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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通讯录里存的是李局、杨处、张科长、王院长、宋部
长、刘主任，你的通讯录里存的是杨挖机、张钢筋、李拖车、王
吊车、赵水泥、周带班。”一句网络上的段子，却也是所有工地
人的通讯录的真实写照。

2016 年 7 月 1 日，离开校园这个象牙塔，怀揣着不甘平
凡的梦想与抱负，踏进公司的大门，开启了一片新的世界，

初到海曙，那时公司大楼没有现如今的气派，却隽刻着公
司辉煌的历史印记，看着荣誉墙上放满着的奖杯，心中油然而
生一种敬重，对前辈们辛苦打拼的敬重，对这种匠心的敬重，
让我这个新员工初次体会到了企业荣誉感。报到时，是公司人
事部丹丹姐接待了我们新进员工，和蔼、温柔、大方是她给我
们的第一印象，无形中拉近了我们和公司的距离感，手续繁琐
复杂，却在一片欢笑声中悄然结束。

“创造经典，追求卓越”。入职来到项目后，我真正感受到
了二建集团的这种匠心精神以及所营造出来的这种氛围。我
所在的二建环保分公司主要经营垃圾焚烧发电厂建筑项目，
是当前政府及群众大力支持的重大民生项目，有较大的发展
前景，但由于其结构极其复杂，环保要求十分严格，且为新兴
项目，无经验可借鉴，这给我们施工带来了很大的难题。我所
在的义乌市垃圾焚烧发电厂提升改造项目，是中央环保督察
组重点督查的项目，烟囱 60 米位置四周悬挑出混凝土观光平

台，该做法国内尚无前例，技术难度高，危险系数大。在所有人
手足无措的时候，从集团公司到分公司再到项目部，发起了一
场攻坚克难的总动员，集团公司组织技术质量部及钢结构分
公司核算结构承载力，分公司技术质量科派有丰富施工经验
的杨科长常驻现场指导，一次次的建模，一次次的核算，所有
人经常一起讨论到深夜，第二天清晨又爬上 60 米烟囱与工人
师傅交底。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会按质按量按期
给业主、给义乌人民奉献出一座高质量、高标准的重大民生工
程。参与感即归属感，我也很荣幸，可以与这么多前辈、同事一
起参与到这场攻坚克难的活动中。这件事让我明白，这里都是
一群能为了同一个目标拧成一股绳的优秀的人。建一个项目，
树一座标杆。这也许才是二建匠人的真实追求。正是在这种理
念的指引下，一座座项目拔地而起，一座座标杆巍然树立，精
雕细琢，铸造品牌，我们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永不
停歇。

这也是一个对员工负责任的公司。有师父带，有知识学，
有志同道合的同事，有完善的发展规划，无处不彰显着人文关
怀，这应该是公司的凝聚力所在。来公司两年，我已褪去了学
生时代的气息，并在不断地完善自己，相信在公司这个大的平
台下，大有所为。

我与二建，故事未完待续……

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阴陶鹏旺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
之。 ———题记

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就会渐渐地忘掉时间，那是企业
归属感让我淡忘三年前的起点。思绪澎湃，停格的总在转瞬
之间。还记得看到集团简介那一刻我不由得心生景仰,目睹
了报到时那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忙景象。还看今朝，我已不是
那个腼腆、生涩怯场的职场新人。那是一千多个日夜的激
励，“砻之以砥砺，错之以他山”。

记得 2015 年也是同样炎热的 7 月，在宁波新材料工程
担任施工员。很幸运，刚毕业就能参与到如此大规模的项目
工作中去，项目刚开始打桩，能经历一个完整项目的过程是
个难得的机会。项目部给予的信任和发挥空间让我有了更
坚定的信心，在之后的工作中谨慎实践理论知识，勤学好
问。认真考虑在建筑红线之内合理组织运输，尽量减少二次
搬运，紧凑合理地完成现场临舍布置。风雨兼程，烈日炎炎
下丝毫不影响我渴求学习的积极性。从跟着前辈定点、放
样，到自主有计划地组织安排施工；从听取他人的经验之
谈，到引导他人完成更高标准的质量要求；从组织工作中屡
屡受挫碰钉到工作中感到充实快乐。经历了蜕变，更坚信

“不进则退”，这对于企业和个人而言都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与时俱进，时不我待。掌握新技术、新工艺一直是企业

