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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会议强调

要做好以下六大重点工作：

一是要进一步提升市场开

拓能力， 要加强对国内、海

外、 投资等市场的战略研

究，促使区域布局更加专业

化；同时，子公司要加强自

主经营的能力，积极参与外

部市场竞争。二是进一步提

升项目管理能力， 要狠抓

“三基、三全、四化”建设，创

新传统管理模式。三是要继

续坚持多元化发展，要打造

具有四航特色的房地产业

务，航通公司要寻找新的定

位， 积极融入企业发展，要

通过投资多元发展实现拉

动主业和价值投资等发展

目标。四是要充分发挥科技

引领力的作用，要进一步完

善科技创新机制，加强科技

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基础研

究，尤其是新研究院要理顺

关系，更好有效服务经营生

产。五是要进一步做好风险

防控，要抓好安全、质量、投

资、海外、法律和财务风险

的管控，积极应对发展中的

风险与问题，完善风险防范

体系，优化管控流程，提升

综合风险管控能力。六是加

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

作，带动并引导企业更好地

发展；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使企业文化成为核心竞争

力的一部分。

（党工部 战略部）

责任编辑：杨 昆

本报讯 12 月 1 日，四

航局二公司南沙明珠湾项

目地下空间主体结构顺利

封顶， 为地下空间后续机

电、消防、给排水等预埋安

装工作奠定了基础， 更为

明珠湾配套道路的连通提

供了有力保障。

南沙明珠湾项目地下

空间主要施工内容包括基

坑支护、土石方工程、土建

工程、装饰工程、设备安装

工程及其它配套工程，建筑

面积约 3.98 万平方米，总

长度约 837 米，结构标准宽

度 40 米。在施工过程中，项

目部克服了生产任务重、工

期紧、 材料进场困难等难

题， 通过合理调整工期、加

强过程管控，最终顺利完成

业主的施工进度计划，得到

了业主的肯定。 （曾环尚）

南沙明珠湾项目

地下空间主体结构封顶

申蓝宝邸住宅小区项目航拍图 曾俊杰 摄影

12 月 3 日，四航局一公司参建的顺德南国路道

路升级改造工程东段项目主线顺利通车。

该项目是顺德东部新城综合开发项目的重点项

目，起点位于东康路路口，终点位于驹荣路路口，道

路总长 1.972 公里。 主要施工内容包括跨线桥 1 座、

隧道 2 座及路基、路面、给排水、照明、交通、绿化工

程等。

南国路是顺德区“4 横 6 纵”主干线路网中的重

要一横，贯穿东西，同时也是顺德中心城区唯一的东

西向主干道， 建成后将大大提升顺德区东西主干线

南国路的通行速度， 为后续辅道施工和全线通车打

下坚实基础。 （伍仲宇）

沙特吉赞 JIGCC取排水项目

本报讯 近日， 四航局

参建的沙特吉赞 JIGCC 取

排水项目 SS161 变电站成

功受电， 为项目局部通电

和预调试工作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该项目 SS161 变电站

主变压器由两台容量 50 兆

伏安的油浸式变压器组

成，其中一次电压为 132 千

伏，二次电压为 13.8 千伏。

此次变电站成功受电标志

着变电站具备向海水泵电

机提供 13.8 千伏电源，为

后续海水泵电机带电预调

试和水泵运转提供了前置

条件；变电站具备向 480 伏

低压变压器提供 13.8 千伏

电源， 为后续的制氯站、鼓

筛、拦污栅等设备带电预调

试和运转提供了前置条件。

沙特吉赞 JIGCC 取排

水项目由中国港湾总承包，

四航局负责采购和施工。项

目变电站作为项目机电安

装管理的核心单元，其顺利

安全通电检验了项目采购

到施工组织管理的成效，证

明了团队实施大型一体化

EPC 项目的能力， 得到了

业主团队的肯定。

（刘 强）

SS161 变电站成功受电

“滴滴……”正在工地上

巡查施工的四航局成都地铁

项目部安全部长陈功的手机

响起了几声短促的铃声。 他

打开信息，原来是“扬尘在线

监控”APP 发来提醒： 黄石

车站 PM2.5 监测数据正常，

请继续保持“绿色施工”，共

同打造秀美成都。“这是我们

