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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确保高效打造优质示范工程
——
—来自中铁建工集团南丹路项目部党建工作的报道

由中铁建工集团承建的徐家汇南丹路1号办公楼改
建工程， 目前正处于竣工收尾最后冲刺阶段。 自开工以
来，项目部两度荣获
“
上海市明星工地”和
“
上海市安全文
明工地” 等多项荣誉， 再一次展现了全国优秀施工企
业——
—中铁建工集团与时俱进、 砥砺奋进的精神风貌和
品牌魅力。 此时此刻，面对荣耀，承担建设重任的该项目
部党政领导班子，并未自我陶醉，而是不断总结经验，再
接再厉，以党建为引领，精益求精，持续改进，为社会奉献
一座闪亮的建筑丰碑而不懈努力。

发挥党建服务保障作用
推动安全文明施工创新创优

据介绍，有着60多年辉煌历史的中铁建工集团，是位
列世界500强的国有央企，曾多次获得
“
全国五一劳动奖
状”
“
全国优秀企业管理奖”
“
全国优秀施工企业”
“
中国企
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
“
中央企业先进基层党组织” 等荣
誉称号。 项目部始终坚持党建理念和优良传统，把党建工
作融入到项目管理之中， 下大力强化党建引领和党建工
作能力，不断提高项目部党群工作水平，激励基层党员和
一线员工，在确保安全文明施工中不断拓展创新活力，推
动项目管理立足高起点、高标准，为打造安全文明示范工
程起到服务保障作用。
南丹路1号办公楼改建工程， 处于闹市中心突出位
置，是旧楼宇改建和新建工程兼有的工程项目。 为了给中
铁建工品牌增光添彩， 项目党支部坚持以确保打造优质
工程为主题，积极拓宽工作思路，把做好一线员工思想政
治工作、推进项目维稳和强化安全文明施工列为重点，落
实主体责任，积极开展党建工作。 老实讲，在闹市中心施
工，工作千头万绪，各种困难也会接踵而至，如果没有一
种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要想打造让社会满意的安
全文明工程、优质工程谈何容易。
为此，在党支部的带领下，项目班子各成员都以身作
则，工作中遇到困难和挑战，班子成员相互补台、相互支
持，为构建风清气正、开拓奋进的团队起到带头表率作用。
全体党员每天佩带党徽上岗，办公桌前摆放承诺牌，亮身
份、表承诺、当先锋、树形象，让党徽在项目上闪闪发光。
在开展
“
两学一做”
“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党
支部通过网络、手机微信、文件以及书籍等媒介，结合参
观红色教育基地、观看影片等系列活动，促进项目党建工
作有的放矢全面融入施工生产， 这些活动和举措也得到

开展技能竞赛

了业主、监理、协作单位的称赞和鼓励。
在推进党建工作中， 项目党支部按照上级党委的要
求，以《项目党建标准化手册》为准则，以
“
一册五本七盒”
标准化要求来确保党建工作的制度保障。 项目党支部还
通过
“
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主题党日等形式，加强党
课教育和党建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学习好、宣传好、贯
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 他们在积极推进项目文化建设的
活动中，不断加强党性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党员
的思想、 观念和行为， 在具体的施工管理实践中融会贯
通，进一步得到升华，从而带动一线员工为技术攻关、安
全文明施工、完成
“
百亿”规模和提升企业竞争力添砖加
瓦，奉献力量。

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不断提升凝聚力战斗力
高楼万丈平地起，广厦万间凝心血。 项目党支部以凝
心聚力实现企业新跨越、新梦想为使命，坚持把党建工作
融入到
“
中铁建工”干事创业、高质量发展的宏图大业之
中不断进取，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适应基层党建工作的发展要求， 针对施工管理点
多面广的实际，他们不断创新党建工作思路，通过党员先
锋模范的示范作用，打造党建品牌，围绕安全、优质、高效
组织施工生产取得经济效益的中心任务，在技术攻关、文
化打造、思想教育等方面发挥凝聚力战斗力的作用，有效
促进项目管理， 真正达到以党建带动企业发展的目的和
效果。 2017年，项目党支部通过开展
“
党员先锋岗”
“
青安
岗每月一星”
“
上海人气工地投票”
“
大干40天、 努力保完

