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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来，中煤第七十二公司团委以
打造一支能吃苦、有活力、敢创新的青
年“生力军”为工作主线，充分发挥

“引路人”作用，多举措强化基层团组织
建设，不断推进团青工作迈向新台阶。

“学做结合”，筑牢堡垒统一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
历次全会以及团的十八大精神，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
要思想，开展相关专题学习累计16次，
推动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走实走心。

全面落实党建带工建带团建工作机
制。“五四”前后，该公司各基层团组织
分别开展讲述雷锋故事、学习“五四”
运动历史，开展红色教育、青年职工座
谈会、青年突击队创建、青年志愿服务
等。各项目共计 95 名团员青年积极互
动，品读《榜样5》、学习总书记关于青
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唱《中国共青团团
歌》 ……紧扣青年主题的“青年座谈
会”明确了青年团员应有的“使命感”
与“奉献精神”。

该公司团委书记在与各项目团员青
年开展的座谈会中表示：“团员作为公司
年轻一代，要自觉担负起企业改革发展
的生力军作用，主动学习，勇于担当。
除了开展适宜青年职工的各类文体活
动，我们今年还组织基层团员义务植
树、召集青年志愿者开展学雷锋纪念活
动、‘五四’前后进行项目（厂）义务劳

动、为项目青年突击队授旗等，如此学
做结合，才能帮助青年职工更快进步，
有力助推施工生产中心工作。”

“主题团日”，上下联动凝聚力量

今年年初以来，该公司积极开展丰
富多彩主题团日活动，结合基层项目

“主题党日”，力求打造“党建+团建”
的新模式。4月20日，灵璧颐高国际电
商园项目团支部开展“场区绿化”主题
团日活动，组织团员青年累计完成绿化
带播种1000多平方米，为项目绿色施工
奠定基础。锦绣华府项目部党支部开展
了“美化环境、绿色施工”主题党日活
动，该项目部党员、团员青年及管理骨
干种植树苗 110 棵，为项目绿化区添加
了一片新绿。

在4月28日举办的基层“青年座谈
会”上，围绕“新时期七十二公司青年
应具备哪些优秀特质”“青年如何在岗位
中实现自我价值”等问题，该公司满来

梁项目、富县芦村煤矿选煤厂工程项目
青年团员分别进行了深入讨论交流。
2019 届新员工薛少杰表示：“无论身处
哪个岗位，我们都要广泛学习新知识、
领悟新技能，只有不断地自我提升，才
能在实践中立足，在担当中成长，在平
凡的工作中实现自主价值。”

“人才培养”，先锋引领助推成长

对于企业基层项
目而言，青年业务骨
干必将成为其实现各
项施工生产目标的

“中坚力量”。据该公
司技术员赵建威、张
建栋介绍，今年年
初，该公司灵璧颐高
国际电商园项目提前
完成业主要求的预售
节点任务目标，该公
司 EPC 总承包的锦
绣华府项目幼儿园工
程 （临时售楼中心）
主体结构提前顺利封
顶。其间，全体参建
人员攻坚克难，团结

协作，参建青年立足岗位为项目建设贡献
力量。自踏出校门进入七十二公司以来，
他们从“工程小白”成长为项目“技术大
拿”，离不开岗位历练与组织的锻造。

近年来，该公司以“团内推优入
党”工作为抓手，加强青年先进榜样选
树，共选树8名青年典型，并对他们的事
迹进行了宣传报道，让青年职工学有标
杆、赶有目标。1 名团员荣获中煤建设集
团优秀共青团员，1名团干部荣获中煤建
设集团优秀团干。在吸引优秀团员青年加
入组织的同时，基层团支部更从德才兼
备、拥有文体特长的年轻人中培养了一支
高素质的团工委干部队伍。依托上级“千
人入企计划”，将“导师带徒”“青年大比
武”“企业新媒体团队”“青年创新创效”

