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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桥之窗》企业内刊 

※重点新闻 

江汉七桥两登全市文明施工红榜  

  日前，市城建局通报全市 8 月份“十优”工地，由公司代建的江汉七桥汉阳市

政段登上红榜，这是继 5 月份江汉七桥中铁大桥局七公司段登上全市文明施工红榜

后，再次光荣上榜。至此，江汉七桥全线均登上文明施工红榜。 

  公司始终高度重视安全文明施工，严格落实“六化”要求，重点突出工地围挡

封闭，降尘降噪，清扫保洁等内容，强化责任落实，强化日常巡查，强化立查立改，

切实做到快发现、快处置，努力打造良好的工地文明形象。 

  江汉七桥自开工以来，公司便将把文明施工纳入项目精细化管理重要内容，向

精细管理要文明。为此，公司和项目公司、监理等单位一起，提前策划，确立并狠

抓了“临时设施标准化、项目管理信息化、文明环保高端化、四新技术科技化、BIM

技术应用深入化”等五个主要精细化管理举措。项目全线始终坚持做到围挡标准化、

扬尘监控智能化、沿线喷淋自动化、裸土覆盖常态化、周边道路保洁经常化。去年

11 月 13 日上午，市城投集团组织系统内 15家从事建设工作的二级单位上百人观摩

了江汉七桥精细化管理工作。汉阳市政集团计划 9 月初观摩江汉七桥汉阳市政段精

细化管理工作。 



 

 

 

       快速反应 勇于担当，道桥公司全力开展防汛排渍 

  入梅以来，武汉遭遇 7 轮强降雨，降雨量达到历史高位，长江汉江武汉段双双

突破警戒水位，汛情严峻，道桥公司领导班子高度重视,把防汛排渍作为当前工作的

重中之重。按照公司防汛应急预案，及时调整应急响应级别，主要领导赶赴一线指

挥，合理安排调度人力物力，公司干部职工迅速投入到防汛抢险工作中。 

 



统一思想 动员部署 

  7 月 7 日，公司董事长鲁有月主持召开防汛和安全生产文明施工专项整治工作专

题部署会议。会议要求：

明专项整治和防汛工作落到实处

加强巡查值守，发现隐患及时处置

急物资；加强纪委督查问责

主管部门和媒体不良评价报道的

赶赴一线 靠前指挥 

    汛情就是命令，公司领导班子第一时间分赴各代建项目施工现场

汛排渍情况，并作出工作部署

公司董事长鲁有月主持召开防汛和安全生产文明施工专项整治工作专

：立即成立工作专班，完善相关工作制度，切实推动安全文

明专项整治和防汛工作落到实处；进一步明确责任，公司领导分工驻点代建项目

发现隐患及时处置；各项目现场要做好防汛应急准备

加强纪委督查问责，在防汛工作中履职不力、工作不到位或受到上级单位

主管部门和媒体不良评价报道的，公司将严肃追责。 

公司领导班子第一时间分赴各代建项目施工现场

并作出工作部署。 

 

公司董事长鲁有月主持召开防汛和安全生产文明施工专项整治工作专

切实推动安全文

公司领导分工驻点代建项目，

各项目现场要做好防汛应急准备，备足防汛应

工作不到位或受到上级单位、

公司领导班子第一时间分赴各代建项目施工现场，察看项目防

 



 

 



 

 



 

 



 

  在做好代建项目防汛排渍工作的同时，按照江岸区谌家矶街道防汛抗旱分指挥

部的统一调度指令，公司承担辖区堤防约 800 米责任段值守任务。 

 



 

 



 

 



 

 



 

 

 

 



突发险情 有效处置，道桥公司全力以赴应急抢险 

 

新武金堤南段项目发现疑似管涌 

    7月 9日 21时，道桥公司新武金堤南段业主代表接洪山区防汛指挥部电话通知，

新武金堤南段路基开工段发现疑似管涌险情，需要立即处理。公司董事长鲁有月、

副总经理梅建松立即赶往现场并通知参建单位做好抢险应急准备。当晚，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林驰、盛华，项目部部长陈勇、安全保卫部部长李杰等领导先后赶到现场