在工地上统一安装的扬尘监

测系统，无论你走到哪里，都

可以实时看到具体某个工点

的 PM2.5 数据，” 陈功饶有

兴致地说道，“一旦扬尘超过

标准数据， 系统则会自动发

出警报， 环保管理人员就可

以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

“打造‘无尘工地’是我

们建设蓉城的环保目标，绿

色施工也是融入绿色成都的

最好名片，”项目经理高永斌

微笑地说道，“让‘绿色’元素

成为地铁 17 号线施工文

化。 ”确实，走进施工现场就

会发现，“无尘工地” 措施可

谓是“武装到了牙齿”。

“这是我们专门研制的

移动式‘三级沉淀池’，所有

车辆必须经过三层冲洗消毒

方可进入施工现场。”陈功在

工地入口处介绍着，“第一级

沉淀池把车辆的泥巴、 尘埃

全部聚集， 污水溢满一级池

槽后流到第二级， 等到了第

三极池槽时候的水， 就基本

可以重复利用了。”在经过高

压水枪清洗后的车辆， 基本

上是把外界的尘埃“拒之门

外”了，而且清洗使用的水还

可以重复利用， 防尘和节水

结合，一举两得。

“三级沉淀池”只是初步

的防尘措施， 施工现场出入

车辆多， 干燥混凝土便道遭

车辆碾压后会造成大量的扬

尘污染，在狭窄施工区域内，

雾炮喷淋系统成为扬尘防治

的又一关键措施。“喷淋成雾

是最好的‘尘埃杀手’，尘粒

与液滴之间的碰撞， 起到了

拦截和凝聚空中扬尘的作

用，让尘粒随液滴降落，真真

切切做到降尘。 ” 高永斌说

道，“由专人负责设备维护，

按 500 米为单位配置一个移

动式雾炮机。 现场施工作业

时，雾炮实时开启，确保将现

场扬尘污染降到最低。 ”

雾气笼罩的工地一尘不

染， 让人神清气爽， 而更为

“养眼”的还是工地上绵延一

片的“绿地”。 工地的施工便

道可以硬底化， 空中的悬浮

颗粒可以喷淋雾化，而打桩、

开挖、 地基整平等施工过程

中不可避免的裸土怎么处理

呢？ 防尘网覆盖是项目部对

地上“尘源”防治的又一项重

要方法。“标段全线施工长度

4.5 公里， 施工区域宽度 19

至 29 米，我们全线铺上了绿

色的防尘网， 施工点在下班

后也必须全部覆盖，”陈功自

豪地说起了“绿地”的设计和

效用，“在防尘网下面， 我们

还撒上草籽， 很好地利用成

都多雨气候， 等到施工接近

结束时， 真正的草地就可以

完全覆盖沿线。”防尘网的孔

径、密度都有严格的要求，既

能确保裸土扬尘不会“穿过”

间隙， 还要保证透水性和透

气性。另外，所有使用的防尘

网都要严格符合环保材质要

求， 不会对地表或者空气产

生二次污染。

在一排排整齐的桩基旁

边， 绿色的防尘网填充了它

们之间的全部间隙， 几根细

细的草芽冒尖而出， 相互衬

托之下， 仿佛那些钢筋混凝

土是在地上自然长出来似

的。 踏水桥支流在旁边静静

划过，这个“无尘工地”的绿

意与周围的园林完美融合，

奏响了一曲绿色施工之歌。

———四 航 局 总 承 包 分 公 司 申 蓝 宝 邸 住 宅 小 区 项 目 建 设 侧 记

○ 姚泽鑫 董德旺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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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湛江， 位于中国大陆最

南端雷州半岛， 是我国著名

的海洋城市， 常年多热带风

暴、 台风， 气候湿热。 2015

年， 四航局总承包分公司在

湛江市开始了房地产总承包

业务探索， 承接了第一个房

建总承包业务———申蓝宝邸

住宅小区项目。开工以来，项

目部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

狠抓质量管理， 采取一系列

卓有成效的质量管理措施，

工程质量赢得了业主和监管

部门的一致好评。同时，过硬

的质量， 也为项目赢得了荣

誉：今年 4 月，湛江市建筑业

协会将“申蓝宝邸住宅小区

项目一期八栋” 评为“2018

年湛江市优质工程”；6 月，

项目又荣获 2018 年度湛江

市建设工程“紫荆杯”奖。

“不管几点都要改好”

“这一块不合格，钢筋安

装的间距和保护层的厚度不

符合规范要求。 晚上能改好

吗？ ”项目总工李景丰在对 2

号楼 5 层楼板钢筋进行检查

验收时， 发现安装质量并不

合格。

“晚上一定改好，一定。”