“文体活动”等有机结合，为青年职工的成
长成才提供了坚实保障，营造了“比、
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中煤第七十二工程有限公司
多点发力激发“团建”新活力

□通讯员 许亚绒

今年 6 月，全国迎来第 20 个“安全
生产月”。一直以来，“生命至上”“安全
生产大于天，安全责任重于山”，是各行
各业生产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发展决
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已成为全
社会的共识。安全生产警钟长鸣，一刻
都不能松懈，这是一场持久战。

为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2020年4
月至2022年12月，国务院安委会在全国部
署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今年进
入集中攻坚阶段，将针对安全生产过程的重
点难点问题，加大专项整治攻坚力度，落实
和完善治理措施，推动建立健全公共安全隐
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

作为头部房企，近年来，碧桂园通过建
立机制、创新手段、完善标准、构建文化等多
方面举措，加入大数据、互联网、智慧工地等
高科技元素，形成了全面的安全生产监管、
巡查、追责体系。“安全第一、以人为本”的管
理方针以及“零伤亡”的长期目标也得到进
一步达成和落实。其中的安全文化建设和
制度管控成效卓著，值得行业借鉴。

房企践行安全生产措施
牢筑安全防线

一直以来，碧桂园在安全生产、安
全管理方面已有自己的一套章法，并系
统性形成长效机制。这一切都有迹可
循。碧桂园集团董事会主席杨国强就多
次强调，“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一切速
度和效益都要让位给安全。”

2018 年，碧桂园主动提出了“提质
降速、行稳致远”的战略，持续加强管
控，提升全周期综合竞争力，并提出把

“零伤亡”作为未来长期的目标，企业也
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

当年8月，碧桂园还成立了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由碧桂园集团总裁莫
斌担任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并邀请清华大学方东平教授加入安全生
产委员会，作为集团安全总顾问。

同时，碧桂园以各个区域为单位设置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专人专岗对项目工
程安全质量进行全面的监督和管理。从集
团、区域到项目，对责任实行分级管控，专人
专职专责专岗，确保安全工作落到实处，不
断提升公司安全生产管治水平。截至今年4
月底，碧桂园各区域设置专职安全经理105
人，项目专岗安全经理1861名。

项目工地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打造安全文明工地

碧桂园广西桂东北区域2021年“安
全生产月”启动活动近日在全州碧桂园
项目地举行。活动当天，全州县住建局、
质安站相关领导等100余人齐聚全州碧桂
园项目，举行践行安全生产宣誓仪式。

据全州碧桂园项目总经理徐建民介
绍，全州碧桂园项目整个团队全面贯彻
落实新《安全生产法》，积极开展每周项
目巡盘，进行施工单位实名制管理，对
大型机械设备、消防等进行专项检查，
对建筑施工企业管理层就企业安全生产
责任体系“五落实五到位”规定进行了
集中宣贯，要求施工企业进一步健全并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后续也将组织开展安全隐患全面排
查整治、安全生产知识竞赛以及应急预
案演练等活动，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管
理体系，提升工人基础安全知识及专业
保障能力，合理推动项目施工，为项目
建设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建筑工地易燃、可燃材料多，临时
线路多，人员也多，如果缺乏应有的防
火常识后果非常危险。项目还邀请了物
业退伍消防官兵讲解了消防器材使用并
进行了消防应急演练，让工人切身体会
工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

运用创新智慧技术
筑牢工地安全监管关

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打造安全
文明工地，碧桂园桂东北区域多项目在
建设伊始，就大力推进安全防护和文明
施工标准化建设，并利用信息化手段，
实行BIM深化设计、BIM虚拟工法样板
等方式，全过程辅助设计施工管理、施
工部署和技术质量控制。

