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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 1 期                                 总第 31 期 

《道桥之窗》企业内刊 

※重点新闻 

       张文彤副市长检查杨泗港大桥安全生产工作 

 
1 月 28 日下午，市政府张文彤副市长检查杨泗港大桥项目安全生产工作，

市政府张军副秘书长，市城建委、市园林和林业局负责人,市城投李兵总经理、

林驰副总经理，城投应急办李杰副主任，道桥公司鲁有月董事长、何志明总工程

师，BT 和监理单位等有关人员参加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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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副市长一行来到杨泗港大桥武昌桥头工地，听取了市城投公司关于项目建

设进展、下步计划、春节施工安排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的汇报。张副市长肯定了杨

泗港大桥建设取得的进展，详细询问了施工单位关于节日期间生产生活安排。张

副市长要求，要按照”确保工期、确保质量、确保安全“总要求，扎实推进项目

建设工作。要妥善安排好节日期间施工和留守人员的生活问题，让大家过上一个

欢乐祥和的春节。 

 

※重大活动 

 2018 年度领导班子及班子成员述职述廉工作会召开 

 
1 月 10 日上午，按照城投集团党委的统一部署，公司召开了 2018 年度领导

班子及班子成员述职述廉工作会议。市城投公司纪委副书记、纪检监察室主任李

兆忠同志及考核小组、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鲁有月同志主持。 

  会上，集团纪委副书记、纪检监察室主任李兆忠作了动员讲话，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鲁有月同志代表公司党委会、董事会、经营层述职，公司其他领导进

行了书面述职。 

  公司领导述职述廉后，参会干部职工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公司领导班子及

班子成员进行了民主测评，同时还对公司 2018 年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和新提拔的

干部进行了民主测评。 

  会议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以此次述廉述职考评工作为起点，进一步坚定信

心、敢于担当、振奋精神、克难攻坚，全力以赴地推进 2019 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的完成。 

春节将至，岁寒情深。2019 年 1 月 29 日，道桥公司组织开展春节慰问退休职工

活动，为他们送去关怀和温暖，并提前送上新春佳节的问候与美好祝福。 

学习军运会极致线路右岸大道参观 

2 月 14 日上午，鲁有月董事长带队参观学习了军运会极致线路右岸大道积

玉桥段，副总经理杨志祥、梅建松，总工办、工程技术部和安全保卫部参加了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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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董事长一行参观学习了右岸大道人行道、站卧石、绿化、箱载、电力井盖

建设标准，以及现场物料堆放标准等，向建设单位详细了解了设计和现场质量管

控等精细化管理内容。参观结束后，鲁董事长组织大家进行了座谈，逐一听取了

大家的参观感受。何志明总工程师参加了座谈。 

  座谈会最后，鲁董事长结合公司建设项目提了四点要求：一是 2 月 20 日前，

各项目要组织 BT 或 PPP、施工和监理单位参观右岸大道，对照标准找差距；二

是要对照右岸大道建设标准，立即组织设计、BT 和监理单位，对极致线路江汉

四桥项目进行全面检查，拟订极致提升方案，组建提升专业队伍，逐段施工，3

月中旬完成提升施工；三是对同属于极致线路的墨水湖立交和江城大道改造项

目，要督促设计和施工单位，对标右岸大道，提升建设标准；四是要按照管理理

升要求，全面提升公司项目设计精细化水平，要按照家装标准，突出人行道、站

卧石、路灯、电力井盖、雨水污水井盖等设计管标准控，加大现场精细化管理力

度，力争公司代建项目精细化管理水平明显提升。 

新武金堤南北段调度会召开 

2 月 22 日下午，新武金堤南北段调度会召开，公司领导鲁有月、郭文增、

何志明、杨志祥、张阳，前期工作部、工程技术部、安全保卫部、投资计划

部、总工办，洪山区堤防所、PPP 公司、设计、审计、监理、施工单位等相

关负责人 

参加了会议。 

会议听取了江南泵站改造工程关于建设进展和新武金堤南段建设计划的

汇报，分析了项目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逐一研究工作措施。 

会议要求：一是汤逊湖泵站改造工程要科学组织，合理安排，确保 4月

30 日达到通水条件，同时加强与水务部门对接，抓紧协调处理设备安装、老

流道处理、移交等事宜；二是要加快工程量清单编制工作，力争 3月底完成

汤逊湖泵站部分清单编制；三是要加大协调力度，全力推进征地拆迁、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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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改、基本农田调整等事宜；四是要做好安全文明施工及环境保护工作，加

