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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情奋进中绽放青春

2017 年 5 月

聚

暮春时节的顺义，五彩浅山下，我们天瑞人相约五四，倾听春天，进行了一场“徒步五彩浅山，畅享户外生活”的主体活动。
伴随一路的欢笑，我们很快抵达了目的地—
—五彩浅山茶棚段。浅山下，杨柳微风拂面，
流水青青漾碧波，新芽随风飞舞，阳光如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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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间，在不经意的回眸处，勃勃朝气，生
机盎然！

2017 年第 9 期（总第 111 期）共四版

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首先，公司领导在这次主题活动上进行
了发言：徒步不仅仅是一种身体的运动，还

——记安全管理部杨松的一天日常工作

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锻炼的手段，还是

安全，是一条彩色的纽带，贯穿在我们生命的每个瞬间，把你我的心愿紧紧相连。它看似简简单单，却牵动无数人的心弦，

一种精神的产品，在这个需要担当的时代，

它是企业长治久安的保证，它是家庭美满幸福的期盼，它更是我们喜笑颜开的心愿。安全，不是一句口号，喊喊读读就能见效;

我们天瑞人要励志勤学，敢于磨练，在激情

安全，是一个信念，只有常驻心中，生命才会与幸福相牵。

奋进中绽放青春的风采，不断进步！

很荣幸，我所在的部门，就是保障公司安全生产的部

踏上步道阶梯是一种选择，一种敢于拼搏的勇气。好几次我在半路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想要放弃。驻足四望，沿途

门。公司对我们部门的要求是“督促、监督、检查”，落

的风景让人心旷神怡，我又总想再征服下一个高度，领略不同的风景。于是，长长的阶梯上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汗水与坚持是

实到具体工作中，就是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依据“安全

天瑞人共同见证的“成长”
，浅山步道，渗透着运动的气息，见证着拼搏的样子，反射着生命的律动，记录着那群永不放弃的身

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狠抓各项安全隐患

影！登高的步伐是努力的最好证明，每一滴汗水穿梭在天瑞人青春浪漫的年华。

治理措施的落实，为公司稳定发展保驾护航，是我们的部

心中有阳光，脚下就有力量，拥有远大志向，才能不断向着未来努力奋斗，敢于开拓实践，敢于探索，努力以自己的青春

门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

激扬梦想！致敬五四！致敬往昔！致敬青春！

平日里，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不停的进行检查和复查，
（天瑞置业 梁树春）

在很多人眼里，我们的工作枯燥乏味、缺乏技术含量、可

人民的名义有感

有可无，甚至被误认为我们部门欠缺务实态度。今天，我

最近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风靡全国，它贴近时代、家国情怀，重视悬念、层层剥笋的风格，充分展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

想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工作中的小故事，让大家知道我们的

党人坚定的反腐败决心和人民检察官公正司法的良好形象，是迎合我党反腐倡廉的主题电视，分析我党如何铲除国家毒瘤的巨

工作是什么样子的，也借此告诉大家，安全无小事，责任

作。

大于天。
国家部委的项目处长被人实名举报收受巨额贿

今年的春天，风沙特别大，大风天气频发，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部门早在 3 月份就开展了户外广告、牌匾标识的专项检查，

赂，反贪总局处长侯亮平奉命调查此事，但是他们

主要检查公司范围内所有楼顶灯箱广告的基础强度、结构拉结、抗风能力、有无损坏等情况，及时排查隐患，早早地对损坏或者

突然走进项目处长家时，看到的却是一位长相憨厚、

不牢固的地方进行了修补。

衣着朴素的“老农民”在简陋的旧房里吃炸酱面，

5 月 5 日那天，是我们部门为了做好“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安全保障进行拉练检查的日子，也是在那天，气象台再次发布了

根本看不出是一位巨贪的样子。侯亮平新一代的检

大风黄色预警。早上一上班，我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外出检查工作，那天的风真的很大，最高风力达到 9 级，刮得尘土、纸片漫天

