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感 

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感触很深。书中有段脍炙人口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

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应该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应该没有一个人甘心平

庸，即使是小草也在努力为春天增添一丝绿色，希望在春回大地的彩色画卷上留下自己的身影。 

有人说保尔是天生的英雄。其实，世界上没有天生的英雄，是时事造就了他。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他没有退缩；在疾风

暴雨的工地，他没有倒下；在双目失明，疾病缠身，面对书稿丢失，身体健康每况愈下的无情打击下，他依然没有屈服。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会遇到重重困难，要去面对失败的打击和不被理解的痛

苦。但是，这一切都是短暂的，突破障碍，走出困境后，就会领悟到那是磨练意志的

火焰。而且和保尔相比，我们经历的这些实在是微不足道，又有什么理由唉声叹气，

裹足不前呢？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保尔已经过时了。与保尔相比，我们更崇拜

马云，更应该向他学习。还有人认为，保尔的意志品质固然非常值得学习，但他终究

不过是一颗无怨无悔的“螺丝钉”。现代社会更崇尚个人的自身价值实现和个性的充分

张扬，每个人都可能是一部神话。这或许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青年的某些价值

取向。诚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努力让自己过上富足的日子，是无可

厚非的。但是，一个没有信念的人，一个没有信念的民族将会怎样呢？个人的信念和

奋斗唯有和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才会变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所以在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保尔精神仍然是我们所要坚持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一首生命的赞歌。 

在学习中，我们应该学习保尔不怕困难，刻苦钻研的精神；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学习保尔勤奋进取，不怕挫折的精神；

在工作中，我们应该学习保尔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当我们失败时，应该以保尔为榜样，分析原因，鼓起勇气，重新

开始；当我们成功时，应该以保尔为榜样，严肃认真，谦虚谨慎，继续努力。 

                                              （天瑞置业  张玉芝）  

 

《在建筑中发现梦想》读后感 

建筑本身是艺术，建筑的线条或直或曲，直是硬朗之美，曲是柔和之美，造型有规则之美，也有不规则之美，建筑是区

别于大自然而由人类自己创造的鬼斧神工，建筑本身就是一道风景线。 

当初从学习工民建专业到进入建筑行业，都不是我自己主观选择的。起初我对

于建筑没有什么概念，印象只停留在农村平房、小区住宅的阶段。通过对建筑的不

断深入了解，慢慢发现了建筑的美，然而对我来说梦想与我所从事的建筑行业还是

背道而驰。 

在我依旧彷徨于不确定的未来时，在某一个刹那，我突然意识到建筑的不同凡

响，那是能够作为一个标志性存在的事物，比如从两千多年前留存至今的长城。此

后，我震撼于摩天大楼的恢弘，城市建筑群的壮阔，商业广场的繁荣。 

想要了解一座建筑，首先要了解建筑的设计理念和背景。几乎所有的建筑作

品，经常可以感受到某种外力的影响，小到业主的要求、大环境的限制，大到社会

的需求、时代的进步。越是被誉为名作的建筑作品，背后牵涉的要素越多。一座伟

大建筑的诞生，对时代产生的意义是巨大的。 

通过阅读这本书，可以让从事建筑行业的人思考对梦想的定义，发现梦想。梦

想并不是早早就规划好的，而是在这一行业中可以有选择的增加规划。每一位建筑

师，都是一位工匠，这是一个提倡工匠精神的时代，精神需要传承，建筑同样需要

传承，现代建筑师总结前人经验，不断提高现代建筑的品质，使其更有利的服务大众，这是作为一名建筑师的荣耀和责任。 

作者安藤忠雄的梦想是试图建造与新世纪曼哈顿共存共荣的家，并为实现自我梦想的建设而努力奋斗。我也有了一个新

的梦想，天文学家能够发现一颗星体以自己的名字命名，那么建筑师参与建造一座伟大的建筑同样可以流芳千古。 

（天源建筑 吴硕） 

聚  焦  空  港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主办  

 

 

 

空港股份“119”消防宣传月活动 

 

为落实开展好“119”消防宣传月活动，广泛宣传消防法律法规和防火安全知识，有效防止和减少各类火灾

事故的发生，保障公司的消防环境安全稳定，11月 8日，空港股份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安全培训活动。 

当日上午，股份公司安全管理部首先组织全体员工深入开展了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培训中，培训讲师结合

