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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局今年新发展
两百亿目标顺利实现
双特双甲手中攥
职工一起笑开颜

喜事一件又一件
海外事业奋战三十年
公路、桥梁、水电站
丰功伟绩美名传

想出国
护照体检严把关
北京机场过安检
踏出国门飞上天

老友相见把手牵
浓情惬意杯酒干
忆苦思甜不嫌烦
同甘共苦还想再干三十年

一道彩虹跨天边
灯火通明是电站
工程竣工把字签
喜讯、笑脸传两岸

十一局营收再翻番
海外市场必拓展
管理、施工全靠咱
高高兴兴去出国、去发展
作者单位院五分局

出 国

从大江大河走来袁从神州大
地和大洋彼岸走来袁 不论水电尧
高架尧房建袁还是水环境治理袁从
来没有挡住电建人的脚步遥

电建人是匆匆赶路的人袁也
是坚守时光的人遥面对每一个项
目袁他们从不畏惧袁他们用自己
的青春和汗水书写着使命袁实现
一个又一个宏大的目标遥

在时光的长廊里袁电建人用
诚信铸就一种无私无畏的精神袁
风里来雨里去尧 舍小家顾大家尧
用小爱换大爱噎噎而这些也是
良好的家风的一部分袁无声影响
着电建人的孩子袁传承着一种做
事认真尧爱岗敬业尧勇于奉献的

精神遥
很小的时候袁 电建人的孩

子袁 对于远方的爸爸和妈妈袁那
是电话里和视频里那个熟悉的
声音和画面曰 长大一点儿了袁爸
妈是一年一度短暂相聚里的玩
具和快乐遥 最初时袁他们还觉得
很新鲜袁有时也很神气袁自己的
爸妈给自己带了好多玩具遥当这
些天真无邪的孩子开始懂事时袁
他们才发现袁爸爸妈妈袁原来在
很远的地方袁 爸爸妈妈都很忙袁
自己要留在奶奶身边袁自己要比
其他孩子坚强遥 慢慢长大袁当短
暂的相聚时袁 分别也不再掉眼
泪袁而是比普通的孩子更坚强遥

记得袁 当孩子还是三岁时袁
我还算幸运在离家不太远的项
目遥 如果平时不太忙袁自己开车
走四十分钟的路程袁工作一天后
就能回家袁而每周六孩子都想去
项目上看看遥记得第一次孩子去
项目时袁孩子回到家后袁告诉我院
野爸爸袁等我长大了袁我一定给你
找一个只有一分钟路程的工
作遥冶看着孩子的许诺袁我开心而
又沉重袁孩子年幼无知袁只知道
生活的付出袁而不知道每一项事
业袁都得需要每一个人去奉献遥
由于工作需要袁我几年在机关工
作袁 而妻却去了远方的项目部遥
我一个人努力工作袁 照顾着孩

子袁既当爹又当妈遥 我珍惜着这
难得的时光袁 尽一个父亲的职
责袁工作之余袁很少消遣娱乐袁而
是照顾着孩子的生活袁辅导孩子
的学习遥

固定的项目部袁流水的电建
人袁 当一个又一个项目建好时袁
我们又去了新的项目遥服从是电
建人的天职袁 只要工作需要袁我
们总是义无反顾地前往遥

当孩子才上小学三年级时袁
我又去了离家较远的项目遥本来
请来了孩子的爷爷奶奶袁陪伴他
读书生活袁而事与愿违袁老人身
体不好袁回了老家袁家里就剩孩
子自己遥 我每天很晚才回家袁而

孩子早上自己背着小书包去上
学袁中午和晚上自己拿着卡去单
位食堂吃饭袁本来担心孩子不能
自理袁但孩子却做得有条有理遥

在孩子最需要父母照顾的
年代袁 我对孩子只有很少的陪
伴袁而孩子却自己很坚强袁想着
这些有时会偶尔有点自豪袁但有
时也会有一丝心酸遥 年幼的孩
子袁 在需要人看护的时光里袁为
人父母的我们却没有尽到自己
的职责袁对他们有些苛刻遥 我无
法想象袁孩子一个人去上学的路
上袁心里会是怎么想曰我也无法
想象袁孩子一个去就餐时袁会不
会有一些麻烦遥不过袁我又想袁不
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袁在孩子年
幼时袁多一点锻炼袁一定会有助
他们的成长袁他们一定会比普通
的孩子早一点成长遥

电建人的孩子早当家浴
作者单位院郑州公司

电建人的孩子早当家

母亲是个简单的人袁 不善
于言辞尧不精于打扮尧不追逐
名利袁更不乐于攀比遥 但是她
给予我们的袁除了爱袁还有好
多好多噎

母亲生活在我们这个幸福
的家庭袁爸爸尧妹妹还有我遥 外
人看来袁我的母亲是个成功的
母亲尧坚强的母亲尧伟大的母
亲遥 她的成功在于在别人眼
里袁她抚养出了两名优秀的大
学生袁一个考入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尧 一个考入青岛科技大
学曰她的坚强在于她为了女儿
的前途袁将自己的两位宝贝女
儿都送到了省外读书尧 工作曰
她的伟大在于她从来没有要
求过别人为她做什么袁总是默
默地付出尧默默地承受遥

