊项目现场观摩会顺利召开

综合管廊外部 综合管廊内部 施工人员现场教育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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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忘 初 心
经营部 王 迪

生命若歌，起伏跌宕。时光似
水，依旧潺潺。转眼又从炎热的夏
季进入了凉爽的秋季，时间总是
这样在每个不经意间溜走，对于
未完成的目标也许什么也没留
下，只留下点点付出中的记忆。因
为没有达到目标也许就会不被承
认付出努力过。但是我们要抱着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态度去生
活，去努力。

生活、工作中的每一位成功者
都是最后坚持初心的人，不被困难
和失望所打败。对于每一件事情我
们都要抱有积极的心态去对待，就
像我们看着秋季的落日有的人会
发条说说配图“夕阳无限好 ,只是
近黄昏”，有的人却会发条说说配
图“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
一色”，同一张图片积极的人眼里
是美景，消极的人眼里是悲哀。所
以我们要抱着积极的心态去完成
初定的目标，相信每一位成功者都

来自于正确的坚持。
今年首富王健林很火的一句话

“先定一个小目标,比如先挣它一个
亿”，当然我们只引用前半句，先定
一个小目标在短期内能完成，给自
己鼓励，循循渐进，久而久之目标也
就达到了。相信我们自己的努力与
付出，连爱因斯坦都说过天才等于
99%的汗水+1%的灵感。所以我们
只要努力了坚持了就一定会成功。

勿忘初心，方得始终。

一、皮肤感染：秋季，皮肤
易被病源寄生虫和蚊虫叮咬，
出现红肿且奇痒，搔抓后可继
发细菌感染，出现脓疱疮（疹）
等，所以，被蚊虫叮咬之后切不
可抓搔，可涂抹风油精、清凉油
消肿止痒。

二、肺炎秋燥症：入秋时
节，因湿度降低而出现秋燥。而

秋燥对人体危害
最大的部分是肺
部。因此，应积
极加强锻炼，增
强肺功能，预防
肺炎的发生。饮
食方面调养也是
一种积极的因
素，应少吃辛辣
食物，多吃养阴
润肺的食物，如
梨、萝卜等，以增
强肺部的水分。

三、感冒：由
于秋季气候忽热

忽凉，是伤风感冒的多发季节。
因此，要遵循“耐寒锻炼从初秋
开始”的规律，注意随天气变化
及时增减衣服。已感冒者可用
连根葱烧豆腐吃，效果极佳。

四、气管炎：秋季是慢性气
管炎的高发期，它对气候的变
化较敏感，且适应性差，易因上
呼吸道感染而发病，因此要针

对气管炎反
复发作、迁
延不愈的特
点，积极配
合治疗。秋
季 草 枯 叶
落，空气中
过 敏 物 较
多，这也是

诱发气管炎的病因之一。故应
避免与过敏因素接触。另外良
好情绪能增强机体免疫力和抵
抗力，要改善居室环境，空气要
流通新鲜，没有烟尘污染。

五、胃病复发：每到秋季，
人体受到冷空气的刺激，血液
中的组胺酸增多，胃酸分泌增
加，胃肠发生痉挛性收缩，自身
的抵抗力和对气候适应性下降
所致。此外由于气候转凉，人们
的食欲随之旺盛使胃肠功能的
负担加重，导致胃病的复发。此
类病人除了注意保暖
之外，应当进行体育锻
炼，改善胃肠道的血液
循环，减少发病机会，
注意膳食合理，少吃多
餐定时定量，戒烟禁
酒，以增强胃肠的适
应。

六、关节炎：时入
秋季，一方面暑湿蒸
腾，另一方面又寒意袭

人，极易发生外寒内湿的关节
痛症。因此患者应注意防寒保
暖，尤其是大汗后不宜立即接
触冷水或用冷水洗澡，有关节
炎症病史者，可选食猪蹄炖海
风藤、木瓜鸡蛋酒，可祛风通
络，化湿止痛，还可用当归、鸡
血藤、桂枝、杜仲等煎汤药浴，
对防止关节痛发作有积极治疗
作用。

七、秋雨病：秋天下雨，气
压低，湿度大，可对人的血压、
血沉、尿量等产生影响，使有些
人出现沮丧、抑郁情绪。湿度大
的天气有利于细菌的生长繁
殖，会大大增加人体患伤寒、痢
疾、各种消化系统及皮肤病的
机会。克服秋雨天气对人的影
响，一是加强人体对环境的适
应能力，二是根据天气采取适
当的预防措施。

（行政部）秋季应要严防的几种常见疾病

我们经常会听到上一
辈给我们的箴言：“没事别
麻烦别人。”于是很多善良
的人们，从来不爱请别人
帮忙，认为麻烦别人是错
误的。但是，这类“好人”的
人脉网络，却往往单薄。因
为当我们不需要别人的帮
助时，就缺少了建立关系
的缘由。