察官的正气凛然让陆毅表演的深入骨髓。

飞舞，树枝被刮得左右摇曳，电线也被刮得呼啦作响。下午 3 点钟，完成了一天检查回到单位的杨松，还没顾得上喝一口水，就

随着剧情的深入，腐败分子的面具被撕开，这

又爬到办公楼楼顶，查看广告牌在这么强烈的大风中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起腐败案件也牵连出更多的“老虎”
，汉东省京州市

果然，当他转到六层楼顶西侧平台的时候，发现原本固定卫星天线大锅的钢丝绳已经被挣断，底座的 4 个卡扣也已断掉 3

副市长丁义珍，在一位神秘人物的暗中相助下，以

个。3 米来高，90 多斤的卫星天线大锅被大风吹得左右摇摆，随时都有可能在强风的作用下被吹跑。这么大的面积，这么大的重

反侦察手段逃亡海外。该剧一开篇即让人看到了“反

量，再加上 6 层楼的高度和 9 级风的作用，后果绝对不堪设想。

腐”的威力。令人惊叹的大胆设定和表现力度，以及气氛紧张、节奏紧凑的戏剧味，令不少年轻观众大呼过瘾。丁义珍在官场

杨松马上向我汇报了此事，同时联系了办公室，安排物业管理分公司工程部人员抓紧拆除。在等待同事到来的过程中，杨松

上很能混，人际关系三教九流什么都有，善于交际，往往还跟当地的恶势力有关系，很多正面途径不能解决的，他却能解决，

一直在楼顶扶着卫星天线，尽量减少天线的摇摆，一直等到增援的保安和同事陆续赶来，他才松开早已经被勒红的手，坚守在旁

仕途上提升希望不大，但经常是领导身边的红人。

边，不敢有一丝一毫地放松。拆除的过程并不简单，这个卫星天线已经在楼顶多年，连接的螺丝早已生了重重的一层铁锈，牢牢

随着案件线索越来越明确，终定大风服装厂的股权争夺，牵连其中的各派政治势力却盘根错节，扑朔迷离。汉东省检察院

地粘在一起。板子、改锥、锤子，都失去了应有的功效，最后只能用切割机一点一点地磨开。十几个螺丝，三根铁管、四个卡子，

反贪局长陈海在调查行动中遭遇离奇车祸。为了完成当年同窗的未竟事业,主角侯亮平临危受命，接任陈海的工作。侯亮平正在

在经过办公室、工程部、保安等同事的齐心协力下，整整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拆解完毕。当大家把拆除的卫星天线搬进楼道的时

陷入一场网系庞大的贪腐案中，在团团迷局里，检察官们层层剥笋，悬念环环相扣。而整部剧中不仅有匪夷所思的迷案，也有

候，悬在大家嗓子眼的心才终于放下来。大家彼此会心一笑，隐患被及时的排除了，没有让公司和同事们受到任何损失。

明枪暗箭，以及难以捉摸的人心。检察官和侦查处拨开迷雾，与一切非正义的势力斗智烧脑。

拍一拍身上的尘土，望一望被大风吹得瓦蓝瓦蓝的天，看一看拆下来的卫星天线，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而这就是安全管理部

作为一部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的反腐作品，该剧不仅写出了当下反腐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多面性，更将其提高到了依
靠文化、法律、制度进行反腐的高度上。剧本既延续了周梅森作品格局宏大、抽丝剥茧、悬念迭起的艺术风格，又结合当下的
国家实际和社会热点多有创新和突破，非常吸引人。

今天，我们再次谈起这件事情，谈起我们的工作，只是为了告诉大家，安全是什么？安全是一种职业道德、一种责任、一种
态度、一种经验、更是一种荣誉，是我们所秉持的一种信念，是无论何时我们都不会松懈的一根生命之弦。

（物业管理分公司 闫建坤）

主编/ 刘彦明

杨松一天的工作，也是每一名负责安全工作的人每天的工作，预防及排除隐患，为确保大家安全的工作生活而默默地付出着。

责编/ 杜文武

校对/ 王宇

技术/ 王丛蕙

（空港股份安全管理部 孙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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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空港

