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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的那端
是熟悉的故乡
母亲的慈祥
炊烟袅袅
悠远而绵长

梦的那端
是妻子的面容
孩子的呼唤
荡过春水
白鸽飞翔

梦的那端
是工地的大干
响亮的号子
携手的工友
用血汗欢歌
打造中国电建
享誉华厦
屹立中外

梦的那端
是心灵的向往
是灵魂的归处
让我激情不减
热血沸腾
作者单位院工程公司

梦的那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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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袁 水电十一
局 修 建 了 万 里 黄 河 第 一
坝要要要三门峡大坝袁培养了一
批又一批为建设祖国矢志不
渝的水电人遥

2016 年袁我有幸成为水电
十一局的一员袁开启了我的水
电人之旅遥

2016 年 7 月袁我被分配到
九 分 局 一 个 道 路 工 程 项
目要要要三门峡沿黄连接带湿
地公园项目遥 烈日炎炎下袁映
入眼帘的不是井然有序的项

目部袁 而是宽阔的黄土地袁不
远处与矮山相连的是一排窑
洞袁这排窑洞就是我们的项目
部遥 进到窑洞里袁墙面是天然
的野黄土壁纸冶袁几张破旧的桌
子拼在一起组成了办公室袁隔
壁的宿舍进去后是铺面而来
的霉菌味袁潮湿的被褥还能看
到潮虫爬出来伸懒腰袁时不时
还会有蝎子大驾光临袁整个项
目部给人一种七八十年代朴
素的野怀旧感冶遥

炎炎夏日遥 酷暑难耐的三

伏天袁没有空调房袁没有树荫
遮蔽袁只有长长的冒着热浪的
土路和火辣辣的艳阳袁我们几
个每天都要从项目部到现场袁
一个来回徒步几公里袁高温和
日晒成了那时对我身体和心
理上的最大考验浴 而文姐就像
是装了电池的马达一样袁扛着
烈日依旧迈着矫健的步伐走
在前面袁鼓励我们坚持下去加
快步伐袁尽早到达现场监督工
人袁防止他们偷工减料袁那时
候从心里由衷地佩服文姐的

耐力和毅力浴 李姐是一个难得
的技术型人才袁最令我感到敬
佩的是和许多年轻人不一样袁
特别能吃苦尧任劳任怨袁在她
身上看不到一丝女孩的娇嗲遥
而且在她的世界里仿佛只有
工作袁一件事情一定要弄透彻
才会下班袁她是工地上当之无
愧的女汉子遥

现在袁 每每走在沿黄连接
带湿地公园的路上袁看着蜿蜒
绵长的道路袁闻着路两旁的草
木花香袁 听着黄河水流声袁看
着落日下散步游玩的人群袁总
会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袁
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好自己的
长征路遥 作为一名水电人袁我
们要紧跟企业的发展步伐袁走
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浴

作者单位院九分局

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梦之旋律 岳科宏摄于郑州贾鲁河

祁海生硬笔书法作品

诗 弦 轻 扣 席湘平

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雄姿 望三门，三门开
“黄河之水天上来 ”
神门险，鬼门窄，
人门以上百丈崖。
黄水劈门千声雷，
狂风万里走东海。
要要要贺敬之叶三门峡--梳妆台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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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陈霞冤 11
月 15 日袁 集团公司总经济师刘明
江拜访河南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刘
正才尧副厅长任强遥 双方就系统做
好河沙整治尧积极推广应用机制砂
进行会谈遥 我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
长张玉峰袁副总经理朱晓明尧张涛
等领导出席座谈会遥

刘正才说袁机制砂替代天然河
砂是大势所趋尧势在必行袁欢迎中
国电建等央企进入河南水利市场
及机制砂生产市场袁水利厅将积极

为进入河南省机制砂领域的企业
搭建交流合作平台遥 在确保安全文
明施工的前提下袁尽快实现投产计
划袁 助力河南省绿色经济快速发
展遥 任强希望整合规范现有砂石系
统袁推动绿色发展与生态经济同步
规划尧同步实施遥

刘明江指出袁电建集团在机制
砂的研发应用方面起步较早尧技术
较成熟尧 应用率最高袁 在投资尧建
设尧运营及技术支撑方面具有较强
的品牌优势袁能够为地方政府提供

更加优质的服务和切实可行的解
决方案遥 接下来我们将以水电十一
局为中心袁 成立专项工作小组袁规
范工作运行机制袁共同推动机制砂
项目的早日落地实施遥

张玉峰说袁十一局拥有专业的
砂石分局和年产 400 万吨的专业
公司袁 具有先进的砂石生产技术遥
在下一步机制砂的合作上袁我们将
继续发挥好企业优势袁在省水利厅
的统一部署下袁提前做好各项前期
准备及技术服务工作遥

