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认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让主题教育在立行立改中取得实
效，10月 16日上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特意邀请 10
余位社会代表走进中心共同见证公共资源
交易全过程，蓝天公司董事长郭彬应邀出席
此次活动。

代表们走进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

大厅、评委抽取室、封闭评标区、监控室观
摩、见证公共资源交易全过程。在认真见证
每一个交易环节的同时，代表们就网上开
标、专家抽取、远程异地评标等关心的热点
问题进行了询问，现场工作人员当场进行了
耐心解答。代表们对网上“不见面”开标、“零
跑路”服务、全流程电子化的便捷给予了一
致好评。

11月 22日下午，由十堰市委市
政府组织的十堰市汉十高铁试乘体
验活动在高铁十堰东站起航，来自全
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家代表、
劳模代表、离退休老同志代表以及学
生代表参加本次活动，蓝天建筑董事
长郭彬作为政协委员代表应邀参加
此次活动。

汉十高铁是国家规划的福银
（福州—银川）高铁和在建武西 （武
汉—西安）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汉孝城际铁路孝感东站引出，经孝
感、随州、襄阳、十堰
等地，全长 399公里，
设计时速 350 公里，
设孝感东、朋兴（预
留）、云梦东、安陆西、
随州南、随县、枣阳、
襄阳东、隆中、谷城
北、丹江口、武当山
西、十堰东等 13个车
站。沿线经过黄鹤楼、
炎帝神农故里、隆中
国家风景名胜区、南
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丹

江口水库、武当山等风景名胜，是一条
黄金旅游观光线路，被称为“湖北最美
高铁”。

汉十高铁作为武汉至西安高铁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湖北省内连接武汉、
襄阳、十堰、随州的重要区域性快速铁
路，将成为沟通华中与西北地区、东南
沿海的重要通道，将对促进“武汉城市
圈”与“襄随十城市群”的融合发展，带
动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推动中部
地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动
力支撑，产生深远影响。

12月 12日，市政协提案委到我公司走
访市政协委员，并就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集
体提案征集工作进行座谈调研。

座谈会上，提案
委主任杨宝昌通报
了市政协集体提案
征集工作座谈会精
神，介绍了提案委拟
定选题内容，主要就
市建筑行业发展等
方面进行调研，大家
就建筑行业发展现
状、存在的问题及意
见建议作了深入沟
通交流。

随后，市政协委
员、蓝天建筑董事长
郭彬表示，将积极配
合支持提案委做好

集体提案撰写前的调研工作，从专业角度分
析问题、找准原因、提出有价值、有份量的意
见建议，为市建筑行业发展做出积极努力。

企业理念·以至诚为道 以至仁为德

经营宗旨·重人才 拓市场 重信誉 保质量

企业精神·锐意进取求创新 仁爱守信求共赢

企业价值·持续为社会、为企业和员工创造更大财富
十堰蓝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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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提案委围绕集体
提案到我公司走访调研

立行立改取实效，打造阳光、
透明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高铁来啦……
董事长郭彬参加十堰市

汉十高铁试乘体验活动

2019年 11月 20日上午,十堰
市建筑业协会会长魏以金带队，常
务副会长、秘书长及秘书处工作人
员一行 4 人赴宜昌市建筑业协会
交流学习。宜昌市建筑业协会会长
陶加林、副会长周选贵、常务副秘
书长殷国庆及秘书处全体员工参
会。

宜昌市建协会长陶加林介绍
了本协会的基本情况，围绕协会政
策服务、金融服务、科技文化服务、

法律服务这四个服务提出交流观
点，强调协会以行业自律公约为中
心、为准绳开展工作，宜昌市政府
出台的高质量发展文件为建筑业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营
造了良好地营商环境。双方就目前
建筑行业面临的种种问题提出交
流主题，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互
相学习分享了一些工作经验。

蓝天建筑董事长郭彬作为常
务副会长，参加此次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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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9月 30日，蓝天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召开第三季度员工工作会，会
议在全员诵读《蓝天理念》合唱司歌《梦
翔蓝天》中展开，并为 7-9月过生日员
工举办了热闹的生日会。会上新员工做
了自我介绍，各部门负责人及分管领导
依次做了三季度工作任务总结及后期
工作计划部署的汇报，董事长郭彬出席
会议并讲话。

郭彬指出，今年是公司经营发展第
三个五年的加速之年，是全员思想提升
和品质建设年。公司为实现这一目标出
台了一系列的工作部署和工作要求。但
是，通过前面各部门的工作总结发言和