部署抢险工作。 

     7 月 9 日 23 时，洪山区防汛指挥部咨询相关防汛专家意见后召开了防汛紧急

会议，明确了应急处置方案并向新武金堤项目公司下达了防汛抢险任务单。 

 



 

 



 

 

  截止 7 月 10 日 12 时，该段 340 米路基断面已按方案实施完成，共耗时 13 小时，

累计投入抢险人员 200 人、挖机 4 台、沙袋 4 万条、黄砂、瓜米石、碎石共计 1200

方。 



 

 

 

 

 

 



新武金堤南段项目再次发现险情 

 

    7 月 10 日 10 时 30 分，新武金堤南段 5 工区施工范围内发现疑似管涌险情，洪

山区水务局立即组织专家查看了现场，道桥公司总经理郭文增、副总经理梅建松立

即赶往现场并通知参建单位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做好防汛应急准备，并及时向集团

公司报告。 

    11 时 30 分，洪山区防汛指挥部召开了防汛紧急会议，明确了应急处置方案并

向新武金堤项目公司下达了防汛抢险任务单。 

    17 时 30 分，市长周先旺、洪山区区长林文书视察新武金堤南段防汛应急工作

情况，对防汛处置工作表示肯定。 



 

 



 

截止 7 月 11 日 12 时，该段 260 米路基断面已按方案实施完成，共耗时 22 小时，

累计投入抢险人员 400 人、挖机 8 台、推土机 2 台、车辆 300 辆、黄砂、瓜米石、

碎石共计 6000 方。 

 



 

新武金堤南段项目巡查值守 

    按照洪山区防汛指挥部要求，道桥公司加强对新武金堤南段项目施工断面隐患

排查，安排副总经理杨志祥、总经理助理杨帆到项目驻点查勘，现场调度巡查值守

及各项应急抢险准备工作，重点对前期发现的疑似管涌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检查，

并对现场巡查新发现的浸散情况及时报洪山区防汛指挥部查看，及时按洪山区防汛

专家意见组织处理。 

 



 

 



 

 



 

 

 

 

 

 

 



齐装满员 尽锐出战，道桥公司全力以赴打赢防汛攻坚战 

     真刀实枪，真正进入战斗状态。 

 

    随着一声紧急集合哨声，130 名应急队员、37 台大型防汛应急设备火速集结，

经过简单动员，队伍立即开拔，奔赴抢险一线…… 

 



 

  7 月 14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古田四路与沿河大道交叉路口，由武汉天兴洲道

桥投资公司、武汉城铁投资公司、武汉房产集团等武汉城投集团旗下 3 家单位集中

优势资源，联合中铁大桥局七公司组建的武汉市防汛突击队城投第三尖刀队，按照

齐装满员要求，组织了一次防汛应急拉动演练。 

 



 

  演练以汉江硚口大堤 24.5 公里险段发生漫坝险情为背景。按照任务划分，城投

第三尖刀队主要负责硚口片区重点堤防险工险段，包括硚口 24.5 公里险段、军需险

段、东风险段、艾家咀险段等抢险任务。 

 



 

 



 
  本次演练以实战为导向，达到了预期效果，同时为防汛应急抢险工作积极了宝

贵经验。 

※重大活动 

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兵检查江汉七桥项目防汛工作 

 
 
 
 
 
 
 
 
 
 
 

 

 

 

 

 



    7 月 9 日上午，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兵检查江汉七桥项目防汛工作。李总实地察