那是 2008 年的夏天袁家中

喜事不断袁我和妹妹双双考入
了重点大学袁空气中也充斥着
喜悦遥

眼看就要开学了袁 爸爸妈
妈开始商量怎么送两孩子上
学的事袁一个在青岛 8 月底报
到袁 一个在北京 9 月 6 号报
到遥

爸爸说院野我们全家都去青
岛袁把老大送到青岛袁然后再
去北京冶遥 这时在一旁沉默的
母亲说院野你送孩子去袁我不去
了袁上学还的要学费袁我在家
待着看家袁省点路费遥 冶

后来袁 在全家的一致坚持
下袁也给妈妈买上了开往青岛
的绿皮火车袁因为票太难买只
买到硬座袁 从兰州到青岛袁38
个小时的硬座呀浴 可是妈妈却
开心的流出了眼泪袁 激动的

说院野硬座 100 多袁 还不贵袁挺
好冶尧野要不是你两考上大学袁
妈妈估计这辈子也没机会到
青岛尧到北京看看冶遥

2014 年的 10 月 4 日 20
时袁我的电话响起来了袁是爸
爸打来的袁爸爸说院野我们过两
天就到三门峡了袁你这几天好
好地袁不要伤心袁你走了之后袁
你妈妈伤心的哭了好久袁我就
劝她袁女儿大了袁不都的出嫁袁
要不然袁 我就一直养着她袁但
是那样也不行呀浴 我又不是养
不起袁主要是她也得追求自己
的幸福呀浴 你妈妈舍不得你离
开噎冶原来是爸爸背着妈妈偷
偷给我打的遥

在我走时袁 妈妈还替我宽
心院野以后嫁到那边了袁就对公
公婆婆好点袁嘴要甜点袁别惹

老人不高兴冶尧野爸爸妈妈在这
边好着呢袁你就别操心了冶 噎

后来妹妹给我讲袁 妈妈当
时哭着对她说院野你姐出嫁了袁
怕以后受了委屈只能自己受
着袁 不会告诉我们冶尧野想着她
那样倔强袁怕万一顶撞了婆家
人袁谁能受得了她的脾气呀浴 冶
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只顾及别
人感受却掩饰自己情绪的人袁
怕家人担心袁 自己故作坚强袁
心里还惦记着我们过得怎样
的好母亲浴

此刻袁我只想让大家知道袁
我有这样一个好妈妈袁我为自
己有这样一个善良尧 可爱尧善
解人意的母亲而感到自豪浴

妈妈袁我爱你浴很爱浴很爱浴
作者单位院六分局

妈妈，我爱你！

刊头摄影 吕建军
本期编辑 王建贞雨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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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公司荣获 2018 年
度全国建筑业 AAA 级信
用企业

阴公司签约渑池棚户
区改造安置住宅项目 A
区工程和刚果渊金冤布桑加
水电站引水系统工程

阴公司正式取得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尧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一级和桥梁工程专业承
包二级等三项资质

阴公司召开市场开发
工作研讨会

阴洛阳地铁 2号线首
台盾构机野牡丹 1号冶始发

本报讯 渊记者 谭映
松冤 1 月 14 日上午袁公司在
郑州总部召开 2018 年度二
级单位党组织书记述职考
评会遥 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
长张玉峰袁总经理尧党委副
书记夏水芳袁 党委副书记尧
纪委书记李朝晖袁副总经理
张涛出席考评会遥

张玉峰在讲话中指出袁
2018 年袁公司不仅在生产经
营尧市场开发方面实现了跨
越发展袁 而且党的建设尧精
神文明尧企业文化等各方面
工作也取得巨大成绩袁在集
团系统内名列前茅遥 这些成
绩的取得袁一是靠干部职工
干出来的袁二是靠优秀的文

化宣传队伍讲出去的遥 张玉
峰指出袁虽然公司党建工作
取得了巨大成就袁但依然存
在着一些不足和问题袁尤其
是现在面临新的形势袁如何
做好基层党建工作袁还缺少
一些新思路袁新举措遥 就抓
好下一步党建工作袁张玉峰
强调袁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
领下袁 牢固树立 野四个意
识冶袁坚定野四个自信冶袁融入
中心袁把主体责任和野一岗
双责冶行使好袁把基层党建
工作真正做扎实袁 将把方
向尧管大局尧保落实的任务
真正落实好袁为十一局新的
发展目标保驾护航遥

李朝晖主持考评会袁他
指出袁要在全面推进党建工
作高质量发展上超前谋划袁
持续创建党建品牌袁建设一
支高素质的党建专业化队
伍遥 要进一步强化党的建设
和党的领导袁用实干推动发
展袁用担当承载使命袁用奋
斗点亮幸福袁真正起到护航
公司新发展的作用遥