强土方出运管理。 

杨泗港大桥汉阳岸工程建设调度会召开 

 

2 月 26 日下午，公司组织召开了杨泗港大桥汉阳岸工程建设调度会。公司

领导鲁有月、郭文增、何志明、杨志祥、梅建松，工程技术部、安全保卫部、总

工办和投资计划部，设计、跟踪审计、BT、监理和施工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 BT 公司关于项目建设工期计划、建设进展和存在问题的汇

报，围绕影响工期目标的重难点问题，会议逐一研究，并拟定措施。会议要求：

一是要紧盯工期目标不放松，倒排计划，分解目标，细化责任，逐步推进；二是

地面道路及绿化施工要严格按照制定的各项节点目标抓紧推进，要抓紧与权属单

位进行对接；三是认真学习极致线路建设经验，大力加强精细化管理力度，力争

项目精细化施工水平跃上新的台阶；四是要高度重视安全文明工作，要加强安全

隐患排查，要按照城投公司制订的统一标准，抓紧对现场施工围挡提档升级。 

 

※双月简讯 
   1 月 4 日上午 11 时 20 分，道桥公司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学习传达全市长江

大保护会议精神，并部署相关工作。郭文增总经理、高翔副书记、何志明总工程

师、杨志祥副总经理、梅建松副总经理，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郭文增总经理首先传达了《国家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会议、

省委常委会和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主要精神传达提纲》、

《关于 2018 年全市长江大保护工作情况和 2019 年工作安排的汇报》、《马国强

书记在全市长江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市长江大保护工作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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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关于国家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1小时版）问题整改的通知》等四个