相关工作通报，从前三个季度运行
情况看，虽然公司经营指标达成情
况相对较乐观，取得了一些成绩，但
是离实现预定目标依旧任重而道
远。要求公司全员上下发扬“不畏艰
险、勇攀高峰”的精神，树立争分夺
秒的意识，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做
好“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冲刺，用
实际行动去诠释责任和担当，去落
实各项指标和任务，紧密团结在公
司周围，齐心协力，做到持续发力、
坚守底线、不懈奋斗，力争在最后一
个季度赶超全年目标，推动公司各
项工作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持续发力 坚守底线 为实现年度目标不懈奋斗

蓝天建筑召开第三季度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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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洋贵府项目从 2019年 3月完成项目部组建以来
不等不靠因地制宜，主动出击，取得了多个工点全面开
花，齐头并进的局面。截止到目前，已完成全部基础结
构。一二三单元已完成标准层十四层结构，九、十单元施
工至地下室正负零结构，总共完成建筑面积约
70000m2。

工程建设伊始，项目部全体人员全力以赴投入到紧
张的工作之中，在率先搞好了驻地建设之后，又积极参
与对外协调并及时做好设备进场安装试运行等施工准
备工作，由于工作主动，行动迅速，抢占了
先机，打响了 2019年公司项目建设的第
一枪；项目部主管领导王锟精心组织、勇
于开拓，带领项目部员工克服了雨季施
工、施工作业面狭小、交通高峰期材料运
输受阻、协调难度大等诸多困难，积极开
展工作，严格内部管理，加强协同作战，项
目施工形象一直在工程全线名列前茅。

震洋贵府项目从开工至今，全年质
量管控平稳、有效，得到了甲方、监理以及
兄弟单位的肯定和褒奖。在质量控制上，
各参建班组、各项目管理人员均能真实履
行公司的“三检五控”制度，其中钢筋班在
质量管控上脱颖而出，值得公司其他在建
班组学习。同时我项目结构施工中的两大
重难点，型钢混凝土、转换层施工已全部
完成，未出现任何质量、安全事故，充分说
明项目部及班组在质量管理上采取了全
面、全员、全过程的“三全”质量管理。

在加强现场施工与工程
质量管理的同时，项目部特别
注重了安全管理工作，每周的
自查、巡检和每日班前例会已
经形成常态，对发现的问题现
场立即整改已形成共识，发现

安全隐患绝不放过，把一切不利于安全生产的因素扼杀
在萌芽阶段。在特殊时期，例如汛期期间，我们制定了防
洪抢险应急预案，并及时传达给各个施工队伍，精心部
署做出严格要求，表明了项目部必须保安全、杜绝事故
发生的态度和决心。开工以来，我项目部未发生一起责
任安全事故。

在文明施工、场容管理以及项目整体规划布局上，
基本实现了项目前期的初步设想。特别是在围挡及大门
设置、安全通道布局、扬尘治理规划、外架防护及标语标

识宣传上，集全体智慧做到了“有思路、先方案、再执行”
的工作模式。

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是项目管理重心，随着 1、2、3、
9、10单元全面建设，结构、砌体、装饰装修的立体交叉
施工，安全文明施工管理非常严峻。为此，公司要求项目
部加大安全宣传、教育、检查力度，对危险性较大的施工
部位，管理人员要旁站督导。以日常巡查、专项验收、“周
六巡检”、月旬专检相结合来消除安全隐患。在管理体系
上，落实“一岗双责”和安全管理补位，做到管施工的必
须管安全。还通过违章曝光、违章处罚等形式加大宣传
教育力度。

工程建设要一流，企业文化的建设也争创一流，项
目部管理层非常注重项目精神文明的建设，从各方面积
极推进工地文化建设，极大地丰富了职工的业余生活。
项目部定期组织员工培训学习，坚持每月 5、15、25日召

开安全生产会议制度、坚持每日班前例会
制度和每月大会式全员安全教育制度，弘
扬企业文化，交流生产信息，丰富职工业
余生活搭建了一个较好的平台，受到了上
级领导和项目部员工的一致好评。

2019年 8-10月，公司承建的震洋贵
府项目在安全管理、文明施工、工程质量
等工作中表现突出，在建设、监理、施工单
位组织的检查评比活动中连续三次被监
理单位、建设单位评为第一名，分别受到
了甲方和公司的通报和物质奖励。

我们将戒骄戒躁、合理安排、加快进
度，严格按年度总计划、月度任务书去落
实和执行。同时项目部对砌体工程、后续
装饰装修分包、装修材料采购等提前计划
和衔接，确保竣工交付总目标的如期兑
现。我们一定能击鼓奋进、爬坡上行，为实
现震洋贵府项目的年度整体目标做出我
们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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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0日，湖北锂诺新能源项目部传来喜讯，
项目主体结构顺利通过验收，共计 11万平米。项目
现进入内外墙抹灰装饰
阶段，室内水电、消防、
通风工程全面铺开。

蓝天公司始终坚持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
方针，认真践行“关爱生
命、以人为本”的安全管
理理念，并建立可量化、
可操作、可评估的质量
管理目标。