通过BIM技术与智慧工地技术的融

合，项目工地目前已实现视频监控、安
全巡检、整改落实、安全警示教育等的
全信息化覆盖，管理人员通过手机 APP
就可以对工地现场进行有效管控。

项目工地还专门设置了一间视频监
控采集中心室，大屏上实时显示着工地
出入口、重点施工现场、塔吊作业区、
生活区、办公区等多个场景在线监控视
频，值班人员可即时查看各个场景视频，
对违章操作及异常情况进行预警及提示。

此外，项目还对工地工人进行VR安
全培训，通过 VR 技术呈现高空坠落、触
电、外架侧塌、吊装事故等10余个违章作
业操作场景，更好地起到安全警示作用。

滴水穿石
让企业安全生产文化深入人心

事实上，安全生产从来不是一个人
的事，也不仅仅是企业的事，而是每一
位参与其中的人，都要树立起相当的安
全意识。如何让全体员工树立起自我安
全意识？碧桂园在多年的安全生产及管
理中，探索出了不少方法，且卓有成效。

比如，在碧桂园项目工地上，开工
时入口会播放工人家属录制的安全提醒
短视频，“放心，我定会平平安安上班，
开开心心回家，不让家里老小为我担心
的。”工友在看到家人“安全寄语”后，
感动之情溢于言表。这是碧桂园集团正
在实施的“护航者计划”，通过这样的创
新措施，让工人们时刻铭记自己是家里
重要的“顶梁柱”，安全也是为了更好地守
护家人，从而强化自我驱动的安全意识。

一直以来，碧桂园桂东北区域始终
践行集团安全生产理念，推行安全文
化，通过各类规章制度、技能培训、信
息化管理等打造安全文明工地。“抓生产
务必将安全放在第一位，做到风险可
控，避免安全事故发生，部署系列安全
管控动作，落实安全工作齐抓共管。”区
域大运营组长徐皖峰强调，下一步，碧
桂园桂东北区域还将通过持续性的“强
基行动”，不断强化原材料质量、土建工
程质量、装修工程质量等多方面管控，
通过强化全周期管控以及新技术应用，
确保安全生产，提升工程质量。

建 立 机 制 完 善 标 准 构 建 文 化

桂林碧桂园工地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李奕和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建集团、中建二
局“六专行动”工作部署，扎实推进狠
抓安全生产专项行动，中建二局一公司
纪委做好“三查三突出”，筑牢安全生
产防线，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一查制度情况，突出规范管理。公
司纪委提高政治站位，将做好安全生产
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实事来抓，结合

“狠抓安全生产专项行动”和“安全生
产月”活动方案，并落实工作举措、责
任单位及分管领导等，强化政治监督，
压实压紧安全生产责任，确保安全生产
专项行动见实效。

二查管理情况，突出责任担当。为
进一步抓实重大节日期间安全生产、疫
情防控及维稳工作，公司两级纪委对当
前安全维稳监督工作做出部署，消除事
故隐患。同时在关键时期，两级纪委监
督领导班子带班检查相关工作落实，筑
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求项目提高政治站
位，狠抓安全生产，提前树立维稳问
题，做好常态化防疫监督，确保各项目

安全生产运行平稳。
三查落实情况，突出问题导向。公

司纪委强化过程监督，坚持问题导向，
针对近期国内建筑领域施工安全事故频
发的严峻形势，监督安全生产部门对新
任职领导干部、项目经理和 2021 届新
员工进行履职安全培训和考核，提高关
键人员安全生产责任意识。基础设施事
业部纪委督促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严格
开展“班组长周安全培训”和“作业人
员每日安全教育”，在周例会上对所有
班组长开展安全培训，实现班组长周培
训教育活动全覆盖，提升其现场安全管
理能力。设备安装分公司纪委督促分公
司开展全国安全知识网络竞赛，通过竞
赛活动以激发员工学法、知法、守法的
自觉性，提醒广大青年员工要时刻绷紧

“安全”这根弦，共同推动安全发展。
华中分公司纪委督促分公司安全部门相
关人员开展对标观摩学习活动，对照标
杆找差距，学习先进补短板，以提升安
全管理意识及能力。 （清风）