近几年来国内重大火灾案例，分析了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易出现火灾隐患的原因以及火灾给人们生活造成的巨大

危害；同时，向参训人员讲授企业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火灾预防、燃烧常识、灭火基本方法等方面的知识，重

点讲授了生产期间的防火注意事项及初起火灾扑救、人员紧急疏散等方面的相关要求和法律责任，提高大家的

法律意识。 

之后，公司安全管理部组织食堂工作人员及微型消防站队员共同参与桌面演练。 此次消防安全桌面演练的

主要内容是模拟食堂油锅起火、液化石油气罐泄漏、电气起火、触电事故，发生事故后员工如何自救、他救、

逃生，熟悉消防器材的使用和如何扑灭初起火灾，强化应对危急事件各部门协调与配合。为了使本桌面演练贴

近实战，达到预定的目的，演练采取设置情景、问答题、提示回答要点等方式进行。即由演练主持人根据情景

事件提出问题，分别请参演人员进行回答。演练过程中，由专家及主持人随机提问，答题人采取口头回答方式。

涉及事故预警、应急、终结三个阶段。 

通过此次培训，极大地提高了参训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增强了职工应急逃生自救能力，为大家的日常安

全提供了宝贵经验，督促各岗位人员切实履行好本岗位消防职责，从而杜绝火灾事故的发生。 

（空港股份安全管理部 杨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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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快讯—— 

➢ 市场营销部：招商流程研讨会 
截止 10 月底，市场营销部已提前超额完成各项工作，已完成融慧园剩余 5

栋楼宇招租工作，综保区新增租赁面积 9496 平方米。为进一步促进招商运营，

建立系统化招商模式，市场营销部于 11月 1 日上午召开招商流程研讨会。 

会前，部门周小龙、章海峰两位同志就土地资源招商、楼宇资源运营及增值

服务拓展三方面编写研讨材料。会上，周小龙同志就各招商流程、主要环节、时

间节点等方面进行演讲，并与部门全体进行深入探讨，进一步强调了部门工作重

点并完善了工作流程。 

大家一致认为，应群策群力，不断完善该研讨材料，使之成为部门开展各项

工作的行动指南。  

                                             （空港股份市场营销部  于海龙） 

➢ 天源建筑：开发公司党委领导到天源党支部讲党课 
为进一步领会并贯彻落实中央、开发公司党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的重要文件精神，11 月 8 日，天源建

筑公司支部邀请开发公司党委委员陈文松为公司全体党员讲党课。党委委员陈文松围绕“铭记党史 紧跟党走”主题，为大家上

了一堂生动的党课，会议由天源党支部副书记高素梅同志主持，天源党支部全体党员 50 余人参加。 

会上，党委委员陈文松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年的奋斗历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标初心和使命找差距、不忘初心和使

命，防腐拒变固牢安全防线等方面，深入浅出的讲解，激起了每一位党员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他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认

真贯彻“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传承爱国精神，坚定政治信仰，立足本职工作，提高自身修养，敢于

担当，防腐拒变，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确保主题教育扎实开展、取得实效。 

（天源建筑 朱雷） 

➢ 天源建筑：博野项目部基础钢筋绑扎验收 
万丈高楼平地起，坚固与否靠地基。基础，作为一个建筑物的承重部分，显得格外重要。而基础的钢筋绑扎工程，更是整

个基础施工中的重点检查项目，其施工质量，直接影响到基础的稳定。我项目部技术人员在基础钢筋绑扎之前，认真阅读相关

规范、图集，并及时与博野县当地质检站沟通，了解本地验收标准。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规范以及图集的标准执行，发现不

合格的部位，及时要求现场劳务人员改正。绑扎结束后，我们邀请质检站到现场检查。质检站、监理及甲方等负责人到场后，

重点检查了基础钢筋的直径、间距，以及机械连接接头的扣数、质量。经检查此次基础钢筋的绑扎、连接，符合要求，同意验

收。 

（天源建筑 孙浩） 

➢ 2019 年 10 月北京市土地成交情况汇总 
北京市在 2019 年 10 月通过招拍挂方式共成交 4 宗地块，1宗商业用地，3 宗居住用地。成交土地面积合计约 21.7 公顷，规

划建筑面积共计约 44.6 万平方米，总成交价约 107.58 亿元。 

本月成交 1 宗商业用地，位于通州区潞城镇。该地块用地面积约 2.8 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约 7 万平方米，容积率 2.5，

