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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八局三公司

深耕黔贵大地 书写奋斗篇章
王正录 董佳星

近年来，中铁八局三公司两级党组
织坚持把党建引领贯穿于公司改革发展
的全过程，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
营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为企业高质
量发展定向、铸魂、赋能、发力。

在加强政治建设方面，公司党委坚
持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制定了党建
联系点制度、党建述职评议、党建工作
责任制考核评价、支部晋位升级管理等
制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可操作、能落
地的抓党建制度体系，确保中央各项精
神和上级决策部署在基层贯彻落实。

在深化改革方面，公司以“三基建

设”和“三项改革”为抓手，不断加强
干部队伍建设，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着力于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
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大力推行扁平化
管理，减少内部层级，精简机构人员，
精简办事流程，突出激励机制变革，不
断修订完善薪酬配套制度，建立了过程
绩效考核、完工清算兑现、二次经营、
双清工作等考核机制，并严格考核兑

现，不断健全选人用人机制，畅通进出
通道，大力推进全员竞聘上岗制度，采
取“收入向一线倾斜、机关与项目联
动”的差异化薪酬体系，使公司员工能
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薪酬能增能减。

在党建工作管理方面，公司党委不
断夯实公司党建工作基础建设，提升公
司党建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标准化
水平。并大力创新“党建+”工作模式，

通过党建搭台、业务唱戏，广泛在项目
一线设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党员
突击队、党员科技攻关小组，深入开展

“十个一”“奋战四季度、党员争先锋”
等党建主题活动，促使广大党员在生产
经营难题上攻关，在重点任务上突击，
推进公司生产经营水平整体提升。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公司着力打造企
业争先文化，以文化铸魂赋能，为企业职

工凝聚干事创业的动力。通过扎实推进青
年思想凝聚工程、青年一线建功工程、青
年安全建设工程，使全体青年职工积极投
身企业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实践，为公司
实现更高质量的突破贡献力量。

“现在公司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期，
容不得一丁点的马虎，必须打牢基础，才能
真正实现超越发展。”中铁八局三公司党委
书记、执行董事曾伯川表示，要树立“提质
增效、科学发展”的坚定信念，带领广大职
工不断攻坚克难，以忠诚、干净、担当的工
作作风，营造公司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
境，开创公司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党建引领 铭记初心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神州大
地，中铁八局三公司 158位“铁军”驰援
贵州省将军山医院建设，马不停蹄开展
水管安装、排污井施工、场地平整、管
沟回填和板房搭设等施工。经过 34个日
夜鏖战，将军山医院一、二、三期如期
交付，为贵州省集中救治新冠肺炎确诊
病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有力
的“战斗堡垒”；

2021 年夏季，因连续暴雨引发的山
洪造成清镇市湖雍沿线铁路路基多处受
损，其中林歹南站北端路基行车营运中
断。在中铁八局三公司 60余人连续 16个
小时的合力抢险下，先后完成了路基反
压回填土石方 9000 余立方，打钢管桩
180根近 900延米，比预计完工时间提前
9个小时；

在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的情况
下，中铁八局三公司亮剑贵阳市人民大
道跨火车站大桥项目建设，耗用 9 个天
窗点，历经 18个小时，完成了西南片区

最大的防护棚架共计 3698平方米的吊装
作业，完美兑现开通的工期目标。该项
目虽然只有短短几百米，却是全线“最
难啃的硬骨头”，上跨贵阳火车站大桥位
于贵阳火车站咽喉区，施工范围横跨贵
阳火车站 11条股道，需要在铁路段搭设
防护棚架，涉及铁路运营设备、管线
等，安全风险极高、难度极大。

…………
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沿。中

铁八局三公司在关键时刻始终冲得上、
顶得住，以实际行动彰显了国有企业的
责任与担当。

彰显国企责任，关键在“人”。近年
来，中铁八局三公司以提高职工群众向
心力为抓手，引导广大职工爱岗敬业、
忠于职守、尽职尽责，在企业形成积极
向上的良好风气。

一方面，关心职工生产生活，共建
和谐幸福家园。公司坚持收入向一线倾
斜、向一般职工倾斜，建立“全员分

配”“124”分配原则，着力推动共同富
裕，最大限度地调动和保护广大职工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
深化竞技竞赛活动，大力弘扬“工匠精
神”。掀起“比学赶超”热潮，促进全司
15 个项目提前完成节点工期，建立劳模
创新、专家型创新工作室，引领技术人
才提升专业技能，积极投身创新创效浪
潮。此外，公司还加强群团组织建设，
积极开展文体活动。通过强树企业青年
品牌、紧扣安全主题、重视科技攻关等
工作思路与具体措施，大力推进群安
员、青安岗建设，组织开展庆祝建党 100
周年篮球友谊赛，使群团组织桥梁纽带
作用在一线生产中更加突出。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
站在“十四五”关键之年的重要节点上，中
铁八局三公司将抢抓新国发 2 号文件出
台的重大战略机遇，以国有企业的担当认
真履职尽责，坚定信心、鼓足干劲，真抓实
干助推企业向下一个目标高地迈进。