中建二局一公司围绕“三查三突出”强化监督

严把安全生产监督关

为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不断强化基层党小组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中交二航局深中通 S04 合同标段
项目党支部在深入开展“中交蓝、党旗
红、二航先锋行”活动中，紧紧围绕

“双进”工作（党小组进班组，党小组进
工段），狠抓下属四个党小组的模范带头
作用。而常年只有 4 名党员的东锚碇党
小组通过带动身边同事和各协作队伍，
在保证安全、施工质量和进度的情况
下，用两年半的时间先后创新了 1 种围
堰体系，改进了2种工艺和1种工法。

据了解，深中通道项目全线长24公
里，跨海段长22.4公里，是继港珠澳大
桥之后，集“隧、岛、桥、水下互通”
四位一体的又一世界级跨海通道集群工
程。建成后，对促进粤东、粤西地区经
济，以及南沙、前海和横琴三个国家级
新区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由中交二航局承建的 S04 合同标段
全长3973米，全为水上施工作业，主要
涉及伶仃洋大桥东塔、东锚碇、上游侧
主缆架设、钢箱梁安装、东泄洪区非通
航孔桥下部构造。其中，作为目前世界
最大的海中锚碇之一的东锚碇采用了 8
字形地下连续墙基础作业，最大深度66
米。没有任何工程实例和经验可借鉴，
存在安全风险极大、施工难度异常复
杂、社会关注度高等特点。

中交二航局深中通 S04 合同标段项
目党支部为何能做到1+1>2，精神原动
力在哪里？近日，笔者坐船登上东锚碇
施工现场，通过查阅资料、现场采访和
作业跟踪等形式，为大家逐一揭秘。

条件越艰苦，越需要示范引领

“面对茫茫大海，我们吃住都在船
上，一周才能洗上一次澡……”工程部

技术骨干李思呤谈起项目部刚进场的日
子时感慨不已。而时任项目部副经理、
党小组长刘建波始终与大家同吃同住同
劳动，每天都吹着海风和顶着烈日坐船
到施工现场……而晚上当大家休息后，
他还坚持在灯下写报告、编方案。

刘建波的拼命，大伙看在眼里，组
织更是记在心上。“东锚碇的施工，存在
时间紧、任务重，施工难度极高等特
点。”项目部党支部副书记黄伊帅对为何
开展“双进”活动进行了解释：最重要
的原因是，前场和后场隔着15公里的大
海，对现场的安全、质量、施工和精细
化管理必须依靠4个党小组。

在支委会上，面对党支部推动的
“双进”活动，刘建波第一个站出来表示
欢迎，并主动要求到环境最恶劣、生活
条件最艰苦、施工难度最大的东锚碇去
当党小组长。在现场，他除了跟大家坚
持“五同”，还利用休息时间跟每名党员
谈心；通过手机组织大家观看《惊涛骇
浪》《建党伟业》等红色电影。

特别在攻坚阶段，他还带领大家在
党旗面前宣誓，或是集体过“政治生

日”。渐渐地，说怪话的少了，大家心齐
了，埋头干事的多了。

施工越困难，越需要精神原动力

被誉为“工地管家”的片区工长、
退伍军人汤继中，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可是他的“学习强国”已经达到 3 万多
分。采访中，笔者发现刘建波的办公桌
上摆着《中国共产党简史》和《论中国
共产党历史》两本学习书，每本书的上
面都做了标记，重要部分还写了评语。

越是困难，越不能放松学习。在第
一次党小组会上，大家在充分讨论后进
行了明确分工，汤继中负责施工现场的
标准化和大家的精神面貌，而刘建波则
利用工地讲堂，组织大家对上级各项指
示精神和业务知识展开系列学习。

