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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孙顺利出席 

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体育场屋盖钢结构首吊仪式 

12月20日，东安湖体育公园体育场屋

盖钢结构首吊仪式在成都召开。四川省总

工会经济技术部部长李龙昊，龙泉驿区住

建局党组书记、区大运办常务副主任崔坤

龙，华润置地工程管理部副总经理兼成都

东安湖体育公园项目公司总经理张亚伟，

中建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五院副

总工程师周全，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孙

顺利等领导出席了首吊仪式。参加会议的

还有来自监理单位、总包单位、媒体及一

线农名工近200余人。 

随着一声礼炮声响，成都东安湖体育

公园体育场屋盖钢结构首个重达72吨的网

格桁架顺利吊装，标志着第31届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开、闭幕式主场馆建设取得了阶

段性胜利，顺利进入主体结构吊装施工阶

段。同时也标志着钢结构安装大干100天的

劳动热潮正式拉开序幕。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孙顺利首先作

了欢迎致辞，他表示将在市政府各级领导

的关心支持下，在成都大运办的周密部署

下，在华润置地的精心策划和科学组织

下，在中建西南院、中咨监理的大力协助

下，携手总包单位及项目参建各方，精诚

协作，迅速启动各项准备工作，充分发扬

中建铁军精神，全面施展安装专业特长，

凝心聚力确保“3·30”控制目标的顺利实

现，为2021年8月8日的大运会高质量呈现

世界一流的专业化场馆。 

随后，总包单位、监理单位、设计院

领导就项目建设依次发表讲话。华润置地

工程管理部副总经理兼成都东安湖体育公

园项目公司总经理张亚伟就钢结构施工提

出要求，希望各参建单位充分利用100天，

全面落实华润高品质管理思路，抓牢EHS

管理，安全、高效、优质的推进各项施工

任务，确保3·30控制点按期达成。 

仪式上，张亚伟总经理为项目颁发了

责任状。 

据了解，东安湖体育公园体育场项目

是贯彻落实成都市委、市政府建设“三城

三都”总体战略部署，加快推进体育赛事

名城建设步伐的重要项目，也是第31届世

界大学生运动会开、闭幕式的场馆，倍受

社会各界关注。项目由华润置地代建，公

司负责钢结构制作安装施工。该项目总建

筑面积12万平方米，建筑高度50米，为4万

座甲级体育场，建成后将满足体育赛事、

会展博览、商业演出、大型综艺、旅游观

光等多功能需求。 

目前，工地上 “大干一百天” 钢结构

劳动竞赛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中，各种施

工车辆来回穿梭，焊花飞溅，一派热火朝

天的建设景象。 

 

（徐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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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李卓 

到贵阳两项目进行带班安全检查并宣贯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12月31日，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李卓赴贵阳市白云管廊、赵金双回两项目

开展带班安全检查活动并进行十九届四全

会精神宣讲。 

在赵金双回项目现场，李卓在详细了

解顶管机运行原理及顶管作业的进展情况

后，针对顶管机在局内使用较少、自动化

程度较高的特点提出要求：要加强沉降点

观测管理，积极开展安全应急演练，管理

人员加强自身学习提高持证比例。在白云

管廊项目现场，李卓主动与现场工人聊工

作、唠家常，积极听取农民工心声，并就

冬季施工、深基坑、边坡防护等具体问题

提出指导意见。 

在对项目进行安全检查后，李卓慰问

了项目一线施工人员。针对施工人员提出

有关工作、学习、生活上的疑问，李卓结

合公司发展战略与个人经历，认真为项目

部员工答疑解惑。他指出：大家要增强全

员安全意识，提高全员抓安全的技术与能

力；抓好各专业基本功能力建设，继续保

持创新与活力；抓好导向，营造家庭环

境，简单工作，快乐生活。 

最后，李卓为项目部员工进行了一场

精彩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对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主要内容进行解读，并

对项目如何做好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

贯彻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要学深弄懂悟

透，准确把握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实

质；二是要增强行动自觉，不折不扣落实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王富章   王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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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司再获“北京市信用企业AAA