担当于行 人文荟萃

“贵阳城市基建大有可为”上世纪九
十年代末，为响应中铁八局战略部署，
时任公司总经理的曾伯川带领全公司
1000 余名职工把中铁八局三公司从四川
整体搬迁到贵阳。初到贵阳，公司就抢
抓机遇，积极与贵阳市、区两级政府及
相关建设单位沟通，主动展示企业优势
和“代表作”，先后承建了贵阳市人民政
府办公楼、云潭路、金朱路、兴筑路、
中环路、花冠路等项目，获得地方政府
及建设单位的广泛赞誉，成功在贵阳市
场树立了良好的信誉形象。

近几年，中铁八局三公司凭着“钉

子精神”和敢啃“硬骨头”的拼劲，以
重点开发做熟做透根据地市场，坚持在
城市里“淘金”，全力打好“阵地战”，
有效实现了公司转型升级发展，公司任
务承揽额不断攀升，在贵州市场先后拿
下了贵阳轨道交通 3 号线、市域环城快
铁西南环线、太金线、人民大道等多个
重点项目，有效实现了项目滚动发展，
形成了“打得进、守得住、滚得动”的

主体经营格局。
在企业取得稳步发展的同时，中铁

八局三公司把目光投向“大数据”“云服
务”。公司自主研发了施工现场管控信息
化平台，搭建了公司大数据平台，并在
此基础上先后安装了机械设备远程可视
化监控系统和物资过磅影像系统。此
外，公司先后选取了双龙二项目和贵阳
轨 道 交 通 3 号 线 项 目 推 广 试 点 BIM 技

术，新方法、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
得到推广和使用，营造了支持改革、鼓
励创新的良好环境。

近年来，中铁八局三公司全体干部
职工上下同心、锐意进取，抢抓西南片
区大发展机遇，在创新中谋跨越，公司
各产业板块快速、协调、稳定发展，公
司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获得了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建筑施工行业信

用评价最高“AAA”等级、贵州省优秀
施工企业、贵州省建筑施工企业 100 强
企业认证。

在经营开发方面，公司已形成贵阳、
广西、江苏、河北四大核心产区，新增了厦
门、南昌、天津、宁波等潜力城市营销联络
点。自 2018年以来，公司新签合同额年均
始终保持强劲增幅，继 2019 年首次突破
百亿大关后，2021年破两百亿大关。

近年来，公司在营业额以超 20%的
年平均增长率实现企业规模的不断扩
张，履约能力持续提升，多次提前兑现
业主工期节点目标。

扬帆奋进 砥砺前行

耕耘、收获、发展、跨越……刚刚过去的五年，是中铁八局三公司创
新蝶变、跨越发展的五年，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

笃行不怠，踔厉奋发。五年来，中铁八局三公司凭借一股敢为人先的
闯劲，深耕在贵阳这片开放的热土上，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交出了一份

精彩答卷。
踏上新征程，中铁八局三公司将继续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再创企业高质

量发展新高，按照贵州省提出的围绕“四新”主攻“四化”，书写新时代
的壮美篇章，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中铁八局三公司驰援贵州省将军山医院建设。

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2022 年，是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是深化“十
四五”规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关键之年，也是中铁八局三公司持
续推进高质量发展、角逐中国中铁股份
有限公司三级综合型工程公司 20强企业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立足贵州市
场根据地，抢抓贵州建设西部大开发综
合改革示范区发展机遇，主动担当作
为，加速推动贵州省基础设施进程，为

贵州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开创高质量发展
新的“黄金十年”蓄势加劲。

立 足 新 发 展 阶 段 ， 贯 彻 新 发 展 理
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在未来的发展
中，三公司将持续秉承“讲诚信、重品
质、靠实力、依托现场保市场”的企业
经营理念,坚持经营龙头地位，进一步
巩固传统领域优势，加强新兴领域开发
力度。做好项目进度管控，新开项目快
速组织进场，强化措施确保项目进度，
提高施工效率。坚守安全质量环保底

线，加强重大风险管控，聚焦专项整治
目标，高度重视环境保护。深入推进

“三项制度”改革，加强大商务管理体
系建设，落实项目管理效益提升三年行
动方案，持续优化管理体制机制。坚持
勤俭节约办企业，开源节流，保供降
本。积极主动作为，在贵州省基础设施
建设的快速发展中闯新路、展风采、结
硕果。

新时代标注新方位，新时代开启新
征程。中铁八局三公司将抢抓机遇谋跨
越，积极推动企业党建和业务工作深度
融合，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为企业发
展创造良好环境，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征
程中大显身手。中铁八局三公司，必将
谱写更加光彩夺目的时代华章！

勇于担当作为 构建美好未来
赵志

展
望

贵州首个无水港物流枢
纽贵阳都拉营国际陆海通物
流港。由中铁八局三公司负
责施工的一期工程占地 910
亩，年运输量约 500 万吨。
随着港口的建成投运，将助
力 “ 黔 货 出 山 、 海 货 入
黔”，有效破解区域经济发
展瓶颈。

施工中的贵阳轨道交通
地铁 3 号线花果园东站。这
是中铁八局三公司负责施工
的 3 号线的第十六座车站，
为地下三层 16 米岛式站台，
设置 24 个出入口，是贵州
省体量最大的车站。

贵阳市域环城快铁西南
环线。由中铁八局三公司负
责施工，线路总长 30.131 公
里，全段桥梁 36 座、上跨
沪昆高铁 2处，车站 4座。

施工项目简介

（本版图片由中铁八局三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