看了硚口侧闸口封闭、现场施工机具材料搬迁和保护、防汛物资储备等情况。就当

前防汛工作，李总提了四点要求：一是要按照集团公司防汛工作部署，加强领导，

压实责任，落实值班和信息报送制度；二是要按照辖区防汛指挥部的要求，切实做

好堤防巡查和防汛物资的储备及人员值班值守；三是要严格落实市级防汛应急分队

人员、设备、物资集结工作，加强桌面推演，一声令下，立即出动；四是要进一步

加强堤内起重吊装、施工塔吊的安全保护工作，加强巡查，确保安全。 

 集团公司安全保卫部部长李杰，道桥公司董事长鲁有月、副总经理梅建松，项

目公司施工单位负责人参加了活动。 

集团总经理李兵检查道桥公司防汛应急工作  



 

7 月 14 日下午，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兵带队检查新武金堤南段防汛应急工作。李

总在现场听取了道桥公司董事长鲁有月对新武金堤南段四处疑似管涌的现场处置情

况以及道桥公司整体防汛应急工作的汇报，李总肯定了各参建单位近期工作，并提

出：一是要持续高度重视，确保各项防汛工作责任到位，安全度汛；二是按照市政

府和洪山区指挥部的要求继续做好武金堤防汛应急处置工作；三是现场需运用多种

手段加强巡查，确保巡查效果。集团公司安保部部长李杰，道桥公司副总经理杨志

祥、总经理助理杨帆及参建单位负责人参加了活动。 

7 月 16 日下午，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兵带队检查道桥公司谌家矶堤防责任段防汛

工作。李总仔细查看了现场，听取了道桥公司总经理郭文增对责任段值守情况的汇

报，李总肯定了道桥公司前一阶段的堤防值守和巡查工作，鼓励一线值守人员克服

困难，再接再厉，坚决完成江岸区防汛指挥部下达的工作任务。集团公司纪检监察

室主任李兆忠、安保部部长李杰，道桥公司纪委书记高翔参加了活动。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林驰慰问一线干部职工 

7月 20日下午，市城投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林驰抵达道桥公司新武金堤项目现场,

慰问坚守在防汛排渍、项目建设工作一线的干部职工。 

林总仔细查看了项目堤防段巡查值守、机械设备、物料准备等情况，听取了道

桥公司关于防汛应急工作以及现场情况的汇报，并为应急分队送上饮料、面包、毛

巾等慰问品，鼓励队员们再接再厉，坚守阵地，维护项目堤防平安度汛。 



 
    集团公司安保部部长李杰，道桥公司总经理助理杨帆、工程部、安保部参加

了活动。 

集团公司董事邓耀光慰问一线干部职工  



7 月 22 日下午，集团公司董事邓耀光带队在江汉七桥项目现场慰问市应急抢险

中队城投第三尖刀队，为奋斗在一线的抢险应急队员送来防暑降温物品。 

邓董事为大家送来了绿豆、饮料、蚊香、矿泉水等物资。邓董事对不畏高温、

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表示慰问，鼓励大家继续坚守，随时做好应急抢险任务，同

时，叮嘱大家要重视防暑降温工作，要合理安排时间，注意劳逸结合，确保身体健

康和安全。 

集团金融部部长孙大全，道桥公司总经理郭文增、副总经理梅建松参加了活动。

          集团公司工会主席江强生慰问一线干部职工  

 



  8 月 6 日上午，集团公司工会主席江强生带队到新武金堤路项目现场，慰问一

线干部职工。江主席要求施工单位要科学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做好、做细、做实防

暑降温工作，同时强调夏季高温天气要更加注意施工期间现场安全管理，做好安全

保障工作才是对职工最大的关爱。 

  集团公司工会办公室副主任徐丽霞，道桥公司工会主席高翔，项目公司、施工、

监理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了活动。 
 

※企业建设 
公司召开 2020 年劳动竞赛动员大会 

 
 
 
 
 
 
 

 

 

 



