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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十堰建市 50周年大庆，
新中国通过七十年的努力拼
搏，使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人民
生活安居乐业。十堰从深山小
镇到区域性中心城市，50 年华
丽变身现代车城。

如今十堰建筑行业的标杆
企业—十堰蓝天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正是乘国家改革开放的
东风，伴随着十堰的高速发展、
日新月异一路走来，不断成长
的企业。

十堰蓝天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成立于 2007年，公司得益于
党的好政策，从 2007 年的“起
步晚”到 2017 年“发展快”，十
余年时间里，公司迅速成为一
家集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金
融贸易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从注册初的三级企业跃升为三
项国家总承包一级资质、五项
二级资质，拥有四百余专业技
术人员，年提供 1500余农民工
就业岗位，公司承建的工程合
格率达 100%，优良率达 95%以
上。
乘风破浪 十余载历练创辉煌

“千年潮未落，风起再扬
帆。”转眼间蓝天建筑已走过 12
个年头。回首尘封的往事，打开
记忆的闸门，大家感同身受，百
感交集，感慨万千。相同的梦想
与追求，相同的经历与艰辛，相
同的创业与拼搏，相同的成功
与喜悦，共同走过平凡而又伟
大的年代。

目前，十堰蓝天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累计获得“楚天杯”、
“武当杯”等建筑工程奖达 80
多项。连续多年被评为“湖北省
先进建筑企业”、“湖北省守合
同重信用企业”、“湖北省安全
标准化示范工地”、“湖北省优
秀农民工业余学校”、“十堰市
先进建筑企业”、“十堰市 A 级
建筑企业”“十堰市积极纳税大

户”、“十堰市文明单位”、“十堰
市诚信榜样公益慈善双十佳单
位”、“十堰市慈善爱心突出贡
献企业”、“十堰市百强企业”。

一切伟大事业的开始都是
看似平凡的一群人。勤勉中，开
始耕耘，坚守中，开始蜕变。诚
实守信、诚实做事：当誓言变成
信仰，建筑就是蓝天人最好的
表达。
“严谨、安全、精细、创新”

的蓝天品质渗透到每一处施工
现场，每一个平凡岗位。我们坚
信：唯有匠心，方能抵达初心。
为此，公司对施工现场严格执
行“三检五控”制度，坚持每周
项目巡检制，无论是施工细节、
材料采购还是新工艺的运用，
都要求严苛、一丝不苟。同时，
我们在行业中率先建立了 VI
模式化管理，公司先后制定了
行政、人事、财务、生产、经营等
32钟管理制度，只为带来点点
滴滴的品质升华，引领建筑行
业新标杆。品质建筑带来生活

温度。我们选择多一份担当，我
们坚持多一份执守，用多彩蓝
天建筑去点亮更多蓝天人的生
活。在蓝天大家庭中，公司定期
为先进部门、先进个人和优秀
班组发放奖金和免费旅游；定
期组织员工培训和外出观摩考
察；定期为员工免费体检；
举办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一杯热水、一声问候；一同
历练、一起成就。我们看到
的是蓝天人与蓝天建筑的
步步相随、惺惺相伴。

行稳致远，“蓝天”为十
堰建筑品质代言。从建造到
管理，从投融资到运营一体
化，完善的专业施工能力、
高效的资源调配体系、标准
化和信息化的管控手段，已
经成为蓝天建筑优质高效
履约的核心竞争力。伟大时
代造就了蓝天铁军队伍，蓝
天铁军创造了蓝天伟大时代。
过去的岁月一起走过，未来的
岁月，大家也必将继续同行。郭
彬同志常说：“把蓝图变为现
实，是一场新的长征。让我们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引领下，踏上新的征程，
肩负新的使命，站在新的高度，
实现新的跨越，创造蓝天建筑
更加辉煌的伟大时代。”
反哺社会 知恩感恩做公益
尽其心，知其性。知其性，

则知天。传统文化的浸濡滋养
着善良的灵魂。

蓝天建筑在发展自身的同
时，也时刻不忘自己的社会责

任，奉献爱心。十八届五中全会
党中央提出了在 2020 年消除
贫困的目标，茅箭区走在了精
准扶贫的前列。

按照公司统一布署，先后
出资成立市一中蓝天慈善班、
建立湖北汽院蓝天助学金、蓝

天希望厨房、蓝天心灵氧吧，蓝
天亲情家园等一系列慈善活
动；向汶川特大地震、十堰 8·
6特大洪灾捐款捐物、向郧西精
准扶贫累计投入达 500 余万元
以上，蓝天人永远在精准扶贫、
慈善公益的路上砥砺前行。
玉汝于成 整装待发续经典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倘若