出让年限商业 40 年，办公 50 年。由北京润置和首开联合体以 9.78 亿元近乎底价成交。该项目需 100%自持经营，且持有年限与

土地出让年限一致。 

本月成交居住用地 3 宗，分别位于大兴 2 宗、通州 1 宗，3 宗均为限价商品房地块，成交土地面积合计约 18.9 公顷，规划建

筑面积合计约 37.6 万平方米，成交金额合计为 97.8 亿元。位于通州马驹桥地块，占地面积约 7 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约 15.4

万平方米，限销售单价 4.5 万元/㎡，由北京融玺、北京首开和通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体以底价 33.2 亿元成交。位于大兴区

旧宫镇地块占地 33 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 12.5 万平方米，限销售单价 5.5 万元/平方米。该地块受多家房企争相竞拍，最终

由中国电建地产和京能置业联合体以 44.3 亿元成交，楼面价约 2.2 万/平方米，溢价率为 34%。位于大兴区黄村镇孙村地块占地

约 5.9 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约 9.8 万平方米，限销售单价 4.3 万元/平方米。该地块由北京融创恒基和北京昌政大道实业联

合体以 20.3 亿元成交，楼面价约 2 万/平方米，溢价率为 12%。 

本月拿地企业均以联合体方式为主，推测年底各房企资金压力加大，拿地谨慎，对优质地块也是比较理性的。截止目前，北

京市共成交地块 67 宗，其中居住用地 42 宗，商业用地 5 宗，工业用地 20 宗，相较 2018 年同期，居住用地增加 30%，商业用地

减少 44%，工业用地增加 150%。 

（空港股份产业发展部 朱立娇） 

——大事小情—— 

➢ 上证指数本月走势 
上证指数 10月 8 日起始 2905.19 点，10月 9 日为本月最高 3026.38 点，9 月 2 日出现本月最低 2891.54 点，10 月 31 日收

于 2929.06 点。本月共 18 个交易日，成交量为 26.35 亿手，成交额为 2.97 万亿元，月区间涨跌+23.87 点(+0.82%)，区间振幅

4.64%。 

➢ 公司股票本月走势 
公司股票 10月 8 日起始价

7.81 元，10月 8 日达到本月最高

价 8.08 元，10 月 31 日出现本月

最低价 7.12 元，10 月 31 日以

7.16 元收盘。本月共 18 个交易

日，成交量为 50.81 万手，成交额

为 3.86 亿元。月区间涨跌-0.65(-

8.32%)，区间振幅 12.29%，区间

换手 16.94%；加权均价为 7.59

元。 

如图：公司股票 10 月整体走

势与大盘相似，前期走势平稳，后

期小幅下降。 

（空港股份证券部 张鹏楠） 

 

 

齐心协力 不辱使命 

近期，在公司领导的跟踪指导和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市场营销部圆满完成了紫金大厦宣传册设计制作，该宣传册立意高

远，导向精准，设计精美，实现了我们预期的目标，为项目后期营销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时间紧、任务急、要求高的情况下，我们发扬工匠精神，高起点

谋划。在准备阶段，首先确定方向、风格、进行目标人群分析。宣传册

我们已经做了不少，这次我们依然要求新颖、精美、实用，为精准营销

服务。目前客户群关注图片，喜欢更加直观的轻量化资料。我们便在设

计中简洁阐述紫金大厦寓意，重点介绍项目区位及升值空间重要性。因

为顶层架构科学，从开始便明确主题，确定各个环节，后期执行中节省

了大量时间。 

以前制作的经历，对此次制作有很大助益。做到与设计公司勤沟通，

使对方很快明白我方想法和要求，市场部全体成员齐心协力，一旦有灵

感，随时与对方沟通。我们常说一句话：最了解我们项目的还是我们自

己。无论图片设计、文本内容,还是路网图和平面图的制作，不断纠错、

调整和集中修改，一步步完善提高，最终达到了领导要求的目标，这也

是对我们参与人员专业素质和责任心的考验。 

宣传册已经印制完毕，紫色渐变的封面美轮美奂，内页设计时尚精

美，尺寸便于携带，信息有较好的延展性，这对宣传工作起到很好的辅

助作用。今后，我们将不断积累经验，实现自主创新、引进外脑和借鉴他人经验相结合，紧跟公司战略思想，群策群力做好本职，

为宣传工作更上一层楼而加倍努力。 

  （空港股份市场营销部 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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