作业队伍负责人满口答应，

应和着李景丰的话。

“好，晚上不管几点，都

要改好。 ”李景丰严肃地说。

这不就是钢筋安装差了

点儿， 非要在乎这一天半天

的， 难不成三更半夜还来检

查？ 作业队伍表面上答应整

改， 但却心存侥幸认为晚上

不会真过来检查。

晚上 12 点，李景丰出现

在了现场。 见李景丰真的在

大半夜来了， 作业队伍才知

道他“不好惹”，立即开始了

整改。“不管几点完成，我们

都会来验收。”李景丰掷地有

声地说道。

“该做好的一定要做

好，”李景丰明确表达了总承

包部严抓质量的态度，“只要

是不合格， 总承包部就拒绝

验收，这是原则性问题。 ”

经过几次来回拉锯，总

承包团队以扎实的行动改变

了作业队伍对质量马虎的态

度。 作业队伍也在磨合中逐

渐摆正了态度， 认真完成了

整改目标。“责任在我们，我

们就得按时按量做好。 能和

这么严格的总承包部站在一

条战线上， 我们自身的水平

也得到了提高。 ” 顺利完工

后，作业队伍负责人感慨道。

“质量安全最重要”

“这样下去要出问题，得

找新法子。 ” 李景丰看着墙

体，面色凝重。

原来， 工程部在施工中

发现砌体墙因为不均匀沉

降，容易出现竖向裂缝。虽然

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和经验做

法去实施， 但问题依然非常

突出：湛江的气候风大雨多，

常规做法并不能完全满足质

量要求。

怎么办？ 主管质量的李

景丰不禁犯了愁。

为解决这个难题， 他到

处咨询当地专家， 最终决定

在墙体中间加一条 4 厘米

厚、 墙体同宽的钢筋混凝土

加强带。但这样一来，虽然可

以增强墙体整体性， 减少墙

体不均匀收缩、沉降，进而防

止出现裂缝， 可工人们不干

了：“你们这样做增加了工

序，进度会受影响，还给我们

额外加了工程量。 ”

多一道工序， 就要多花

时间， 作业队伍自然有了怨

言，工人们开始有了情绪。

项目部和业主、 作业队

伍反复沟通， 分析这种方法

确实能从根源上避免安全隐

患，减少墙体裂缝。“质量安

全最重要。 你们多花工夫把

质量提上去，减少返工，也是

我们想看到的。”多次沟通终

于有了成效， 业主表态增加

相关费用， 工人们的意见也

得到了统一。 虽然增加了工

序，影响了进度，但墙体裂缝

基本上得到了治理。 验收期

间， 坡头区质监站称赞了项

目的质量， 并把项目的这个

好做法在湛江市推广开来。

“经历风雨更要居安思危”

“新的领域、新的环境就

要考虑到出现的新问题，我

们考虑到了， 就有责任去做

好它，而不是放置不理。 ”项

目质量部部长刘柳炼介绍

道，“国内市场施工， 基本都

使用普通的石膏板， 便宜好

用，也符合要求。但在公共区

域吊顶罩面板， 就得考虑得

细一点。湛江地处海滨，普通

的石膏板容易发霉导致变

形，效果并不好。 ”

经过多方考虑和激烈研

讨， 总承包部告知建设单位

采用普通石膏板的后果，并

建议采用德国可耐福抗菌防

霉石膏板。 这是一种新型材

料，引进国内的时间不长，但

绿色环保且不易发霉。 这一

改变得到了业主的支持。“不

能只看眼前利益，” 刘柳炼

说，“在质量安全上一定要考

虑长远。 这种绿色环保的材

料，不会造成大面积返工，使

用寿命更长。 ”

狂风骤雨影响工程质

量， 酷暑暴晒的天气也考验

着外墙砖的牢固程度。 铺贴

外墙砖时， 总承包部通过多

方面调查研究， 在砌贴之前

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试验，调

制胶水比例， 按各墙体的不

同确定胶水含量。 施工开始

后， 还专门购置了拉拔器进

行自检， 确保每一块外墙砖

结实安全。 看着眼前就要竣

工的高楼， 项目副书记赵立

红心生感慨：“经历了湛江不

一样的风雨， 也战胜了许多

困难，能一举斩获‘紫荆杯’，

这是很自豪的！当然，项目还

没有全部完工， 在目前的大

好形势下更要居安思危，半

点都不能大意。 ”