要编撰一部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来中国建筑业发展简史，蓝
天建筑这 10 余年的发展轨迹
无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郭彬同志作为蓝天建筑的董事
长，他的一言一行始终影响着
身边的每位同事和朋友，他用
自己的人格魅力诠释了蓝天建

筑人的品行和风采。
12年历程，蓝天人一起相

伴。有多少艰辛和大家一起度
过、一起承受，有多少快乐和大
家一起享受、一起感动。每一段
艰辛，都刻录着彼此成长的年
轮；每一次收获，都增添了大家
奋进的自信。无论成功还是失
败，大家始终同呼吸、共命运，
不离不弃，一同走到今天。

12年血脉，蓝天人一起传
承。12年的奋斗，奠定了蓝天的
宏大基业；12年的历练，铸就了
铁军的优秀基因。蓝天的事业
在承前启后中蒸蒸日上，铁军
精神在代代传承中生生不息。
这些精神经过实践的冶炼和时
间的打磨，已经成为铁军之魂，
它厚植于创业的土壤，律动于
时代的脉搏，融化于员工的血
液，凝聚于企业的使命，成为支
撑企业大厦的精神脊梁，稳固
企业基石的思想根基，推动企
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12年的坚守，蓝天人战略
驱动，求创新；技术立业，展雄
风；质量为先，造经典；人才强
企，蓄力量；文化兴起，铸辉煌。

12年风雨兼程，12载洗尽
铅华，经过几代人的奋发图强、

不懈努力，迅速发展成为以集
建筑施工、金融贸易、房地产开
发于一体的综合现代化企业，
成为十堰建筑行业的标杆典
范、领军企业。

12年书写辉煌，蓝天人以鲲
鹏之志一起创造。一次次在走
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一次次在
跃升中美丽转身。每一次跃升，
都足以令人刮目；每一次转身，
都足以令人动容。信心满满的
蓝天建筑人来不及回望感慨，
来不及心灵激荡，来不及见证
荣耀，便整装再出发，开启新征
程，朝着现代化集团进发，朝着
伟大企业腾飞！

壮丽 70年 奋斗新时代
砥砺十余载写春秋 而今“蓝天”正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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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1日袁 十堰蓝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会成员分别率队到震洋贵府尧湖北锂诺新
能源项目施工现场袁为一线的员工和工友们送
来了防暑降温饮品袁表达真挚的问候和关心遥
在项目现场分别由公司生产副总王锟尧项

目经理王兴国向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袁公
司管理层向员工们表示亲切的慰问遥并亲自给
员工们送上降温物资袁叮嘱大家院在保证完成
施工任务同
时袁要做好高
温期间的防
暑降温工作袁
注意安全文
明施工遥希望
大家坚定信
心袁积极应对
挑战袁克服各
种困难袁保生
产尧 保目标尧
保安全袁努力
实现项目施
工目标遥

在慰问现场袁项目管理人员还现场组
织工友进行了全员大会式安全教育活动袁
进一步提升了一线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
防护意识和专业技能遥

来自公司的关心和慰问袁如同一阵清
凉的风袁让一线员工和工友们顿感暑热消
减袁一声声问候和叮嘱袁让项目现场的员
工和工友心中感动袁倍受鼓舞遥 高温天气
仍将延续袁蓝天建筑人将把公司关爱化作
工作动力袁一如既往地坚守岗位袁战高温袁
保生产袁 为实现项目施工目标全力以赴尧
努力工作遥

蓝天建筑工会主席孙燕袁材设部部长
王锴袁
后 勤

管理人员段
成钢尧 杜萍尧
宋昀昀尧程华
平尧 王海峰尧
冯媛陪同慰
问活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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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十堰蓝天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举行年中工作会。肯定
成绩，剖析问题，并提出下半年
工作计划。