发展的有效动力。我积极参加“BIM”技术应用、QC 成果发
表，自觉把个人的命运和企业的发展融为一体，带着强烈的
责任心，充满热情，积极主动地去工作，恪尽职守，为企业的
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宁波新材料工程施工过程中，项目部一直执行高标
准的过程管控。针对桩基工程的新工艺“静钻根植桩”，仔细
学习施工方法，讨论研究安全质量措施，直至落实施工管
理。项目部 QC 小组《加强施工管理，提高根植桩打桩质
量》课题先后被集团公司评为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三等奖、宁
波市建筑业协会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优秀奖。心所向，驰以
恒。精细化的管理落实到每一个构件的支模、钢筋绑扎、浇
筑砼过程中，收获了优质的结构，体现了执着追求卓越品质
的企业精神。2017 年该项目获得了宁波市建设工程结构优
质奖。

入党是有志青年的一种政治追求。这种追求的思想源
于项目部党员的示范引领。都说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旗
帜所向，先锋所在。而项目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激励着
我，2018 年我慎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

一路走来，风景无限。回味过往，皆是总结现在的自己。
企业的熏陶贯穿于不断挑战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自我的成
长进步之中，让我时刻保持激情焕发，让青春与企业共同走
向远方的辉煌。

最美丽的足迹
阴何国康

浓浓的年味儿还未散去，
大地还保存着鞭炮散落时的红
色音符。翻开日历，是新的一
天———才发现，原来春天已降
临。那么熟悉的名字，多少想念
的时刻：立春了，春天终于来
了！

放下冬日皑皑白雪的美
景，人间又迎来了久违的艳阳
天。又到一年春暖时，又到欣赏
一年花开时……

日历总是在不经意间消融
了时光，转眼间冬日就已消失。
当立春的时刻已慢慢向人间靠
拢，是不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也
跟随它一同降落？想念了太久
的美景，思恋了年年岁岁的风
光，一如神妃仙子而降，在立春
的季节中徜徉沉睡了一冬的梦
想……

印象春天，春饼是它不变
的故事。在今天，总能闻到浓浓
的春饼香味儿，薄薄的饼中裹
着土豆丝、葱丝、甜面酱、黄瓜
……一如春天给我的印象，降
落便是风景迤逦，包含着它独

具的内涵与人间无尽的想念。立春吃春饼，不变的风
俗，更是永远沉淀的经典。或许这民间的传统不足以
让历史记载，但它终将传扬给后人，一代又一代。立
春的今天，我们依旧会和每一次的相逢一样，将春天
的气息细细咀嚼，将对春天所有的记忆回翻一遍，是
杨柳纤纤的岸边，亦是湖上小舟的扬帆？团聚在一桌
的亲人们，一同静待春天的归来。伴着春的脚步而
降，还有一切美好的祝愿，对春天的思念……

春天，自然是它不变的气息。它的行踪不易察
觉，往往是淘气地藏在了你的身后。它没有固定的位
置，就这样漂流在人间，走到哪儿，哪儿就是艳阳高
照的好时光；它也没有刻意的标志，也许花开、树荫
便是它的脚印……与其说是我用回忆陶冶春天，倒
不如是春天陶冶我可爱的故乡。

我想，从没有一个词汇能将春天的神韵表达得
淋漓尽致，即使是一轮暖阳，也能将所有爱诗人的情
愫撩动；即使是一片云霞，也能让爱自然的人为之感
叹……

绚丽春天，万物复苏时，恋一片春暖花开。你
听啊，泉水叮咚响，小鱼儿细语在春天的指缝间，
鸟啭莺啼，花红柳绿，到处春意盎然；你看啊，老树
硕大的荫蔽阻隔了炽热的光线，坐在树下为它赋
诗一首；你闻啊，不知名的花儿们姹紫嫣红，散发
着浓浓的香气，渲染了美景；还有那田野、小河、村
庄，春天的气息弥漫着大地，无处不在！这春天装
点着最淡雅的画笔，在宣纸上肆意勾勒一个弧线，
再用水彩泼墨，画中有你、有我，有你们，有我们，
也有他们！

已近花甲，我仍然喜欢春天，我会站在田野，感
受着春天、沐浴着春天的阳光，去迎接着又一年的春
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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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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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其实，我是棵树，
来自故乡的树
根却在飘泊
在别人的城市，生长梦想
阳光下，等待另一场雨
风吹过的时候
学会歌唱

没日没夜，敲打着钟点，
用无边的疲惫
跟随那片流浪的土地
去营造一个有形的精彩
渴望瘦弱的枝条上
一二声鸟的鸣叫
在秋天快乐的放飞

打工者
阴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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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1 月 27 日，集团在浙江二建大厦召开 2019 年
工作会议。浙建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陈桁到会讲话。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海燕传达了浙建集团 2019 年工作会议，
代表集团党委和董事会作了题为《咬定目标不放松 稳中求进
图发展 扎扎实实推进浙江二建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的
讲话，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丁民坚代表集团经营班子作了
题为《咬定目标抓落实 正视问题补短板 全力以赴推进浙江
二建高质量发展迈台阶》的工作报告。