考评会上袁 公司各单位
党组织书记围绕 2018 年度
党的思想建设尧 组织建设尧
作风建设尧 反腐倡廉建设尧
制度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袁
存在的不足以及 2019 年党
建工作思路等方面进行了
述职遥

公司召开 2018 年度二级单位党组织书记述职考评会 标题新闻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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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龚家卉冤 据
统计，公司 2018 年实现营业收
入 215.61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5.34%，是股份公司下达计划的
126.62%，提前两年实现公司“十
三五”规划制定的营业收入目
标，比 2015 年翻了一番，履行了
在规模上“再造一个十一局”的
承诺。

2018 年，公司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
落实新发展理念，在股份公司的
坚强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的工
作总基调，营业收入快速增长，
质量效益稳步提升，市场开发、
项目履约、基础管理和党建与党
风廉政建设等工作不断加强，在
高质量、高效益、创新型发展的
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2018 年，公司成功进入“双特
+ 双甲”建筑企业行列，成为中

国电建第二家同时拥有水利水
电工程、建筑工程两项施工总承
包特级资质的企业，发展优势愈
加凸显。公司党的十九大精神学
习贯彻活动深入推进，第十三次
党代会隆重召开，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暨国际业务实施 30 年
活动成功举办。中电建（洛阳）装
配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
立，津巴布韦最大水电站 -- 卡
里巴南岸扩机工程全面建成投

产，亚洲最宽无背索斜塔斜拉桥
-- 郑州贾鲁河大桥顺利通车，
郑州市东三环（107 辅道）快速
化工程下穿隧道试通车，郑州市
南四环快速化工程 PPP 项目、郑
州市贾鲁河综合治理生态绿化
工程 PPP 项目陆续开工，玻利维
亚 I63 公路顺利移交，武汉地铁
11 号线正式开通试运营。公司
荣获河南建设行业十佳杰出贡
献单位称号，核心竞争力、市场

开发力、内部管控力、品牌影响
力、海外拓展力持续增强。

2015 年以来，公司营业收入
年均增长率达到 20.39 %，这是
水电十一局人始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开拓创新、团结拼搏的
结果，也必将推动公司向着建设
企业强大职工幸福的综合建筑
运营服务商的目标继续前进。

公司 2018年营业收入突破 200亿元
提前两年实现公司“十三五”规划制定的营业收入目标

刚刚过去的 2018 年，我们过得很充
实，走得很坚定。特别是，我们迈上了营业
收入 200 亿元的新台阶，无比自豪，无比荣
光！

我们自豪且荣光的，不仅仅是 200 亿
这个数字。更是这种永不服输、追逐梦想的
坚定信念；更是这种勇于进取、百折不挠的
超越精神；更是这种正直做人、用心做事的
文化氛围；更是这支乐于奉献、忠诚敬业的
干部员工队伍……

正是这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
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引领着我们、推动
着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奋力前进，把蓝图变
为了现实。

向 200 亿背后的每一位奔跑者、奋斗
者致敬！

当然，200 亿不是终点，它只是一个新
的起点。2019 年，有机遇也有挑战。我们肩
负着扩大经营规模与提升发展质量的“双
重压力”、推进改革发展与创新转型的“双
重使命”、增进职工幸福与促进社会和谐的

“双重责任”，大家还要一起拼搏、一起奋
斗！

顺应时代的要求。身处滚滚向前的潮
流中，我们要有坐不住、等不得、慢不得的
强烈紧迫感。

加快发展的步伐。要以更大规模实力
在更高的平台上去参与市场竞争，就必须
要有更高的目标、更大的期待、更快的步
伐，要重新思考和规划新的方向。

牢记奋进的使命。我们要在综合贡献
上展现集团领军企业的担当，要继续在品
牌、规模、发展质量上争先进。

回首向来，筚路蓝缕。百尺竿头，相与
翱翔。

我们要以更加充沛的激情，更加豪迈
的气概，坚持转型发展的定力、坚持创新开
拓的胆识、坚持勤勉尽责的情怀，勇立潮
头，奋勇搏击，为把公司建设成为企业强大
职工幸福的综合建筑运营商而努力奋斗！

继续奔跑吧，追梦的十一局人！

继续奔跑去追梦
———以 200 亿为新起点

郑州航空港九标房建项目质量优良获表彰

日前，在郑州航空港 年第四季度工程质量提
升行动评比中，公司郑州航空港九标房建项目履约良
好，获得郑州航空港区航程置业有限公司通报表彰。检
查组一致认为，九标项目积极发挥不等不靠等精神，克
服扬尘治理、项目繁杂、交叉作业多等诸多困难，按期完
成了 、 号地重大节点全竣工的整体目标任务，工程资
料完善，质量优良。（文图 王雪清 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