各部门负责人及分管经理
对上半年工作进行总结, 公司董
事长郭彬做了《思想再统一，力
量再凝聚，奋战七八九》的总结
讲话。他说，2019年是企业发展
加速之年，也是思想提升和品质
建设年，项目相继开工，企业发
展正处于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
关键时期。要求全员目标任务进
一步落地，以担当精神抓落实，严
格执行“三检五控”；项目管控进
一步加强，找准着力点，在逆境中

进步；人才体系建设快速落实，打
造狼性团队。针对各部门的工作
职责，对近期工作进行具体部署。

会议号召全员以攻坚克难、

敢打硬仗的精神和闻鸡起舞、风
雨兼程的奋斗姿态，推动各项工
作持续健康发展，为圆满完成全
年目标奠定基础。

蓝天建筑举行年中工作会

高
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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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到
一
线

炎
炎
夏
日
送
清
凉

本报讯 9 月 12 日，十
堰市企业信用协会成立暨第
一次会员大会在武当国际酒
店举行。十堰蓝天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董事长郭彬同志当选协
会副会长。

十堰市企业信用协会是十
堰市天天企业征信有限公司、

绿盾征信(北京)有限公司十堰分公司、东方
安卓(北京)国际信用评估中心有限公司十
堰分公司共同发起，广泛吸收我市诚实守
信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及个人组成
的地方性、专业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该
协会将积极推广信用产品社会化应用，促
进信用建设互联互通，建立健全社会信用
奖惩机制，营造诚实、自律、守信、互信的社
会文明环境。在生产、流通、金融、税务、商
贸领域、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物流、电子商
务、中介服务、广告传媒、企业诚信管理制
度等领域，提供专业化征信服务和交流。发
挥各信用主体积极性，积极开展信用建设、
信用研究、信用交流、信用合作、信用培训、
信用服务、信用自律等功能，协助政府部门
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本报讯 2019年8月29日下午在市堰丰大酒店七楼
会议室全市70家非公企业代表出席了十堰市非公企业和
社会组织工会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十堰蓝天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孙燕当选联合会经费委审查委员会
委员。

热烈祝贺郭彬董事长当选“十堰市企业信用协会”副会长

致：十堰蓝天家人们
爱在十堰蓝天，公司给予十堰蓝天家人们无

限的关怀，在这个大家庭里，我们能深切的感受到
爱与温暖。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为了让员工
过一个快乐祥和的中秋节，十堰蓝天工会提早就
准备了精品月饼，提前为大家发放中秋福利，员工
们个个笑逐颜开，一件件中秋礼品代表着美好祝
愿，传递着十堰蓝天浓浓的关爱。

这个中秋国庆小长假，在大家享受假期、外出
旅游、逛街购物、亲友聚餐时，十堰蓝天仍有很多
一线的同志依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坚守，
他们是这个节日里最美的风景。

十堰蓝天自成立以来，每逢中秋、端午、春节
等传统节日，都会组织员工集体会餐并发放福利。
多年以来，十堰蓝天始终传承“家”文化，坚持不懈
地为员工打造一流的工作、生活平台。除了在各种
节日期间为员工准备丰富的福利以外，还每年组
织员工外出旅游、晚会、运动会、培训会等活动，丰
富员工的文化生活。

『

月
满
中
秋·

爱
在
蓝
天』

9月20日，郧西县马安镇惠
家河小学彩旗招展，鼓乐阵阵，
在明媚的秋阳里，青山绿水作
证，十堰市建筑业协会将价值3
万余元的教学用品捐献给该校，
蓝天建筑董事长郭彬作为常务
副会长单位参加此次活动。

长期以来，市建筑业协会积
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以精准扶贫
为己任，大力实施就业扶贫、产
业扶贫、消费扶贫、教育扶贫。惠
家河小学地处偏远山区，条件简陋，在
了解到该校急需一批教学用品时，协会
斥资3万元购买了电脑、打印机、空调
等，当日送达并安装到位。

马安镇中心学校校长柯昌英在捐

赠仪式上动情地说，献出的是爱心，凝结的是期望，
马安全体师生将无价的真爱化作奋进的力量，在脱
贫攻坚的征程中献上珍爱之心。

协会一行代表们亲切勉励同学们努力学习，走
出大山，建设美好家园，让希望的种子生根发芽。

情系贫困学子 筑建辉煌人生
十堰市建筑业协会向惠家河小学捐献教学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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