会后，汤继中除了带领大家利用饭
前和集会进行红歌比赛，还利用巡逻时
间检查施工区域的材料堆放、设备停放
和工具摆放，以及大家寝室的卫生情
况；遇到“安全大武比”活动时，他则
手把手地教大家走队列。而刘建波则根
据每月工地学习计划，利用每周的星期

二和星期四为大家授课；遇到信心不足
和情绪不高的员工，他通常会选择迂回
前进，诸如把这名同志叫到跟前谈近期
工作、谈眼下方案，通过强化认识和理
解，在接间的学习中逐步提高技能素养。

开船的张师傅则称赞说：“他们的精
神面貌非常好，遇到集会还相互拉歌。”
同样在“沈体仁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帮
助下，他们通过技术攻关先后创新了

“锁口钢管桩+钢板桩+平行钢丝索”组
合式围堰结构体系，改进了围堰筑岛施
工工艺和旋挖钻引孔和铣槽机铣槽交替
施工工艺，以及骑跨式导向架定位工法
等。

工作越危险，党员越需冲在最前面

“共产党员张洪伟真的很勇敢，在对
钢管桩外围进行模袋沙加固时，由于存
在随时垮塌的风险，很多工人都不敢
下 ， 只 见 他 二 话 不 说 带 头 跳 了 下 去
……”技术部长李冕对此敬佩不已。

张洪伟则显得非常谦虚，他说，哪
有李部长说得那么严重，我对咱们的安
全保障工作还是有信心的。在党小组

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必须
叫响：看我的，跟我上！所以，每次在
重大任务面前和危险关头，总能见到他
们的身影。

据了解，在最初的勘察设点中，共
产党员卢圣缓驾驶着快艇带着测量组的
人员在波浪起伏的大海上穿梭；在管钢
桩下沉的过程中，张洪伟更是不顾危险
站在操作平台上昼夜协调指挥；特别在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刘建波和汤继中更
是站到一线，主动当起了检测员和消杀
员。他们冲锋在前，享受在后的举动，
让流动党员、武港院技术主管付卓感动
不已，在思考不久后，决定将组织关系
转到该项目党支部。

如今，在东锚碇党小组的带动下，
另外3个党小组更是不甘落后，他们纷纷
展现特色，诸如加快了“数字深中”建设和

“优质优价”品质工程阵地的打造。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项目部经理

王东志深有感悟地说：“只有找到党小组
与班组的契合点，就能发挥1+1的力聚
变；只有深度融入生产经营，党建绝对
就是生产力！”

激活“小细胞”，释放“大能量”
——中交二航局深中通S04合同标段项目东锚碇党小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纪实

□柳长兵 褚 刚

“请全体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
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永不叛党。”7月13日，面向
鲜红的党旗，中国中铁物贸成都分公司机关党支部新党员
刘韵庄严领誓，12句誓言，句句铿锵有力。

7月以来，成都分公司党委要求各党支部开展“过政
治生日、忆入党初心”主题党日活动。各党支部精心筹
备，通过赠送党员政治生日贺卡，集体重温入党誓词，合
唱一首红歌，过政治生日的党员畅谈入党心路历程等形
式，提醒党员不忘入党初心，在思想和行动上做到与时俱
进，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永远保持与党“同呼
吸、共命运”。

“这次活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过政治生日的党
员谈入党历程，他们通过故事并结合自身经历进行分享，
讲得情真意切，让我这名新党员深受教育和震撼，更加坚
定了理想信念。组织入党一生一次，思想入党一生一世。
在今后的工作学习生活上，我要不断提升思想修养、理论
修养、党性修养，把思想入党作为终身追求、终身修养、
终身实践。”分公司新党员赵宛萧说。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成都分公司党
委集中开展此项活动，旨在让全体党员要更加坚定理想信
念，践行党员使命，勇于担当作为，锻造优良作风，为企
业高质量发展、员工谋幸福贡献力量。

（文/廖力 图/张庭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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