勇于岗位奉献

新江桥保洁服务公司落实措施推动竞赛活动

本 报 讯 为进一步提升市容环卫行
业乐于奉献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 全面
提升环卫行业文明形象，最近，上海市开
展了市容环境管理及作业服务质量技能
竞赛。
据悉，上海新江桥保洁服务公司非常
重视技能竞赛，公司党支部成立竞赛领导
小组和工作班子，就竞赛的各项事宜逐一
落实。一是注重基础工作，对从事清扫、清
运和公厕保洁的全体员工进行思想教育，
提高服务意识和文明作业意识，加强技能
培训，规范操作流程；二是针对难点问题、
突发事件，通过现场处置、分析原因，不断
探索和改进工作方式， 提高服务质量；三
是通过夯实作业基础， 使竞赛工作有步

骤、有内容，培育作业能手，树立模范典
型，促进整体服务与作业技能水平再上新
台阶。
根据评选条件， 机扫驾驶员金根桃
被推荐为道路清扫服务能手； 姚水敏被
推荐为公厕保洁服务能手； 驾驶员候贤
栋被推荐为清运先进个人。 这三位员工
都有共性的品质：遵守社会公德，具有良
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工作技能熟
练且作业规范，履行岗位职责认真负责，
岗位能力突出成绩显著， 深受同行和市
民的认可和好评。 可以预期，通过岗位技
能的竞赛， 规范化作业流程和服务质量
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江桥地区的市容环
潇 潇
境也将跃上新的水平。

加强监管督查坚决杜绝质量安全隐患
虹口区建管中心开展一季度综合执法检查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虹口区建设工
程安全质量管理水平， 强化安全生产监管
力度，规范参建主体市场行为，日前，虹口
区建管中心开展了2018第一季度质量安
全综合执法大检查暨监理行为专项检查。
据悉，此次监督检查了22个在建项目，
其中住宅项目5个，公建项目17个。 检查内
容涉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安
全、质量行为，以及实物质量、重要建材供
应信息报送推进和监理行为等。 针对现场
发现的各类问题， 检查组汇总后对参建各

方进行了讲评，并要求相关单位举一反三，
立即进行整改， 整改完毕后将书面资料予
以回复。 同时，要求监理方进一步强化质量
意识和服务水平，切实做好材料取样见证、
旁站监理，以及对隐蔽工程、分项工程、分
部工程检验验收等做好规范化、 标准化管
理；对施工现场发现的质量安全隐患，监理
要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并发出告知单， 督促
责任方及时整改落实；必要时，要向建设行
政管理部门专报或紧急报告， 坚决杜绝质
唐 山
量安全隐患出现。

工”等活动，不断增强党员和员工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
斗力，有力促进推动了项目管理和施工进展。 去年上半年
在安全质量检查中，被集团公司评为优秀项目部。
党建工作说到底是国有企业的
“
根”与
“
魂”，激活团
队力量，汇聚员工智慧，因势利导，引领凝聚，融入创新，
砥励奋进，为
“
中铁建工”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不断
开创党建工作新局面，必须创新手段
“
共建联建”才能深
入人心。
如何让党建工作墙内开花墙外香？ 在施工管理的每
个方位都留下踪影？ 党支部从问题导向入手，从施工管理
的实践中去寻找最佳方案。 譬如，南丹路改建项目是名副
其实的
“
窗口工程”，项目党支部结合施工现场项目文化
宣传， 考虑到徐汇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以及上海城市日
活动，投入成本将工地围墙打造成文化长廊，通过这些举
措，不仅妆扮点缀了城市风貌，从中也展示了
“
中铁建工”
优秀企业的品牌形象和党建动态， 也获得了上海市民巡
访团和政府部门的一致好评，荣获了
“
上海市明星工地”
和
“
上海市安全文明工地”荣誉称号。
南丹路项目党支部始终认为， 项目现场是施工企业
管理的前沿阵地， 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同频共
振，是党建工作的生命力所在。 在一项项急难险重的任务
面前，党组织带领党员争当先锋，处处展现出
“
中铁人”的
“
精、气、神”和时代风采。 面对企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的机遇与挑战， 项目党支部将进一步固本强基， 构筑堡
“
中国梦”
“
中铁
垒，焕发党建活力，增添拓展动力，在实现
梦”的征程上，谱写更加绚丽多彩的崭新篇章。
朱德强