该工程全部为高跨
混凝土现浇结构，一次
性全面施工，在施工难
度大、周转材料多、安全
风险高的情况下，项目
部全体人员克服重重困
难，严格执行“三检五
控、六管理、两协调”的
管理制度，实现了无事
故、质量优、速度快的目

标任务，为公司的全面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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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靠、不懈怠、共奋进、勇争先
———震洋贵府二期项目工程建设实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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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靡全球的电影《阿凡达》中潘多拉
星球那星罗棋布漂浮的群山无不令人为
之向往，而潘多拉星球取景地就在湖南
美丽的张家界森林公园，今年蓝天公司
组织员工 2019年先进游，就将目的地选
择在了美丽的张家界。

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优秀员工的足
迹，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次旅游的美好时
刻吧。

和蓝天一起出发啦

襄阳中转的接风宴

调皮的总是猝不及防的剪刀手

雨后的的天门山白茫茫一片，站在
山顶，放眼望去，层峦叠翠的山峰几乎淹
没了。茫茫云海铺满天际，宛若人间仙
境，自己就像是腾云驾雾的仙人一般。雾
里看山，看不真切，若隐若现。空气中弥
漫着最清新的山水味，忍不住大口大口
的呼吸起来，让人觉得神清气爽。

不多不少，一张就好

最美的不是旅行的风景，而是一起旅行的你

蓝天员工好福利，
带薪旅游赏湘西。
武陵源里黄龙洞，
定海神针万年滴。
袁家界上石峰林，
十里画廊百丈梯。
最是魅力舞台剧，
刀山火海赶尸奇。
沱江凤凰夜景美，
夯吾苗寨品银食。
天门山中天门洞，
玻璃栈道悬峭壁。
蓝天团队行天下，
礼仪风采人人夸。
扎扎实实齐努力，
来年争先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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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风景给最优秀的你们

蓝天建筑 年员工先进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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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十里 不如你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醉美风景

一直以来，蓝天公司坚持以人为本的管
理理念，视员工为公司发展的核心力量，多
次组织旅游活动，不仅是公司对员工努力工

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员工的深切关怀。永
远在路上，永无止境，没有繁琐的计划，没有
沉重的负担，只有最纯粹的态度，来一场难
忘的奖励旅游，不仅拉近了员工之间的距

离，增进了员工之间的友谊，让员工在“积极
工作，快乐生活”的文化氛围中，感受公司对
员工的关爱之情，同时也营造出企业团结向
上的氛围，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使员工开拓了眼界，陶治了情操。越努力，越

优秀，蓝天家人们，向着优秀员工前进吧！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
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
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沈从文）。有些地方，
美到极致，即使被人描摹了千万遍，也抵
挡不住内心对它的向往和憧憬。凤凰古
城，我们来啦……

美女与野兽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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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人跳了支“舞”，火遍朋友圈，轻松治愈百万人！
近日
抖音上一条视频
无意间击中了不少人
内心最柔软的深处

夜幕降临的重庆街头
华灯初上
一位微胖的中年男子
戴着黄色安全帽、穿着建筑工服
像个孩子一样，脚上装着“弹簧”
踏着欢快的“舞步”走在路上
虽然看不清他的脸
但给人的感觉就是
乐观、快乐、向上……

就像网友 @楊为这条视频配的文字：
或许这就是人生应该有的状态吧 #

下班路上

视频传开后，无数网友为他点赞
@会飞的算盘：看着他跳得很快乐，为什
么我自己却感动得想哭。
@云淡风轻：生活向他露出了“獠牙”，他
给生活跳了一支舞。
@言身寸：不要太在乎别人心里的自己，
觉得对的就要努力拼命去做，停止抱怨，
保持微笑。
@Crush：他心里可能在想：今天工作忙完
啦，我回家可以洗个热水澡，吃自己喜欢
的食物，然后可以好好睡觉做个美梦啦。
今天又是开心的一天呀！希望大家都开
心啊。

这位“网红”大叔叫杨才明，今年 57岁，
在重庆照母山星光隧道附近的工地上做
木工。
为什么每天可以这么快乐？
听听他怎么说 ~
“平时下班都喜欢蹦蹦跳跳的，
还像小时候那样。”

“上班觉得累了嘛，
下班就轻松一点啥。”
“我平时没得啥子焦头的，
没得啥子不开心的事情。”
“我遇到烦心的事情都不记，
唱首歌就是了啥。”
“人生短短几十秋，
不唱山歌不罢休，
要是遇到烦心事，
唱首山歌解忧愁。”
压力再大，
请别忘记要快乐！！
（转自华龙网 -新重庆客户端、人民网）