    7 月 3 日上午，公司在二楼大会议室组织召开 2020 年劳动竞赛动员大会，会议

由公司副总经理梅建松主持。 

  会上，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高翔宣读了道桥公司《2020 年“保安全、保生

产、保重点、促发展，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劳动竞赛实

施方案》；江汉七桥项目部和飞虹监理作为代表进行了交流发言。 

  会议最后，总经理郭文增作了动员讲话。郭总就如何开展好本次劳动竞赛活动，

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提高认识，立即行动，全面掀起大干快上的劳动竞赛热潮；

二是突出重点，创新形式，注重统筹，做好配合；三是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扎实

有效地开展劳动竞赛活动。 

    公司副总经理杨志祥、总经理助理杨帆、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各在建项目 PPP 公

司、施工、监理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道桥公司召开防汛和安全生产文明施工专项整治工作专题部署会议 

 
    7 月 7 日下午，道桥公司鲁有月董事长主持召开防汛和安全生产文明施工专项

整治工作专题部署会议，会议传达部署了市城建局、市城投集团公司关于开展房屋

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专项整治工作的相关要求及防汛专题会议精神，结合公

司实际做出下一阶段工作部署，道桥公司总经理郭文增，纪委书记高翔，副总经理

杨志祥、梅建松，总经理助理杨帆参加会议。 

  会上，郭文增总经理对防汛和安全文明工作做出了具体的分工布置，进一步明

确各方责任、把防汛和安全文明工作抓细抓实；强调领导带班制度，严格执行Ⅱ级

响应方案；要结合各项目实际，保证周边道路不滞水，保证重点部位安全度汛。 

鲁有月董事长对落实好防汛和安全文明工作提了五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提高

政治站位，成立工作专班，采取有效措施，按照市城建局和市城投公司要求，完善



相关工作制度，切实推动安全文明专项整治和防汛工作落到实处；二是要切实开展

隐患排查。认真落实防汛和安全文明专项隐患排查工作，道桥公司由领导带队，对

各项目进行专项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把事故消除在萌芽状态；三是要举一反

三做好自查。各项目参建单位要以本次专项整治行动为契机，对标对表，补齐短板，

找出差距，严格执行道桥公司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手册，全面提升现场管理水平；

四是要严肃问责制度。若发现防汛和安全文明专项整治工作中履职不力、工作不到

位或受到上级单位、主管部门和媒体不良评价和报道的情况，道桥公司将严格问责；

五是要抓好防汛应急准备工作。各项目要按照市城投公司防汛应急Ⅱ级响应工作部

署，落实好防汛应急人员、设备、物资、后勤保障，确保应急处置和信息报送各项

工作落实到位。 

公司领导鲁有月、高翔等检查慰问江汉七桥项目  

 

 



  8 月 3 日下午，道桥公司董事长鲁有月带队对江汉七桥工程进行安全检查，道

桥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高翔，副总经理梅建松，安保部、工程部、项目公司、

施工及监理单位参加了检查，并对现场人员进行慰问。 

鲁董现场查看了江滩内现场、办公区、会议室后，在防汛集装箱组织召开碰头

会，会议要求：一是长江水位在下降，但防汛仍是当前头等大事，现场要继续做好

防汛应急抢险工作，人员、队伍、设备要随时“冲得出去”；二是江滩水位已退出

地平面，食堂、办公区、生活区要全面消杀，确保安全，尤其是民工宿舍消杀安全；

三是要做好复工复产准备工作，根据防汛的影响，重新修订项目的进度计划安排；

四是要全面检查现场用电，确保每条电路的安全；五是要按照现场作业条件，加快

两岸引桥施工。 

 

 



公司召开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动员部署会  

 

 



 

  8 月 14 日上午，公司在二楼大会议室组织召开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动员

部署会，会议由总经理郭文增主持。 

  会上，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高翔传达了武汉市深化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动员部署大会精神及《武汉市精神文明创建“十大行动”实施方案》；副

总经理梅建松部署了在建工地文明施工和安全生产工作；江汉七桥项目部和飞虹监

理作为代表进行了表态发言。 

  会议最后，董事长鲁有月作了动员讲话。鲁董就如何做好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各项目部一把