11 月 16 日， 申蓝宝邸

住宅小区项目南区二期部分

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 接

下来， 项目总承包部将继续

以创优为目标， 做好项目南

区剩余工程的管理工作，打

造更多的精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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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部有个“联合国”厨房

“谢谢项目部又给我送

来小扁豆和面粉， 这些来自

中国的食材让我们印度员工

在这里吃到了家乡的味道。 ”

四航局加纳项目部印度籍工

程师保罗乌黑的大眼睛闪烁

着激动的光芒，“一会儿我给

你们做最正宗的多萨薄饼

卷，大伙儿一起尝尝。 ”

项目书记刘伟看着保罗

的兴奋劲，打心眼儿里高兴。

要知道整个项目部从全球招

聘了 10 多名外籍高端管理

人才，除了文化差异，他们的

饮食习惯差别更大。 如何让

像保罗这样的素食者安心在

加纳扎根， 解决他们的餐桌

问题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解决文化冲突，促进多

元融合是项目文化建设的一

部分， 特别是作为‘一带一

路’ 倡议走出去的国际化企

业， 文化融合更是展现我们

包容性乃至公平性的窗口。 ”

说起项目文化建设， 刘伟感

慨良多，“从小处着手， 用对

待家人和朋友的心态真诚关

心外籍员工， 让我们的团队

有了更强的凝聚力。 ”

为此， 在外籍员工进场

前，项目部便梳理、登记了他

们的国籍、文化背景、宗教信

仰等信息， 同时安排专门人

员， 对他们工作期间的生活

进行全方面对接， 确保他们

尽快适应中国文化， 认同中

国企业的管理方式。

“你知道，欧洲的饮食主

要是以面食和肉类为主，每

顿吃大米饭我们很不习惯，

项目部给我们配备的‘外籍

员工厨房’ 解决了这个问

题。 ” 讲起他们的“私人厨

房”，葡萄牙籍石场经理十分

兴奋，“在这个专门的厨房

里， 每个国家的同事都能大

显神通， 有专门做牛排的灶

台，做披萨的烤箱，还有面包

机、酸奶机，大家在一起交流

的感觉十分美妙。 ”

原来， 项目部为了让外

籍员工能更好地适应项目现

场环境，特意配备了一个“外

籍员工厨房”，根据各国的烹

调文化， 有针对性地购置了

专用厨具， 外籍员工可以根

据他们的需要购买或领取食

材进行加工。 菲律宾的香汤、

南非的烧烤、 葡萄牙和荷兰

人的牛扒，小小的空间里，打

造出了人人都满意的餐桌。

“外籍员工的休假制度

和福利待遇同中国职工一

样， 在保证他们休假权益的

同时， 我们还鼓励他们携带

家眷‘反探亲’。 ”项目经理杨

建冲有着多年的海外工作经

历，“项目文化认同” 是他一

直坚持的管理理念，“在加纳

项目部， 外籍高管往往管理

一个部门或者一个专门业务

领域， 项目文化认同让他们

把全副身心都投入到项目建

设中来。 ”

带领各个业务部门的骨

干“家访”，到不同的外籍员

工家里、宿舍“蹭饭”已经成

为刘伟每周的工作日常。“家

访”过程中，带上他们喜欢的

食材，或者中国小吃，让彼此

的交流更加惬意。“印度人用

手抓饭， 他们认为用手触摸

美妙食材的体验最美好。 ”刘

伟讲起了“家访”时遇到的餐

桌趣事，“要讲印度抛饼和咖

喱菜， 印度籍环境工程师普

拉文的夫人做得最好吃，配

上正宗的印度炖羊肉， 一群

人在小小的屋子里唱歌，真

是一个美妙的周末。 ”

