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志愿·

蓝天行动

中建一局成立于 1953 年，是中国
，是全球最
建筑行业第一支“国家队”
大 国 际 承 包 商 、 世 界 500 强 第 52
名——
—中国建筑的核心子企业，是以
从事完全竞争性建筑业为核心业务发
展壮大起来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
建一局业务板块覆盖房屋建筑、基础
设施、
投资开发、
海外工程等领域，旗
在全国主要城市
下拥有 25 家子企业，
和地区均设有分支机构，市场范围遍
及全国，
并延伸至俄罗斯及远东地区、
中东欧、拉美、非洲、东南亚等世界主
要地区和国家。
始终坚
中建一局成立 62 年以来，
定履行中央企业的政治责任、社会责
任和经济责任，尊奉“拓展幸福空间”
成就员工、
的企业使命，
将
“满意客户、

回报股东、造福社会”作为企业“为何
为谁存在”
存在、
的终极责任。62 年来，
中建一局始终传承先锋文化，其敢于
担当、
敬业奉献、
钉钉子、
艰苦奋斗、
勇
于拼搏的文化内涵与雷锋精神高度契
合，这种精神已内生为全体一局人的
文化基因。中建一局将传承雷锋精神
和先锋精神，
做负责任的企业公民，
用
用建筑改变世界，
为人
真诚造福社会，
们带来更佳的幸福体验，争当造福社
会的志愿先锋。

《先锋》

2015 特刊·社会责任

先锋志愿·

国务院国资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北京市住建委、北京市安监
局等领导视察中建一局安全体验基地

中建一局打造中国第一家实景体验式建筑安全培训基
地 中建一局突破传统安全教育培训模式，建成中国第一家实景体验

小 萱
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最想知道的
不是最有高度的，但是最有态度的
但是最有爱的
不是最有趣的，
不是最精彩的，
但是独家的

式建筑安全培训基地，这也是中国建筑业第一座预防“六大伤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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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了建筑
实战演练基地。基地设置了 24 个三维立体式体验项目，

项目花园式施工现场

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领导先后到基地观摩考察，给予一致好评。“分
享责任中国行”
专家团实地体验后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新华网、新浪
首都建设报等媒体对培训基地专题报道。
网、
工人日报、
中国建设报、

截至 2014 年底，
中建一局累计获得鲁班奖 44 项、
国家优质工程奖 36 项

高品质工程的同时，积极推进
“四节一环保”
绿色施工，将绿色
施工纳入施工现场标准化考核
内容，专项治理噪音和扬尘，打
造
“花园式”
施工现场，研制出获
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的“全自
动多功能洗车池”
，施工过程中
采用太阳能空气能热水系统、雨
水废水回收利用系统、自动喷雾
等多项绿色施工技术和设施，致

北京市住建委、
资委、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北京市安监局等政府、行业

做建筑行业先锋——
—为社会奉献高品质工程

中建一局一诺千金为社会贡献

降尘系统、风光互补的路灯系统

运行后累计举办培训 100 多期，国务院国
施工现场的各类安全隐患，

中建一局社会责任大事记

中建一局打造行业领先
的绿色建筑建造技术优势

项目自动喷雾除尘系统

力于打造行业领先的绿色建筑

守护生命

因1953 年 -1956 年，
建成新中国第一
个大型工业工程——
—第一汽车制造厂。
◎1960 年 -1966 年，建成中国第一
次自行设计、自行组织施工，规模最大、
技术最新的大庆炼油厂，结束了中国依
赖洋油的历史。
◎1973 年 -1983 年，建成拥有中国
第一套 30 万吨乙烯引进装置的北京燕
山石化总厂改扩建工程。
◎1986 年 -2013 年，建成中国第一
座大型贸易中心、北京第一高楼——
—中
国国际贸易中心一至三期。
◎2003 年，
建成中国第一条液晶面
板 生 产 线 ——
—北 京 京 东 方 第 5 代
TFT-LCD 生产线。

◎2004 年 -2006 年，建成世界最大
游泳馆、世界第一个钢膜结构工程——
—
国家游泳中心。2008 年北京奥运前夕，
中建一局共新建、改建完成 8 项奥运场
馆工程。
◎2004 年 -2010 年，建成中国最高
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浙江省第一高
楼——
—温州世贸中心。
◎2006 年 -2010 年，建成钢板剪力
墙结构的世界第一高楼、天津标志性工
程——
—津塔。
◎2010 年开始，建设中国第一高
楼——
—深圳平安金融中心。
◎2011 年开始，建设西半球最大的
度假村——
—巴哈马大型海岛度假村。