文件的重要内容。结合道桥公司工作实际，会议要求：公司各部门、各项目要高

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按照省、市、集团公司领导的指示精神，全面梳理所

有代建项目中涉及环境保护影响的问题，制定责任清单，加强整改督办，并做好

过程中资料管理。 

 1 月 10 日下午，郭文增总经理检查了杨泗港大桥建设工作。郭总检查了钢

箱梁焊接施工进展，详细了解了下步施工安排。就项目建设工作，郭总要求：一

是要按照工期总要求，紧盯节点，加强调度；二是要继续高度重视并着重抓好钢

箱梁焊接施工，要加强工人业务能力培训，监理要加强检查，确保质量；三是要

抓紧推进剩余临边防护栏杆的安装工作，尽快消除安全隐患。 

   1 月 11 日上午，鲁有月董事长检查调度了江汉六桥汉阳接线二期项目。鲁

董事长察看了主线桥收尾工作，肯定了工程建设进展，听取了项目公司关于主线

桥完工前计划的汇报，现场研究并明确了下步主要工作。就项目建设工作，鲁董

事长要求：一是要紧盯目标，加强后续工作调度，合理安排剩余桥面防水及沥青

摊铺时间，同步抓紧准备验收工作；二是要始终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特别要

注意声屏障高空安装等工序施工安全；三是要继续抓好质量管控工作，按照公司

精细化要求高标准收尾；四是要切实做好春节维稳工作。 

   1 月 30－2 月 1 日，按照公司关于开展春节前安全生产检查的通知要求，公

司领导鲁有月、郭文增、高翔、何志明、杨志翔、梅建松、张阳带队分头检查了

在建项目，公司各部门，各项目 BT（PPP）、监理和施工单位负责人参加了检查。 

  检查组深入到杨泗港大桥、江汉四桥、江汉六桥汉阳接线二期、新武金堤、

墨水湖北路西段、江汉七桥、汤逊湖泵站改造、墨水湖立交改造工程等工地一线，

仔细检查了各项目在建工地安全防护、工地封闭、节日值班安排等工作。 

  就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公司检查组要求各项目：一是要按照道桥公司春

节值班通知要求，落实领导坐班值班制度，保持通信畅通，每天下午 3:30 前向

道桥公司值班室报告工地安全生产工作情况；二是节日期间施工单位，要加强现

场检查，严禁酒后上岗作业；三是要安排好节日期间施工和值班人员的伙食，要

加强对留守人员和农民工的安全生产教育，强化安全意识；四是节日值守人员要

加强工地巡查，尤其是要全线检查地面围档封闭情况；五是要加强对农民工宿舍

用电的检查，严禁使用大功率电器。各检查组还向现场工作人员致以新春的问候。 

2 月 10 日上午，鲁有月董事长踏勘了二七路过江通道汉口岸预埋工程，杨

志祥副总经理、工程技术部和总工办参加了活动。 

在汉口岸预埋工程现场，鲁董事长仔细查看了预埋工程线路走向，周边建设

环境，征拆拆迁情况。就本项目下步工作，鲁董事长要求：一是要按照城投公司

下达的开工目标，抓紧组建工作专班，倒排工期，压实责任，层层推进，确保按

时开工；二是当前要加快项目前期研究工作进度，要反复梳理，预判重难点，精

准施策；三是要深入研究既有高楼与本工程之间的关系，做好预案。 

2 月 20 日上午，鲁有月董事长检查了江汉四桥项目收尾施工进展，鲁董事

长检查了中山大道地下人行通道、硚口 110kv 电力迁改、汉阳侧绿化，以及整条

线路按军运会极致线路保障标准的提档升级施工。检查最后，鲁董事长要求：一

是要按照 4月 30 日完工节点计划，加快中山大道地下人行通道施工进度；二是

要按照军按照军运会极致线路建设要求，按照“家装标准”，以最高标准抓好项

目的精细化收尾施工；三是要加快汉阳侧绿化施工进度；四要抓紧研究并明确绿

化工程范围内汉钢出入口，以及梅子山通道口绿化到边到角设计方案；五是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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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硚口 110kv 电力迁改进度；六是要继续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力度，尤其要加强中

山大道地下人行通道基坑临边保护，以及既有管线安全。 

 

※企业建设 

公司举办迎新春职工趣味运动会 

 

    1 月 25 日下午，公司举办了迎新春职工趣味运动会。本次运动会共设有三

大项目：齐心协力、螃蟹夹球和托球赛跑。所有参赛队员都热情高涨、精神饱满，

加油声、欢笑声、热情的掌声响彻整个道桥公司院内。无论是团体合作项目还是

个人比赛项目，大家都以极高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到比赛中，既赛出了个人风采又

赛出了集体的凝聚力，充分展示了公司职工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此次活动在营造了拼搏赶超、精诚合作的企业氛围的同时，也缓解了职工平

日的工作压力，收获了快乐与自信，以崭新的精神风貌投入到 2019 年公司的工

程建设中去！ 

公司开展春节慰问退休职工活动 

春节将至，岁寒情深。2019 年 1 月 29 日，道桥公司组织开展春节慰问退休

职工活动，为他们送去关怀和温暖，并提前送上新春佳节的问候与美好祝福。 

   公司鲁有月董事长、郭文增总经理、高翔纪委书记、何志明总工程师、杨志

祥副总经理、梅建松副总经理分别带队，逐户到退休职工家中，给他们送去大米、

食用油等新春慰问向他们介绍了公司近期的发展状况，对退休职工们为公司发展

所作出的努力和贡品。在走访和慰问的过程中，公司领导班子亲切询问了退休职

工们的身体状况及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并献表示敬意。退休职工们纷纷表示，感

谢公司领导的问候和关怀，祝福公司更好更快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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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事要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二 O一九年新年贺词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了二 O

一九年新年贺词。全文摘录如下： 

大家好！“岁月不居，时节如流。”2019 年马上就要到了，我在北京向大

家致以新年的美好祝福！ 

2018 年，我们过得很充实、走得很坚定。这一年，我们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顺利推进，各项民生事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京津冀

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稳步实施。我在各地

考察时欣喜地看到：长江两岸绿意盎然，建三江万亩大地号稻浪滚滚，深圳前海

生机勃勃，上海张江活力四射，港珠澳大桥飞架三地……这些成就是全国各族人

民撸起袖子干出来的，是新时代奋斗者挥洒汗水拼出来的。 

这一年，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共同发力，继续改变着中国的面貌。

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发射，第二艘航母出海试航，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水上首

飞，北斗导航向全球组网迈出坚实一步。在此，我要向每一位科学家、每一位工

程师、每一位“大国工匠”、每一位建设者和参与者致敬！ 

…… 

 

2019 年，我们将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周年华诞。70 年披荆斩棘，70

年风雨兼程。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一路走来，

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新征程上，不管乱

云飞渡、风吹浪打，我们都要紧紧依靠人民，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坚如

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一步一个脚印把前无古人的伟

大事业推向前进。 

…… 

 

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维

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信心和决心不会变，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诚