——新闻快讯——
 党群工作部：核心区工委基层党组织与南彩镇小营村党支部结对共建
2017 年 5 月 5 日，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工委、南彩镇党委联合召开了“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工委基层党组织与顺义区南彩

聚焦空港

——大事小情——
 2017 年 4 月份北京市土地成交统计数据总汇

镇小营村党支部党建结对启动会”。顺义区委组织部、核心区管委会、南彩镇党委相关领导以及党建结对的基层党组织代表参加
了会议。股份公司总经理助理付桢带领党群工作部和天源支部党务工作负责人一起参加了会议。

03 版·相约公司

根据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公开数据统计，2017 年 4 月份北京市通过招标挂牌方式出让土地 20 宗,总面积为
1653036 平方米（约为 2480 亩）,建设用地面积为 1475941 平方米（约为 2214 亩）
。该月土地出让金成交金额约为 443.8 亿元。

会上，核心区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董学仲首

4 月居住用地成交 11 宗，总面积为 805487 平方米（约为 1208 亩）
，其中建设用地面积为 758074.8 平方米（约为 1137

先对此次党建结对活动进行了介绍。在南彩镇党委重点

亩）
，规划建筑面积 1309388 平方米，成交金额约为 346 亿元。4 月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成交 3 宗，总面积为 150103.4 平方米

对小营村脱贫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汇报之后，由小营村

（约为 225 亩）,其中建设用地面积为 150103.4 平方米（约为 225 亩）
，规划建筑面积 269859 平方米,成交金额约为 70.6 亿元。4

党支部书记侯军、第一书记赵建亮先后与索爱普天生产

月工业用地成交 1 宗,面积为 531297.49 平方米（约为 797 亩）,其中建设用地面积为 401615.24 平方米（约为 602 亩）
，规划

党支部、松下普天党支部、中通产融航投党支部、顺丰

建筑面积 401615 平方米,成交金额约为 11 亿元。4 月物流仓储用地成交 1 宗，总面积为 45231.1 平方米（约为 68 亩）,其中建设

速运党支部、天利动力党支部以及天源建筑党支部的代

用地面积为 45231.1 平方米（约为 68 亩）
，规划建筑面积 36185 平方米,成交金额约为 1.4 亿元。4 月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

表签订了《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工作协议书》
。

地成交 4 宗，总面积为 120917 平方米（约为 181 亩）,其中建设用地面积为 120917 平方米（约为 181 亩）
，规划建筑面积 145100

签约后，顺义区委组织部李芒对此次党建结对活动

平方米,成交金额约为 15 亿元。

表示了充分肯定，他还强调，一是要高度重视加大国企

随着 4 月份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与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北京市 2017-2021 年及 2017 年度住宅用

党建工作力度；二是要投入精力围绕企业经营中心工作

地供应计划》提出 5 年 150 万套住宅供应计划之后，供地速度明显加快。4 月居住用地成交了 11 宗，规划建筑面积约 131 万平

抓党建、促企建，助推企业职工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米，其中自住型商品房约 72.7 万平方米，回迁安置房 4800 平方米，普通商品住宅 57.8 万平方米，本月住宅的供应量已经超过

三是要注重树立品牌意识，以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

了今年第一季度 3 个月的供应总量。

育常态化制度化为抓手，拓展党建工作思路，创新党建工作载体，打造党建工作品牌。

北京市在公布未来 5 年住宅用地供应计划的同时，还对 2017 年住宅用地供应计划作出调整。此次调整后，2017 年全市计划
（空港股份党群工作部）

供应住宅用地达 1200 万平方米，比原计划将近翻了一倍，以保障 30 万套住房建设需求。这 30 万套住房中，其中产权类住房 20
万套，租赁住房 10 万套。产权类住房计划供地 973 万平方米，其中，定向安置房用地 121 万平方米，棚户区改造用地 132 万平