陈桁充分肯定了我集团 2018 年扎实的工作和取得的成
绩，要求二建一要发扬浙商的“四千精神”，提升市场的拓展能
力。对二建来讲，首先是“进”，没有“进”就没有“稳”，勇气要
进，信心要进、行动要进，发展才是硬道理。要认真谋划分析我
们的长处、资源，实现资源最大化，精准发力，提升市场能力。
二要牢固树立“法人管项目”的理念，切实降本增效。切实推行
项目“112233”管理法则，即围绕一个核心：以项目成本管理为
核心；贯穿一条主线：以项目全过程管理为主线，确保成本、风
险可控；强化两层管控：企业法人层面对项目部的服务监管保
障；聚焦两大文本：《工程承包合同》和《施工组织设计》；落实
三个支撑文件：《项目策划书》、《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和《项
目实施计划书》；实施三项过程报告：《项目经理季度报告》、
《项目管理月度报告》、《项目每周情况报告》。三要优化项目管
理的机制，激发人才有活力。把传统文化、浙商特色挖掘出来，
在人才建设上，做好“存量”和“增量”两篇文章，激发人才主动
性能动性，真正让人才助推高质量发展。

2018 年，集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坚决执行省委、省政府和浙建

集团重大决策部署，紧扣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聚焦聚力“四
个强企”，全面推进改革攻坚、增长转型、补齐短板、人才建设、
风险防范等各项工作，企业总体运行保持平稳态势。

2019 年，集团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高举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按照省委省政府和
浙建集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扣高质量发
展目标要求，贯彻“五个转”理念，以深入推进“四个强企”为抓
手，围绕“两转型两提升”（即业务模式转型、组织体系转型、项
目管理提升、品牌形象提升），坚定不移推进稳增长、调结构、
增活力、抓管控、防风险、育人才、强党建等各项工作，全力开
拓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陈海燕强调：要坚定不移实施“走出去”发展，强化区域和
专业协同发展；坚定不移推进业务模式转型，持续增强发展动
力；坚定不移实施组织体系转型，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坚定不
移强化项目管理，提升项目盈利水平；坚定不移推进降杠杆、
控风险，确保企业健康运行；坚定不移强队伍、育人才，提升企
业发展后劲；坚定不移强化党建引领，营造和谐奋进的干事创
业氛围。

丁民坚要求，要围绕战略目标加强经营谋划，全力提升经
营品质规模；围绕项目强管理补短板，着力提升盈利创效能
力；围绕“四个强企”，全面提升企业发展综合实力。

各单位在会上递交了经济与管理目标责任书、党建工作
责任书、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书、维稳工作责任书、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书、安全生产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

集团中层管理人员，各单位部门负责人，集团总部管理人
员等 170 余人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

集团召开 2019年工作会议
（本报讯）1 月 27 日下午，集团召开 2018 年度述职评

议考核会议。浙建集团党委组织（人力资源）部部长沈伟新
主持会议，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海燕作 2018 年度领导
班子和个人述职报告，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丁民坚和其他班
子成员作书面述职报告。

领导班子的述职包括本年度发挥职能作用情况，包括
政治建设、领导水平、担当作为、廉政建设、队伍建设等方面
的实际成效，党组织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核心作用发
挥、民主集中制执行、班子凝聚力、反对“四风”尤其是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以及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方面的情况。领导班
子成员的述职，主要包括本年度履行岗位职责情况，内容包
括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现实表现，遵守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担当作为、领导能力、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
则》精神等方面的情况。

集团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听取了报告，认真填写了《领导
班子 2018 年度民主测评（评议）表》等，对集团班子及成员、
选人用人工作、2018 年度新提拔人员、党委落实党建工作、
落实人才工作职责情况等进行了民主测评。

（宣文）

集团召开年度考核会议

绎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海燕被评为 2018 年度浙
江省建筑业优秀企业家。

绎张哲、余首普、傅江虹、吴义忠被评为 2018 年度浙江
省建筑业企业优秀建造师项目经理。

绎七分公司承建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三创基地研发园
二期工程 I 标段 12# 企业总部获 2018 年度宁波市建设工
程结构优质奖。