手要亲自抓，要统一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全市、城投集团动员部署会议精神，牢固

树立“抓创建就是讲政治、促发展、惠民生、抓治理”的总要求，层层落实创建责

任；二是把握重点，对标对表抓创建。务必要按照市文明委实地考察点位中“建筑

工地”的测评标准实施包点包片管理，全面摸排整改，确保不留死角，确保在迎检

工作中做到道桥公司代建项目创建事项“零失分”；三是加强督导，严肃处罚追责。

道桥公司纪委要先行到实地考察点位暗访督查，对于发现的问题限期进行整改，对

于整改不力、推诿扯皮的将严肃执纪问责。如果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造成失分的，

或被各级主管部门约谈、曝光、暂停施工的项目，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将严格按照

道桥公司《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违章处罚实施办法》执行，并向其上级主管单位通

报。 

公司副总经理杨志祥、总经理助理杨帆、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各在建项目 PPP 公

司、施工、监理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道桥公司组织召开 2020 年监理座谈会  

 

 

  为全面加强监理管理，切实提高监理履职水平，8月 17 日下午，公司在二楼



会议室召开了监理工作座谈会。鲁有月董事长，郭文增总经理，副总经理杨志祥、

梅建松，总助杨帆，工程技术部、安全保卫部、投资计划部、总工办等部门负责人，

大桥监理、飞虹监理和李俊总工、程益监理、四川铁兴、湖北建丰、武汉南亚等 6

家监理单位主要负责人及 7 个监理部总监等 2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通报了近几年道桥公司代建项目监理工作情况，存在问题，宣读了《道桥

公司监理管理办法》（试用）。 

  会议指出，2020 年受疫情和汛情影响，投资目标、进度目标压力较大，各级

对现场精细化管理、安全文明施工要求越来越高，监理工作职能和履约水平也应与

时俱进，满足项目建设发展需要。会议要求：一是各监理单位要提高认识，高度重

视监理工作。要做好会议精神传达，要不断加强业务能力学习，确实建立一支责任

心强、业务能力强、团队协作精神强，爱岗敬业、廉洁自律的高素质监理团队：二

是各单位要着力培养、配强监理部总监。要继续大力贯彻道桥公司总监面试制度，

落实监理管理办法，加强监理履约检查；三是要充分研究 BT、PPP、EPC、政府债

等建设模式，积极探索精细化管理措施，高标准抓好安全文明施工，与道桥公司一

起联手打造精品工程。 

 

※党团建设 

集团副总经理林驰到道桥公司第一党支部讲党课  

 
    7 月 1 日上午，集团副总经理林驰到道桥公司一支部，以《牢记“三个不忘” 永

葆初心本色》为题，为支部党员讲了一堂深刻而又生动的党课。 



  林总结合自己的学习感悟与思考体会，从坚决不能忘了“我们是谁”、 坚决不

能忘了“从哪里来”、 坚决不能忘了“为什么出发”等三个方面，深入浅出地讲解

了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要想永葆初心本色，就应当做到牢记“三个不忘”，以不懈

探索的勇气、敢于人先的担当、紧弓满弦的实干，在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奋斗中实

现伟大梦想。最后，林总对道桥公司如何在企业发展中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从三

个层面提出了要求：一是“关键少数”打头阵，形成“头雁效应”；二是“广大干

部”做表率，积极干事创业；三是“全体党员”当先锋，亮身份践承诺。 

    道桥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郭文增表示，道桥公司党员干部一定按照林总提

出的要求抓好各项工作落实，顺势而为，因时而变，积极承担起新职责和新任务，

促进公司转型发展和竞争力提升。 

 

※道桥风采 
2020，殊为不易;2020，艰苦卓绝。疫情、汛情叠加，战疫、战洪并行。主

动作为，奋楫击水，中国中铁大桥人勇往直前。今年确实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先遭疫情，后遇汛情，既是大战，又是大考。公司建设的武汉江汉七桥的“成

长”，正在不断被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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