赵文彬

依法行政、重拳出击

友谊路街道从严整治
老年养生保健品违法经营
本 报 讯 友谊路街道在大调研中发
现， 一些不法商贩通过子虚乌有的噱头，
大肆吹嘘保健品的功效，利用老年人对健
康养生的盲从追求，通过洗脑和非法会销
的方式，非法牟取暴利，损害老年人的切
身利益。 针对这些乱象，街道把遏制违法
经营纳入综合治理的行动中，从严打击不
法商贩，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
一是依法行政，协同作战，确保综合
治理思路清、目标明。 街道成立违法违规
经营综合治理领导小组， 由主要领导亲
自挂帅，市场监督管理所、城管中队、网
格中心、派出所等部门联手，通过制定整
治方案，细化工作目标，协作打好“组合
拳”，确保不留盲区死角。 综合治理须创
新工作方式，将辖区划分五大网格，按巡
查、发现、处置、执法，配备整治力量，日
常工作细化到岗到人，形成工作合力，发
挥1+1大于2的效果。截至目前，已组织了
1617人次执法，连续开展56次整治行动，
共出动执法车辆412车次，进行拉网式全
方位综合治理。
二是勇于担当、主动出击，确保综合
治理取得成效。 综合治理要注重用好用足
法律手段，从控制经营场所入手，紧抓非
法会销特点，采取代为保管、查封、扣押、
询问、告知等行政执法手段，消除挤压经
营场所，以
“
停、转、离”促使违法经营者住
手。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代保管非法经营
工具1023件，查封3处经营场所，违法经营

户由原来54户下降到现在的9户， 违法经
营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
三是健全机制、科学运作，确保违法
经营无处藏身。 综合治理小组通过研究违
法经营特点，结合实际情况，前移监管端
口，划分五大网格，充实监管力量，将市场
所、网格中心、城管中队、东晨公司四支力
量以网格形式固化融合起来，每块网格设
立网格长， 把监督管理下沉到社区路面，
触角延伸到每一位网格员，全天候、全时
段、全方位监控违法经营行为。 同时，进一
步完善发现处置机制，把执法力量组合成
三个梯次： 日常巡查发现落实到网格员；
先行处置落实到应急机动执法队；整治取
缔落实到联合执法队。 职责分工明确，执
法效率高，执法效果显著。
四是积极做好宣传， 抢占舆论阵地，
把握
“
安全消费、品质生活”主流。 街道综
合治理小组把37个居委会分成四个片区
（宝钢片、宝林片、宝山片、其他片），集中
向居民广泛开展宣传教育，一方面通过邀
请养生保健医生开设专家讲座，正面揭穿
养生谣言， 引导市民树立科学养生观念；
另一方面请执法人员走上讲台，揭穿非法
经营骗术，引导老年人安全消费，理性对
待养生需求，以防消费陷阱。 此外，充分利
用黑板报、横幅、展板、发放宣传资科等，
实现工作重心下移、关口前移，积极打造
整治养生保健品市场的舆论氛围和长效
贡 健
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