绎七分公司泰河学校扩建工程项目部被评为 2018 年
度北仑区“廉政文化进工地”活动优秀项目部。

简 明 新 闻

（本报讯）日前，宁波市人社部门发布了 2018 年全市用
人单位接收应届毕业生百强榜单，集团以 177 人列榜单第
29 位，在建筑施工类企业中位居前三。

目前，集团 2019 年度校园招聘仍在火热进行中！
（宣文）

集团进入宁波用人单位百强榜

（本报讯）1 月 27 日，集团召开 2019 年第一次安委会扩大会议，
集团领导、中层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安委会主任、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海燕在会上强调：一、思想上要
再重视，增强安全生产的责任感紧迫感；二、措施上要再落实，把高质
量发展要求融入安全生产；三、责任上要再压实，增强安全工作实效
性；四、能力上要再提升，提高安全管理水平；五、工作上要再细化，确
保岁末年初平稳。各级领导必须亲力亲为，亲自部署抓落实，确保安
全事故零发生。要高度重视维护稳定工作，重点关注工人工资发放情
况，全面梳理不稳定因素，做好过程把控，防止矛盾激化，营造和谐稳
定的安全环境。

会上，安委会副主任、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丁民坚传达了浙建集
团 2019 年安委会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安委会副主任、副总
经理王贤权传达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批示精神，
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等有关安全生产会议和文件精神，总结
了集团 2018 年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了 2019 年主要工作任务，并对春
节前后安全工作作了安排。

（宣文）

集团召开 2019 年
第一次安委会扩大会议

（本报讯）2 月 19 日下午，自贡市委书记李刚到环保分公司施工
的自贡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二期工程调研督导。

李刚书记仔细检查了现场情况，强调，今年是推动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提质升位的关键一年，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加力加压加劲，把坚
决打赢环境保护翻身仗作为重中之重，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四分）

自贡市委书记李刚一行
赴环保分公司自贡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二期现场调研督导

（本报讯）浙建集团 2018 年度先进集体和个人评
选结果日前揭晓，我集团获奖情况如下：

集团公司：浙建集团先进单位、全面预算管理先进
集体、投资管理先进集体、信息宣传先进集体、清欠工
作先进集体。

电力建设分公司获重点工程建设先进集体、经济
效益突出贡献分公司；衢州市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部获安全管理先进集体；第一分公司获质量管理先
进集体；材料设备租赁分公司获机械管理先进集体；
《BIM 技术在双曲空心屋面楼盖施工体系中的应用》
《杭州中大圣马广场商业用房项目钢结构施工技术研
究》获建设科学技术奖；第七分公司获法务管理先进集
体；宁波新材料（国际）创新中心 A 区项目部获经济效
益突出贡献项目部；安装有限公司党总支获基层党建
工作示范点。

赵青青、易翠华、郑建民获浙建集团劳动模范；梁
陆军、孙小明获优秀项目经理；孔祥仁获优秀项目
长；林成群、赵景锋获优秀项目党支部书记；朱东伟
获市场经营（专业化经营）先进个人；石彤宇获重点
工程建设先进工作者；安科达、常志忠获质量管理先
进工作者；余贤岳获机械管理先进工作者；李明明获
科技进步先进个人；张国松获优秀设计师；邬丽平获
资金结算岗位能手；杨汉银获会计核算岗位能手；朱
启叶获优秀分公司财务经理；葛卫平获投资管理先进
个人；金科杰获优秀预算员；李大磊获优秀核算员；
王少华获 PPP 项目管理先进个人；孔圣扬获办公室
管理（综合文秘）岗位能手；陈宇获信息宣传先进个
人；毛军鑫获人力资源管理岗位（劳动关系管理）能
手；王琳获审计标兵；陈旭辉获优秀监事；高清喜获
清欠能手；王学夫获优秀工会之友；黄越桥获优秀工
会工作者；崔征获优秀工会积极分子。

（本报记者）

集团一批单位和个人
获浙建集团先进

（本报讯）日前，宜兴市委书记沈建莅临四分公司宜兴
市 1700 吨/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检查节日期间的安
全保供工作，并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感谢大家为
宜兴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并送上市委市政府的祝福。
市领导刘亚民、梅中华等陪同检查慰问。

宜兴市垃圾焚烧发电二期项目自去年 7 月份正式开工
以来，广大建设者加班加点，鏖战在一线岗位，很多工人及
项目管理人员在工地上度过猪年春节。在项目施工现场，沈
建与工人们一一握手，向他们致以新春的问候，向他们为项
目建设付出的辛劳和汗水表示感谢。沈建指出，广大建设者
牺牲了春节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坚守在工作岗位，施工单位
和相关部门一定要关心每一位建设者的工作生活，科学安
排作息时间，确保工人们能够集中精力搞好建设。同时，他
还要求项目部切实抓好施工管理、质量管理，确保安全生
产、文明施工，让项目按时高效完成，尽早发挥效益，向全市
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四分）

宜兴市委书记沈建走访慰问
宜兴市 1700 吨/日生活焚烧发电项目
一线干部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