普拉文家人探亲结束，

夫人和两个孩子依依不舍踏

上归程， 刘伟给他们送上两

个制作精美的小海龟纪念制

品， 真诚地说道：“感谢普拉

文对中国企业的辛勤付出，

他为建设绿色加纳做出了重

要贡献！ ”看着她们不舍的表

情，刘伟知道，在走出去后的

文化融合与建设道路上，他

们越走越自信， 来自世界各

地的优秀人才都把中国交

建、 四航局当成家的日子不

会很远。

项目标准化进场道路 陈 昊 供 图

五公司、航通船业举办 2018

年度党建政研论文发布会

本报讯 近日，四航局

五公司、航通船业分别举

办 2018 年度党建政研论

文发布会。

五公司论文发布会共

收集论文 15 篇， 现场汇

报交流 12 篇， 论文内容

涵盖基层党建、人才队伍

建设、 项目团队建设、文

化建设、党务管理、青年

工作等多个主题，体现了

五公司当前党建思想政

治工作研究的实际成果。

党建政研课题研究是

五公司培养党务人才、提

高党建工作水平的重要

途径，论文发布会的举办

对进一步创新党建工作

方法、开拓工作思路、提炼

总结经验， 更好发挥党建

引领聚力作用有重要意

义。

航通船业论文发布会

共发布论文 23 篇，涵盖党

建工作、 宣传思想与企业

文化建设工作、群团工作、

多元业务人才建设等多个

方面， 其中 6 篇论文在发

布会上进行现场发布。

本次党建政研论文发

布会是航通船业首次举

办， 系统地总结了航通船

业推进党建工作的好方

法， 对推动航通船业持续

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李 纯 尹国强 许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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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广州南沙国际邮轮

母港项目的大门， 就好像进

入了“中交蓝”主题的文化长

廊———蓝色的辕门， 蓝色的

文化理念， 蓝色的旗帜……

这些， 可都是中国交建企业

文化在项目部的体现。

“当前，在工程建设的过

程中， 标准化已是必不可少

的元素。 ”四航局二公司南沙

邮轮母港项目经理范红枝如

是说，“行业监管越来越严

格， 对项目标准化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 项目部开展标准

化建设，就是要让标准入眼、

入脑、入心，让现场布设、施

工工艺、管理行为，层层实现

标准化。 ”项目标准化管理是

一个系统、全面、逐渐深入的

工作， 目的是要达到纵深推

进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精

细化、规范化。 标准化管理体

系很完备， 但如何将制度落

地、做实，是项目部一直在思

考的问题。

让标准内化于心

“在项目部推行标准化

管理的过程中，有人说，标准

化不就是让广告公司贴点喷

画吗？ ” 项目副经理廖宏志

说，“其实喷画要能展示好标

准化，也要下一番功夫的。 ”

为了将项目标准化做到

最好， 项目部把设计师请到

了办公室，一同办公，一笔一

划地跟踪设计， 让成品从字

体、大小、比例，到色彩、布

局、边线，任何细节都有标准

可依。 广告制作公司的老周

曾对项目部提出其他设计建

议， 但项目部依然坚持完全

依照中国交建标准来做，最

终为工地勾勒出统一的色调

和线条，效果震撼。 项目部让

标准化布设普及到现场的每

个细节， 营造了良好的标准

化管理的氛围， 潜移默化感

染员工养成“高大上”的标准

习惯。

“彪哥，你的帽带要戴好

啊！ ”施工现场，安全员董平

大声地对测量员阿彪喊道。

“戴着帽带，我测量不方

便呀！ ”原来，因为看仪器不

便， 阿彪便把安全帽反扣在

了脑袋上， 没想到被眼尖的

董平抓了个准。

“那我帮你搞！ ”董平跑

到阿彪面前，把安全帽调松，

带子调长，把帽子掀高，安全

帽便不影响他测量了。“彪

哥，我们作为管理人员，要以

身作则穿戴好安全帽， 那才

能管理好班组人员。 ”董平指

着现场一块写着安全标语的

蓝色展板， 语重心长地对阿

彪说道。 一番安全“说教”后，

阿彪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项目部从安全帽带这个

小细节抓起， 让员工增强细

节标准意识。 在班前会讲评

台旁边，是安全展示区，其中

有一个劳保用品穿戴整齐的

模型人，还有一面镜子。 每天

的班前会都有一个流程，工

人都要对照一下， 看看自己

佩戴劳保用品是否标准。

让标准外化于行

现场布设标准化是为了

让标准内化于心， 而项目部

更关注的是让标准外化于

行。“为了让标准化最终落

地， 项目部切合实际开展工

艺技术研讨， 做到工艺流程

科学性和规范性， 从设计上

达到本质安全和质量控制的

目标。 ”范红枝说，“施工工艺

是否科学， 现场执行是否按

标准流程， 直接关系到施工

质量和本质安全， 甚至影响

到工效和成本。 ”