集团公司与河南省水利厅洽谈

推动机制砂项目早日落地实施 本报讯 渊记者 张超冤
日前袁公司党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举行 2019 年第十三次
集体学习袁认真学习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公
报尧叶决定曳等袁对学习宣传
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做出全面安排部署遥

会议由公司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张玉峰主持袁在郑公
司领导班子成员尧高管及相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集中学
习遥 就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袁公司党委要
求院一是要深刻领会十九届
四中全会的重大意义遥 广大
党员干部要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
展的动力袁立足本岗袁锐意
进取遥 二是要认真抓好四中
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工作遥

精心安排部署袁两级中心组
列出学习专题袁各支部运用
野三会一课冶制度袁党员领导
干部坚持示范带动袁不断丰
富载体袁推动全会精神深入
基层一线尧深入党员职工群
众袁 实现学习教育全覆盖遥
切实抓好宣传引导遥 三是要
全力以赴抓好全会精神的
贯彻落实遥 在学习贯彻中做
到野三个结合冶袁以实际工作
成效来检验学习贯彻成效遥
要从严从实做好岁末年初
各项工作袁精心谋划好明年
工作袁切实把学习贯彻全会
精神的成果转化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遥

据悉袁公司党委下一次
集中学习研讨会将在 12 月
上旬举行遥

公司党委部署学习宣传贯彻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工作

本报讯 渊记者 张超冤 日前袁
河南省企业联合会尧 河南省企业
家协会发文公布了 野2019 河南企
业 100 强冶名单袁我公司以 215.61
亿元的营业收入位列总排行榜第
18 位袁 再升四位袁 创历史最好水
平遥

一年来袁 公司坚持稳中求进
的总基调袁 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深
刻变化袁迎难而上袁扎实工作袁奋
力开创发展的加速度袁 拓展市场
的精深度袁发挥管理的契合度袁聚
焦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新高
度袁增添品牌的知名度袁传递和谐
的暖温度袁 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

绩袁质量效益水平持续提升袁保持
了野稳中快进尧进中有彩冶的良好
发展势头遥 公司持续打造集团系
统内领军型企业袁 提前两年全面
完成野十三五冶规划目标袁成功进
入野双特+双甲冶建筑企业行列袁企
业行业地位和品牌影响力进一步
凸显袁 为河南省经济又好又快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遥

野百强冶企业的顺利入选与发
布尧 公司排名的大幅度提高与跃
升袁 标志着我公司的综合实力得
到了快速发展袁 社会知名度得到
了显著提升袁 这为公司今后的市
场开拓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遥

公司位列 年河南企业 强第 位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杨金

霞 苟秦洋冤 日前袁公司分别
中标深圳小梅沙海洋世界项
目渊新建冤基坑支护尧土石方尧
桩基础工程及导流明渠工程
项目袁青海省海南州特高压基
地电源配置项目和三门峡市
城市生态水系连通工程等三
个施工项目遥

深圳小梅沙海洋世界项
目占地面积为 60166 平方遥公
司负责承担水族馆尧 鲸豚馆尧
展示服务中心尧主题酒店及两
层地下室等建筑物施工遥三门
峡市城市生态水系连通工程
主要任务是连通青龙涧河尧火
烧羊沟尧苍龙涧河水系袁其中
泵站总装机容量规模 4310 千
瓦袁输水管线长 18.73 公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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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上博迪克西水电站修复项目并网发电
月 日，由我公司承担施

工的尼泊尔上博迪克西水电站修
复项目顺利实现并网发电，为尼泊
尔首都加德满都等重要地区的用
电需求提供了坚实保障。

上博迪克西水电站项目于
年建成发电，为 兆瓦双机

组河床式水电站，受 年尼泊
尔大地震、 年 月的洪水泥石
流影响，电站损毁严重，丧失了发
电能力。中国电建于 年 月

日与业主单位签署了 修复
合同，我公司和西北院分别为施工
和设计单位，主要对大坝、溢洪道、
沉砂池、压力钢管、尾水箱涵等建
筑物的土建修复施工，以及除电站
机组以外的全部金结、机电设备的
修复，恢复该电站的原有发电功
能。（崔雷杰 陈玉龙 文图）

阴张玉峰拜访三峡巴西公司领导
阴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

验装置项目开工建设
阴黄河三门峡医院与澳大利亚 ICON集团肿瘤

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阴公司连续三年被评为 野河南省建设工程诚实

守信投标单位冶
阴公司融媒体中心连续六年被评为 野标兵记者

站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