一局同时在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等分布在全国各地的 10
为推动我国建筑安全教育方式转变、促进
个项目建立了安全体验馆，
安全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传承雷锋精神
用先锋志愿行动为央企代言
2015 年 3 月 4 日
中国·北京

安全带使用体验

心肺复苏训练

洞口坠落体验

墙体坍塌体验

建造技术优势，为建设资源节约
做志愿服务先锋——
—积极投身国家灾害救助、志愿者服务等公益活动

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更多

◎1976 年，中建一局参与唐山地震
救灾，组建救援服务队到唐山陡河电厂
工地执行救护任务。
◎2003 年，中建一局积极抗击非
典，抽调 2400 名职工奋战 7 天 7 夜，建
成国内一流传染病医院——
—小汤山医
院二部，创造了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
◎2008 年，中建一局援建汶川和什
邡，相继完成了 7000 余套安置房和汶
川一小、二小、第一幼儿园等工程建设
任务，同时捐款、缴纳特殊党费共 330
万元。

贡献。
中建一局深圳地铁 9 号线
9105 标段以“花园式防尘降噪示
范工地”
、
“广东省安全文明示范
工地”
闻名深圳，
赢得当地政府和
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

◎2008 年，中建一局服务北京奥运
会和残奥会，派出 55 名奥运驾驶员志愿
者及一批场馆维保、
城市志愿者、
治安志
愿者、
啦啦队员，
参与奥运服务保障。
◎2009 年，中建一局服务国庆 60
周年活动，奋战 3 天 3 夜，完成面积最
大的临时观礼台搭建任务。
◎2014 年，中建一局服务国庆 65
周年，成立中国建筑首个“十典九章文
明礼仪志愿服务队”
，国庆假期组织青
年志愿者为天安门参观的数万名中外
游客志愿服务。

互联网时代的建筑
力争在建筑智能化、
信息化上
中建一局始终瞄准行业技术前沿，
将 BIM 技术应用到建筑施工全过程，
为人们带来更
迈出实质性步伐，

项目全自动多功能洗车池

项目风光互补路灯系统

做绿色建造先锋——
—推进“四节一环保”，打造行业领先的绿色建筑建造技术优势
◎2002 年 -2004 年，
中建一局建成中
“绿色工程”金奖的科技
国第一个获美国
部节能示范楼工程。
◎2004 年，中建一局在行业第一个
提出
“绿色施工”理念，制定了全国第一
部绿色施工企业标准。
◎2010 年，中建一局建成中国第一

佳的幸福体验。

个获得 LEED（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白
金认证的工程——
—上海普惠发动机中心。
◎2014 年，中建一局深圳地铁 9 号
线 9105 标段以“花园式防尘降噪示范
工地”、
“广东省安全文明示范工地”闻
名深圳，赢得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
度赞誉。

做守护生命安全先锋——
—建立中国第一家实景体验式建筑安全培训基地

西半球最大度 假村巴 哈
马海岛度假村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
CHINA CONSTRUCTION FIRST GROUP

项目节省占地面积的项目办公生活区

◎2014 年，
中建一局突破传统安全教
育培训模式，
建成中国第一家实景体验式
建筑安全培训基地，
是中国建筑业第一座
的实战演练基地。
预防
“六大伤害”

◎2014 年，中建一局在深圳平安金
融中心 等 10 个 项目 建立了 安全体 验
馆，为当地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中国在建第 一高 楼深圳 整体装配式产业化住宅 无锡 第一高 楼 无锡 苏
平安金融中心
北京长阳西站居住项目 宁广场

先锋志愿·

暖心行动

一局农民工夜校请来农大教授

先锋志愿·

诚信行动

构筑中建一局诚信体

2014 年 7 月 10 日，中建一局北京公司邀请中国农业大学老科学技

系中建一局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术工作者协会会长唐运新到计算科学项目农民工夜校讲授 《劳动合同