意和善意不会变。我们将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为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而不懈努力。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让我们满怀信心和期待，一同迎接 2019 年的到来。 

祝福中国！祝福世界！ 

谢谢大家！  

 

                           新华社北京2018年 12月 31日电 

 

※媒体采风 
★“江汉六桥汉阳接线二期工程主体结构完工”（1月 1日《武汉晚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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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版） 

★“墨水湖立交匝道改造工程完工”（1月 1日《武汉晚报》第 03 版） 

★“杨泗港长江大桥钢梁合龙 仅耗时 36 天 计划 9月底建成通车”(1 月 1 日《楚天 

都市报 武汉城建》第 03 版) 

 

※作品欣赏 

    2019 年第 1 期,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人民日报微信的一篇文章《善

待你所在的单位》： 

 

善待你所在的单位 
 

如果你是小草，单位就是你的地。如果你是小鸟，单位就是你的天。如

果你是一条鱼，单位就是你的海。如果你是一只狼，单位就是你跃马驰骋的

战场。家庭离不了你，但你离不了单位。 

没有单位，你，什么也不是! 

单位是你和社会之间和他人之间进行交换的桥梁。单位是你显示自己存

在的舞台。单位是你美好家庭的后台。单位是你的竞技场、练兵站、美容室、

大学校!单位是你提升身价的增值器，单位是你安身立命的客栈，单位是你

和你的另一半对峙的有力武器，单位是你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发言权。 

在单位要学会珍惜。 

一是珍惜工作。工作就是职责，职责就是担当，担当就是价值。感谢那

些让你独当一面的人，感谢那些给你压力的人，感谢给你平台的人。因为那

是机会，是信任，是平台，是发言权。 

二是珍惜关系。单位的各种关系一定要珍惜，宁可自己受委屈也尽量不

争高低。一个人只有能够处理好和自己有工作关系的关系才叫能力。没有工

作关系的关系，只是吃吃喝喝、玩玩耍耍，那不属于单位关系。 

三是珍惜已有的。在单位你已经拥有的，一定要珍惜。也许时间久了，

你会感到厌烦。要学会及时调整自己，使自己在枯燥无味的工作面前，有一

种常新的感觉。你已经拥有的，往往失去了，才会感受到价值;而一旦失去，

就不会回来，这往往让人抱憾终生。 

在单位最忌讳三点: 

一是把工作推给别人。工作是你的职责，是你立足单位的基础。把属于

自己的工作推给别人，不是聪明，而是愚蠢，除非是你不能胜任它。推诿工

作是一种逃避，是不负责任，更是无能，这会让别人从内心深处瞧不起你。 

二是愚弄他人。愚弄别人是一种真正的愚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尤

其是对那些信任你的人，万万不可耍小聪明。长期在一起共事，让人感动的

是诚恳，让人厌恶的是愚弄和虚伪。 

三是沉不下心来。沉不下心来是在单位工作的大忌。单位不是走马观花，

而很有可能是一生的根据地，是一个人一辈子存在的证明。要沉下心慢慢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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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会了也不要得意忘形。没有机会或者错过了一个机会也不要患得患失。

最后的赢家往往是那些慢慢走过来的人。 

单位无论大小，一把手只有一个。那些能够在一把手面前推荐你，说你

好话的人是你生命中的贵人。在单位要克勤克敬，兢兢业业，而不是耍赖撒

泼，妄自尊大。单位的本质从来不按年龄的大小排序，而是按职务排序，谁

以自己的年龄大小来说事，谁就是真正的傻瓜。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你年龄大

而从内心深处敬重你。那些对年龄的尊重只是一种表面的应酬。 

在单位老年人有老年人的优势，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优势。万万不可互相

轻视，那是自相残杀。在单位能多干一点就多干一点，总有人会记得你的好。

在单位千万不可以带一个不好的头，不要破坏单位的规则。那样就是拆一把

手的台，也就是拆自己的台。一定要把属于私人的事限制在私人的空间。否

则，关键时刻没有人认可你。在单位要尽量远离那些鼓动你不工作的人，鼓

动你闹矛盾的人，那是在让你吸毒品。 

在单位永远不要说大话，没有人害怕你的大话，大家只会瞧不起你。维

护自己的单位，维护自己的工作，维护自己的职业。如果你仅仅是为了玩耍，

请你不要在单位里。你若是单位的草，那单位就是你的地。单位离开谁都能

运转，但你离不开单位，你要努力证明，你在单位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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