闲暇时看到一则故
事，觉得很不错，把他分享给大家。是一则
被人称为“富兰克林效应”的轶事，故事主
要内容是：

有一次，富兰克林很想与宾夕法尼亚
州立法院一个议员合作，但这个议员是个
难缠的铁石心肠的人物。

如果你是富兰克林，你会如何处理？看
看那个议员有什么需求？找个中间人？还是
“不打不相识”跟他干一架？富兰克林用了另
外一招。

他知道这个议员的私人藏书中有一
本绝版的稀世图书，于是就询问议员是否
能把那本书借给他看两天。议员同意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正如富兰克林所描写的：
“当我们再次见面时，他对我说话了（他以
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而且很有礼貌。后
来，他还向我表明他随时愿意为我效劳。”

富兰克林把他借书所带来的成功归
结为一条简单的原则：“曾经帮过你一次
忙的人会比那些你帮助过的人更愿意再
帮你一次忙。”换句话说，要使某个人喜欢
你，那就请他帮你一个忙。

富兰克林效应的原因也很容易理解。
人们愿意帮助自己喜欢的人，当请求对方
帮忙时，你在给对方一个暗示：“我就是你
喜欢的人啊。”于是，对方就被催眠了。你
们俩也就成了小伙伴……

不过，当看到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
时，有的朋友就会想：原来麻烦别人也
能交人脉啊？那太好了。我要买辆车，管
人借个十几万，不但能开个好车，还能
交个人脉，还省好多钱，真是一石三鸟
啊。

这是一个很错误的想法。你把这个麻
烦抛出去，那就真的是个麻烦了。别人不
会因为这个忙而跟你成为朋友。他们的回
应是：“药别停。”

因此，我们要知道什
么样的忙是可以请求别
人帮的。

首先，这个忙不会给
对方造成真的大麻烦。否
则对方会马上建立防御：
你小子到底想从我这儿
得到什么？

其次，尽量不要涉及
金钱这样的利益关系。人
脉更多是一种个人感情，
一旦牵扯可以精打细算
的利益，就会变成劳资、
雇佣、购买的关系。即便
真的有利益关系，那也最
好不要将这种帮忙看作
是搭接人脉，而把它看作
一个契约。

最后，一定要及时
还。人际关系的核心行动是“来往”。《围
城》里讲最好的谈恋爱的方式是“借
书”，因为有借就有还，这样就有了“来
往”，一来二往就暧昧了。建立人际网络
的方式同样如此：你麻烦了朋友一次，
算是借了一个人情，人情总要还的，当
下次再还的时候，关系就更近。

好
的
人
际
关
系
是
通
过
﹃
麻
烦
别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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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进入你选择的企业时，你
是否已想清楚。你应当怎样积蓄力
量，为自己插上坚实的翅膀。开始
接触你最先选择的岗位时就应该
要有干好这份工作或我已准备接
受任何挑战，相信自己能做好这份
工作的坚定信念，应当让自己去磨
练，学会在任何环境中和过程中开
拓眼界，不断成长。工作岗位之所
以让一些人游离不定、止步不前大
多是因为他们定力不够或对自己
估量不足，面对诱惑失去理智判断
或冲动性决定，这些都是造成我们
工作中困惑而不得其法，又无法突
破和超越现状的根结所在。

只要全身心的投入，心无旁骛
的把事情做好，你就是在成长，你
付出的就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相
信收获离你会更进一步，你距离目
标就在咫尺之间。其实作为个人的
我们，应当有点阿 Q 精神，过于计
较是因为自己经历的太少，包容性
不强，宽容性不够，修练的还不到

家。一个人能够获得很多，就是因
为计较的少。

环视你周围的人，他们在工作
时，做好是什么样，做的欠缺又是
什么样，然后对照分析一下自己，
认清自己应当如何去做，不足和差
距就出来了，更不要说自己这个不
会，那个不行，其实人生就是在选
择，你在工作中也是这样，在选择
中判断，在判断中选择。经过不断
的积累，让你的判断接连的延续。
但应记住，今天生活和工作状态都
是由你前面的积累和判断决定的。

如今市场大环境的改变，要
求我们蓝天建筑公司必须要顺应
潮流，加强自身“内功”的修炼，只
有自身强大，质量过关、品质过硬
才能立足于建筑市场。同样，公司
的上升诉求也要求我们每一个
人，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综
合能力，与公司一同进步。只有这
样公司才不会被市场淘汰，我们
才不会被公司淘汰。

一点感悟

质安部 王 鹏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mailto:200646811@qq.com
mailto:200646811@qq.com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