级企业”称号。自2018年北京市企业评价协

会评选“北京市信用AAA级企业”称号以

来，公司已连续两年获得“AAA级”最高信

用评价。 

根据企业综合素质、企业管理水平、企

业财务实力、企业诚信表现、企业社会责任

等方面的综合评价和分析，并经协会评级工

作委员会审定，现确定公司企业信用等级维

持原定级别，为AAA级。 

未来，公司将继续以自身行动传递积极

向上的诚信经营理念，树立传播正向价值观

念，聚焦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企业发展以

及个人发展，打造城市、企业和客户互利共

赢格局。 

（陈茜） 

公司再获北京市信用AAA级企业称号 深圳分公司签署深圳市建筑行业廉
洁从业自律公约 

近日，深圳分公司正式成为深圳市

建筑行业廉洁从业自律公约签约单位。 

此次深圳市建筑行业廉洁从业自律

公约签约活动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部

署，深圳市建筑业协会组织。签约活动

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廉洁从业共谋

发展”为主题，签约单位宣誓承诺不忘

初 心，牢 记 使 命，廉 洁 从 业，守 法 经

营，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慕炫) 

局副总经理、总经济师、总法律顾问郭建军调研项目目标责任制管理情况 

12月17日下午，为进一步强化项目目

标责任制管理，切实解决项目目标责任制

执行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局副总经

理、总经济师、总法律顾问郭建军及局商

务管理部相关负责人对基础设施投资公

司、安装公司、装饰公司开展项目目标责

任制管理情况调研。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举

行，基础设施投资公司、安装公司、装饰

公司总经济师、商务经理、分公司总经济

师及部分项目人员参与调研。 

首先，局商务管理部副总经理王红星

介绍全局项目目标责任制执行情况，局商

务管理部刘丹汇报项目目标责任制问卷调

查整体情况。随后，局领导对三家单位项

目目标责任制管理情况进行调研，并展开

深入探讨。三家单位结合各自专业特色，

分别从公司总部、分公司、项目三个层级

深度探讨项目目标责任制推进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和阻力，结合各自岗位提出了改进

的建议和措施，局领导认真听取大家的反 馈，根据三家单位提出的实际问题，提出 有针对性的指导方案。 

局副总经理、总经济师、总法律顾问

郭建军指出，项目目标责任制管理的核心

是抓好目标责任书签订、风险抵押金缴纳

及目标考核兑现三个关键环节。项目目标

责任书签订要100%落实到人，三人连带担

保必须执行；初步探索“岗位保证金”管

理办法，按项目岗位、项目规模设置缴纳

上限；风险抵押金退还比例方面，各单位

过程比例可自定，债权债务锁定，收款95%

及以上，应当100%退还抵押金。各公司应

当提高项目实际履约团队在投标测算期间

的参与度，重视商务策划，广泛调动项目

人员的积极性，增强履约能力和盈利能力

建设，充分发挥项目目标责任制的管理优

势，为企业创造更大的效益。与会人员对

此 次 调 研 积 极 参 与，认 真 记 录，收 获 颇

多，会后将结合局统一部署和各自公司实

际情况，不断完善项目目标责任制管理。 

 

(赵云虹) 

        近日，位于项目中心地带、鹅颈

河道以南的院士技术示范楼，迎来了

它崛起的重要时刻，伴随项目经理宣

布“开吊”，院士楼第一节钢柱缓缓

吊起，携带红色条幅上写着“热烈祝

贺深圳长圳院士楼项目钢结构开吊大

吉”，钢柱一次精准就位,正式拉开了

院士楼主体钢结构吊装序幕。 

        项目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住房

保障署负责建设，中建科技为EPC工

程 总 承 包 牵 头 单 位。作 为 深 圳“崛

起”的一座城市副中心—光明凤凰城，它

是深圳16个重点发展区域之一，是深圳高

新产业主战场。 

院士楼装配式等级为AAA级，装配率

达到94.9%，混凝土预制构件主要有楼梯，

阳台、凸窗、叠合板、ALC外墙板及内墙

板。院士楼采用装配式钢和混凝土组合结

构体系，系统性整合国内八位院士技术成

果，它的实施将助推长圳项目打造国际水

平的公共住房新标杆，开创钢混住宅高层

施工新领域。 

本次院士楼结构吊装的正式启动，预

示着深圳长圳项目大地块全面进入塔楼主

体施工阶段，此院士楼地上30层，主次结

构设计打破了传统的一体化设计，大胆采

用预制混凝土构件与钢结构混搭设计，以

“标准化设计、工业化生产、装配化施工

一体化装修、信息化管理”为原则，实现

住宅产业化建造。（殷凤祥、孔亚茹） 

深圳长圳院士楼钢结构开吊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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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副总经理刘德仁支部会上讲党课、宣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继续在党支部内深入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12

月4日，公司主管生产副总经理刘德仁同志

在总部机关二支部开展了学习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

题党课。 

刘德仁从充分认识新时代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等方面，

详细解读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实

质，对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

断、新部署、新要求作出了深入宣讲。同

时针对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论述摘编中关于“用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的内容为支部的