3 员工天地

爱在冬季
我的母亲今年七十岁了。两年前我爸爸被

查出直肠癌，一年后去世。爸爸走后，妈妈一个
人在老家生活，她养了一头牛，三头猪，七只
鹅，十只鸡，还种了七八亩地。

上个月 21号，妈给我打电话说她浑身发
冷、肚子胀疼！我当时认为是她老毛病又犯了
（以前，只要换季或突然变天，她都会虚寒发
烧，说是她年轻的时候生孩子落下的病根），没
有太当回事，加上年底工作忙，就没有赶回去，
只是请了村医去家里诊治。等到 11月 24号
星期天，我才回去接她来十堰人民医院检查治
疗。初诊结果是肝硬化并发胆囊炎，遂由胃肠
科转入肝病科治疗。

入院一周后，病情加重，大量腹水无法消
除，后经医院两次组织专家会诊，确诊为肝硬
化失代偿期且伴有十多种并发症。医院 12号
下达病情危重告知书，现已不能进食，身体自
下而上浮肿，仅靠药物维持！

得知我母亲病情后，公司领导和同事们立
即组织大范围帮扶募捐救助！母亲看到公司各
部门和各项目部的捐助场景，感动得老泪纵
横！

想想近些年来，家中接连遭受不幸，先是
父亲患病辞世，去年侄女又高位截肢，现在母
亲又病重垂危！每次公司领导和同事们都倾情
相助，献大爱，感化我心！这份恩情，我无以言
表，只能铭记在心……

常言道：父母在，不远行。考虑到父母年迈
衰老，四年前我从浙江回到十堰。幸运进入蓝
天公司，受到郭总和同事们的关心爱护，得以
维持一家四口在十堰的生计。若非蓝天公司收
留，像我这样身无一技的半路草莽，真不敢想
生活会怎样不堪！同时也幸有同学们和朋友们
真切的帮助和热心关照，让我和我的家庭能在
这人生青黄时期得以度过！

在此，我只能鞠躬致谢！谢谢公司和同事
们！谢谢同学和朋友们！谢谢所有关心和帮助
我和我家庭的人！谢谢您们！！！

常言说：滴水之恩当涌
泉相报！余生，我心永恒：心
怀感恩，心流善念，心存博
爱。努力工作，用心做事，珍
惜情缘，笃定前行！

年末岁尾，天气寒冷，但人心炙热。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十堰蓝天建筑经

营部员工王海峰母亲张小女于 2019年 12月 12日经市
人民医院确诊为肝硬化、急性肝衰竭，病情十分危急，生
命危在旦夕，急需手术治疗。王海峰家庭经济比较困难，
突如其来的病魔犹如晴天霹雳，使本不宽裕的家庭更是
雪上加霜。手术费及治疗费用需 20余万元，巨额的医疗
费使这个贫困家庭一筹莫展、万分焦虑，一下子跌入人
生低谷。

当公司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重视和关切。并

于 2019年 12月 16日向公司全体员工发起了为王海峰
母亲捐款的倡议书，希望公司全体员工伸出爱心之手，
发挥同事之间的关爱之情，帮助王海峰母亲战胜病魔。
倡议一发出，就得到了蓝天建筑广大员工的积极响应。

2019年 12月 16日下午，蓝天建筑公司组织员工
分别在公司办公室、公司项目部举行了募捐献爱心仪
式。公司领导率先垂范公司员工及项目班组人员，都伸
出了援助之手。短短半天的时间，共捐助爱心善款
14250元善款交至王海峰手上，王海峰家人对全公司员
工的善举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公司领导和各位同事对
他的帮助和信任，我将满腔的爱和情融进工作中，以后

定当竭尽所能，尽心工作，报效蓝天！”
一根火柴的光是有限的,如果能聚拢一捆火柴,它所

发出的光和热必定很大;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汇成一股清
泉就足以滋润干渴的土地……多年来，蓝天建筑始终坚
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始终关注和支持十堰的慈善
公益事业，已累计投入 500余万元支持公益事业、精准
贫等活动。扶贫济困，回报社会，用行动践行了一个责任
企业的社会担当。此次活动的举办，进一步凝结了员工
的心，提升了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相信，蓝天人将会
乘着新时代的步伐，永远让这种大爱善举扎根和传递，
创造出蓝天更加美好的明天。

病魔无情真情在，大爱无疆暖人心
———蓝天公司为患病员工家属捐款

员工感谢信

为增强团队凝聚
力，增进员工友谊，提
高员工幸福感。9月 30
日下午，蓝天建筑为三
季度生日的 10名员工
开展了一场温馨、别致
的生日会。董事长为寿
星们发贺卡、生日礼
品、举行生日聚餐。大

家其乐融融，幸福萦绕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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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会生生日日工工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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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郭彬带头献爱心

锂诺项目部组织员工献爱心震洋项目部组织员工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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