项目部先后组织多次研

讨会， 完成复杂地况的地基

处理、 圆筒吊拆等技术研讨

工作，并形成面层控裂、复杂

地质条件下重力式码头拆除

及新建高桩码头施工、BIM

在高桩码头的应用等 3 个科

研课题， 完善了 8 个分项、9

个工艺流程的标准制定。

“要让工人操作标准，首

先必须下大力气做好技术交

底。 ”项目部对交底工作极度

重视， 除了按要求在施工前

通过图纸、动画等口头交底，

还运用信息化技术， 将现场

部分施工方案、工艺流程、技

术交底等资料上传到网上，

生成二维码， 并展示在相应

的分项工程区域。 在施工现

场，只要扫一下，就可以马上

看到详细内容， 让现场管理

人员随时随地能参考标准，

研究标准，按标准施工。

“再高的标准，也要由人

来管理和执行。 ”为让标准化

顺利落地， 项目部狠抓过程

控制的关键因素———人的行

为标准化。 项目部强化管理

关键工序的标准化过程控

制， 避免返工和工序不科学

对项目推进造成的影响，为

推动项目提供了可靠保障。

在水下结构拆除过程

中， 项目部工艺规定必须在

起吊前细致检查待起吊的圆

筒、沉箱四周、构件吊孔及里

面是否已彻底清除淤泥，还

要检查吊孔及构件整体的完

整性。 每次潜水员下水，分项

主管都会紧紧跟踪， 出水后

再三确认探摸结果是否达到

标准。 如果这一步做不好，吊

具就放不进去， 还得再来一

遍清理过程，耗时耗力。

今年， 交通部质量安全

督察组到项目开展督查后，

组长黄勇曾表示：“南沙国际

邮轮母港项目的标准化工作

做的非常好， 是近两年所有

检查过的项目中做的最好

的。 ”

2019 年 10 月，南沙国际

邮轮码头将迎来首艘停靠的

邮轮，届时“蓝色标准”将展

示在无数国内外游客面前，

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

○ 郭文宇

———四航局二公司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项目标准化建设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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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6 日，

四航局横琴市政项目濠

江路工程获评“2018 年全

国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安

全生产标准化工地 ”称

号，这是四航局首次获得

该项荣誉。

濠江路位于珠海市横

琴新区，采用双向 4 车道

建设。 项目全长 6755 米，

涵盖软基处理、 道路、桥

梁、管线、通信、照明等多

项工程。 横琴市政项目部

始终秉持“关爱生命，安

全发展”的理念，强化安

全管理工作，以完善安全

管理制度为基础，完善安

全管理机制， 压实安全生

产责任。 获得此项荣誉是

对横琴市政项目安全生产

和文明施工管理水平的肯

定， 也是四航局不断推进

品牌建设， 加大工程创优

力度上取得的良好成效。

据悉，“建设工程项目

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工

地” 是我国建筑施工安全

领域的最高奖项， 旨在规

范施工安全生产工作，保

障建筑职工生命安全与健

康， 被业内誉为安全文明

施工方面的“鲁班奖”。

（邱燕群 张冬红）

横 琴 市 政 项 目

获 评 一 荣 誉 称 号

本报讯 12 月 7 日，

四航局党委召开 2018 年

党外代表人士座谈会。 四

航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张猛， 党委工作部、党

委组织部、工会办公室等

部门负责人， 九三学社、

民主建国会和无党派人

士代表等共 18 人参加座

谈。

党委工作部介绍了四

航局民主党派支部建设

情况以及近几年特别是

今年四航局党委统战方

面的工作。 与会代表围绕

民主党派建设、四航文化

氛围、四航改革发展成就

以及统战工作等方面畅

所欲言、深入研讨，提出

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张猛在会上作了总结

讲话。 他介绍了四航局经

营生产情况和党的建设方

面的工作， 分析了统战工

作的新形势新要求。 张猛

指出， 党外代表人士座谈

会搭建了良好的沟通交流

平台，要坚持开展；会上提

出的意见建议党委有关职

能部门要认真梳理， 推进

解决。他强调，四航局党委

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

设， 并就做好统战工作谈

了三点意见： 一是四航局

党委职能部门要发挥好联

谊交友的纽带作用， 为党

外代表人士多提供支持和

帮助； 二是希望民主党派

和党外人士增强责任感和

荣誉感， 多为四航发展建

言献策； 三是进一步增强

民主监督意识， 发挥民主

党派监督作用。

（刘洪亮）

四航局党委召开 2018年

党外代表人士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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