同志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此次党课让支部党员同志对全会精神

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更加深入的了解、

更加深刻的把握，进一步增强了贯彻落实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吕孝岩） 

上海分公司趣味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阿姨，请问抗战时期留下的一个碉

堡，在小区的什么地方？我们在完成一项

任务，麻烦告知！”“就在前面，拐角就

是。”在连续询问了三个小区居民后，徐

章引率领队员们以最快的时间找到了任务

目标。 

近日，上海分公司开展“坚定初心使

命、传承工匠精神”学习宣贯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教育活动，通过追寻名

人足迹，重走红色记忆路，还原历史故事

和浸入式身临其境的体验，完成抗日烽火

--潜伏生涯--志同道合--铁道飞虎--虎

口脱险--浩气长存等系列游戏任务，在玩

中学、学中悟、悟中实践，进一步加深学

习、理解、运用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此次专题教育活动参考当下流行的综

艺节目的设计元素，通过 APP、GPS签到

和卡牌任务，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相关理论知识放入游戏答题环节，同时，

在完成追寻名人足迹等各项任务过程中，

需要运用全会精神中的十三个“显著优

势”中的弘扬革命文化、全员一盘棋、选

贤任能和密切联系群众等相关内容。队员

们认真观摩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等革命

英雄、先辈的事迹，寻找任务线索的同

时，使爱国主义精神根植于心中；通过选

举队长统筹规划，积极调动组内全体成员

紧密团结协作完成答题,将“一盘棋”作用

发挥到最大；运用“密切联系群众”依靠

社区居民快速寻找到名人故居、战时碉

堡、特定物品、人物等，以最快最短的时

间和最高的积分成绩集体穿越活动指定的

任务点，最终完成挑战。 

经过6个小时的激烈角逐，在完成长达

25公里的活动任务后，“95至尊”队（一

群出生于1995年的年轻人）获得了冠军。

“我们就是很好是运用了‘密切依靠群

众，走群众路线'，短时间内找到了任务目

标，获得了冠军。这真的不是纸上苍白而

空洞的文字，而是真真实实的运用理论知

识于实际，分公司以这种方式来学习宣贯

全会精神，生动有趣，易学易记并实地运

用，我收获很大，感触最深。”队长徐章

引不无自豪的地说。 

（李萍   丁新） 

四川制造厂召开廉洁文化建设座谈会 
为深入推进廉洁文化建设，近日，廊

坊钢结构分公司在四川制造厂召开廉洁文

化建设座谈会，分公司党支部副书记、工

会主席马树志出席座谈会并作廉洁教育宣

讲。四川制造厂班子成员及各部门负责人

十余人参加座谈会。 

会上，马树志作了主题为“坚守职业

底线、坚持廉洁从业”的廉洁教育宣讲，

从反腐斗争形势、腐败原因和防范措施、

三个方面传达了党中央反腐败必胜的决心

和信心，同时向与会人员分享了违纪违规

的 案 例，并 重 点 强 调 了“三 重 一 大”制

度。针对廉洁从业，马树志强调，希望全

体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要注重廉洁修身，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注

意加强廉洁法规的学习，增强拒腐防变的

能力。 

会后，全体人员观看了廉洁教育视频

《蜕变的初心》。初心，是做人做事的原

始动力，初心一旦丢失，人便容易腐败。

片中的刘家渝、周亮等人就是例子，从最

初的有志青年一步步沦为权利和金钱的奴

隶，直至被开除公职，受到法律制裁。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一个人能否廉洁

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

人也是自己。此次座谈会，提出了许多防

腐败的措施，引导基层干部不忘初心、战

胜自我，切实增强了防腐、拒腐、反腐的

能力，大力推进了四川制造厂廉洁文化的

建设，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风

清气正的从业氛围。 

（杨颖） 

基地管理处组织观看《建国大业》，体悟使命初心 

品 读 红 色 经 典，体 悟 使 命 初 心。近

日，为了进一步了解建国历史、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推进“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的开展，落实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基地管理处机关党支部组织全体

党员观看了爱国电影《建国大业》。 

影片以重庆谈判到建国前夕为背景，

正面再现共和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从诞生到确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其中，影片依次展现了重庆谈判，双

十协定，定都北平，政治协商级以黑白史

诗片段为表现形式的辽沈战役、淮海战

役、渡江战役，开国大典等具有重大历史

的事件。 

一份热忱，一份坚定。不屈的精神，

激昂的斗志让大家看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先辈为国家、民族大业所付出的艰苦卓

绝的奋斗和努力，深刻的感受到了革命的

艰难和伟大，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和

信心。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以革命

先辈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谨记

党的宗旨，以积极饱满的工作热情，为企

业发展及和谐基地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李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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