价值观，致力争当社会诚信的

法》。该项目农民工夜校自创办以来已举办多场专题讲座。

先锋，从品格、能力、执行力三

中建一局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单广袖 （后排左
五）慰问在天安门志愿服务的一局志愿者

个维度入手，将社会公民必须
遵守的社会道德规范“诚信”解

一局工地办起农民工免费理发店

码为企业底线管理指标，打造

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深

“中建一局诚信体系”
。2014 年

圳平安金融中心项目部在项目工

发布了 《中建一局诚信体系建

人生活区办起了工地免费理发

设管理规定》和《中建一局子企

店，每月邀请 30 位理发师，为农

业诚信评估指标体系》，确立了

民工兄弟们免费理发。

4 项品格类、
8 项能力类、
9 项执
行类共 21 项诚信评估指标，以
此为标准给子企业“诚信度”打

中建一局党委书记、
董事长罗世威（左）慰问在天安门志愿服务的一局志愿者

一局志愿者帮助游客夫妇找到走失的孩子

将学习用品送到留守儿童手中
2014 年 7 月 16 日，中建一

分。“诚信”精神在中建一局已

每一级组织的底线考核标准和

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企业

必须践行的行为准则。

局西南公司的 15 名志愿者带

公益行动

着学习用品、体育用品和公司

先锋志愿·

人员捐赠的相机到四川省青神
县南城中学和万沟村小学，看
望了当地留守儿童，送去慰问
品和慰问金。

“十典九章”
礼仪服务队走进天安门

先锋志愿·

一局志愿者用熟练的英语为外国游客服务

一局志愿者耐心地回答游客各种问题

天安门城楼志愿服务 中建一局积

务外国游客近百次，帮助残疾人登城楼参

极投身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做践行社会

观十余次，受到了天安门管委会和中外游

责任的先锋。2014 年国庆假日 7 天，天安

客的一致好评。服务期间，
中建一局集团公

门管委会首次在
“十一”
天安门城楼游览中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罗世威，党委副书记、

引入志愿者服务，
中建一局 15 名来自基层

副总经理单广袖分别来到天安门慰问志愿

一线的青年志愿者，
作为中国建筑《十典九

者。罗世威表示，
志愿者彰显了中建一局的

章》文明礼仪志愿者服务队成员，
为参观天

先锋文化，
是企业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

安门城楼的中外游客志愿服务。中建一局

本次志愿服务活动被人民网、
《联合早报》、

志愿者累计服务时间超过 200 小时，每天

凤凰资讯网等多家知名媒体纷纷报道，引

回答中外游客各类问题数千次，用英语服

起了热烈反响。

我身边的先锋

一局成立深圳第一支“党员先锋义工队”
2014 年 7 月 1 日，中建
一局华南公司成立了深圳市
第一支企业“党员先锋义工
队”
。
这支队伍先后服务全国
乐跑赛广州站、深圳首届国
际马拉松赛、一人一本捐书
活动等公益活动，至今已有
80 余名义工队员。

劳动节为农民工兄弟送欢乐
2014 年劳动节，中建一局五公
司为都海田园山庄项目的农民工兄
弟送去了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

2014 年中建一局开展寻找

手段恺荣获中国经济女性年度

“我身边的先锋”活动，
组织 140

创新人物；
中建一局三公司武汉

余场故事会、讨论会和点评会。 分公司书记王兰桂的事迹入选
经过投票、
评选出 50 名
“我身边

捐款帮农民工兄弟过难关

一局志愿者帮助行动不便的老年游客
游览

一局志愿者帮助全身瘫痪的退伍军人登上天
安门城楼

中组部共产党员网最美支部书

的先锋”
，
展现了一局敢于担当、 记和国务院国资委最美一线工
敢于竞争、敢于拼搏的先锋文

人；
中建一局二公司最美基层书

2014 年 4 月，中建一局市政

化。水立方工程的总工程师、
全

记董永民荣获国务院国资委中

公司内江项目部把捐献的

国劳模陈蕾入选北京市国资委

央企业优秀党务工作者。中建一

15040.5 元送到了农民工陈光勇

“国企楷模 北京榜样”
；中建一

局内部形成了
“寻先锋、树先锋、

的手中，
帮助陈光勇因汤匙穿破

局科研院副总工、
全国三八红旗

喉咙被送进医院抢救的女儿。

学先锋、
争先锋”
的文化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