 天源建筑：安全教育培训及消防演练

方米，自住型商品房用地 200 万平方米，商品房用地 450 万平方米，其他用地 70 万平方米；租赁住房计划供地 227 万平方米，

又是一年飞絮时，满城飘扬的杨柳飞絮是北方城市特有的一道风景，却也让人很是烦恼。近期，飘絮引发的火灾问题非常
严重，于是，我们就蟹岛因杨柳絮发生火灾事件对施工现场人员进行了消防演练培训，并对现场内的杨柳絮进行治理。

其中，公租房用地 27 万平方米，集体土地建租赁房用地 200 万平方米。与 2017 年原计划相比，自住房用地由 83 万平方米大幅
增加到 200 万平方米，供应 5 万套。从供地面积上看，是原计划的 2.5 倍。

首先，项目安全负责人郭合林对现场所有工人进行安全教

《北京市 2017-2021 年及 2017 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的实施将有助于推动住房用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完善购租并

育。要求在工作中设专人对进入施工现场的人员进行安全帽佩

举的住房体系；有助于加大住宅用地供应力度，稳定市场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有助于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实现

戴检查；焊工作业前必须到项目部开具动火证；进入施工现场

住有所居，促进产业和人口、居住和交通有效对接，进一步增强城市活力和竞争力。

后任何人不得吸烟，随地大小便，各分包单位互相监督。其次，

（空港股份产业发展部 朱立娇）

 上证指数本月走势

对近期发生的火灾事件进行分析解说并做消防演练。要求发生
火灾要及时上报，不得隐瞒情况自行解决。工人宿舍不得使用

上证指数 4 月 5 日周三起始 3222.51 点，4 月 7 日周五为本月最高 3295.19 点，4 月 27 日周四出现本月最低 3097.33 点，4

高压电，不得在室内做饭。

月 28 日周五收于 3154.66 点。本月共 18 个交易日，成交量为 37.89 亿手，成交额为 4.22 万亿元，月区间涨跌-67.85 点(-2.11%)，

最后，我们对现场所有裸露地面进行洒水，保证场地湿润，

区间振幅 6.14%。

 公司股票本月走势

由此来防止杨柳絮乱飞而引起火灾发生的可能性。
（天源建筑 宋贺）

公司股票 4 月 5 日起始价
14.56 元，4 月 11 日周二达到本月

 开发建设部：组织空港 A 区金融大厦唱标活动

最高价 18.50 元，4 月 27 日出现本

空港 A 区金融大厦项目初设，我们拟通过招标确定本项目总体规划及建筑方案。此次，由 5 家通过资格预审的工程设计单

月最低 14.30 元，4 月 28 日以 16.21

位参加了投标，开标在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主楼四层会议室举行，由公司总经理宣顺华带领公司全部领导及开发建设

元收盘。本月共 18 个交易日，成

部全体人员参与了本次评标。

交量为 287.96 万手，成交额为

唱标过程首先由主管领导发言介绍项目情况，宣读会议纪律、唱投标单位名称，检验投标文件密封情况，查验法人授权委托

47.66 亿元。月区间涨跌+11.33%

书。然后拆封投标文件，依次唱标，待投标单位签字确认后，唱标完毕。此次设计单位的汇报顺序按照投稿的先后顺序决定，汇

（1.65）
，区间振幅 28.85%，区间

报从上午九点开始，五家设计单位在原本规定一个方案汇报半小时的基础上，超长发挥，为了取得评标的第一名而使出了浑身解

换手 114.3%；加权均价为 16.55

数，有做模拟动画的、展板的、模型的，本次评标的领导对此次设计汇报工作相当重视，连续 4 个多小时听取 5 家设计单位的 8

元。

个方案汇报，期间提出很多宝贵的指导意见，会议在下午 1 点半左右落下帷幕。最后，确定了中标单位为浙江新空间建筑设计的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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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公司股票 4 月整体走势
弱于大盘，前期强势明显，后期逐

（空港股份开发建设部 李扬）

2017年4月公司股票与上证指数走势图

步回落。
（空港股份证券部 张鹏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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