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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经营

党旗指引前进路

记者带你看飞天·时代锦苑花园式工地
本报记者 秦

秦

本报记者 秦 秦

焦作市飞天置业有限公司党支部工作纪实
——

抓好党建

在房地产开发愈发规范，购房者越来越挑剔
的当下，用沙盘、户型模型、VR 全景效果图，甚至
是 1∶1 样板间去说服意向客户，好像都差了那么
点儿感觉。待到项目初具模样，可供参观时，到工
地上走一走，看一看，真正沉浸其中，才能充分感知
到未来幸福生活的细枝末节。
日前，记者受邀来到位于迎宾路与黄河路交会
处附近的飞天·时代锦苑项目工地，
亲身体验了花园
式工地的高颜值和高质量。
记者刚一走进施工现场，郁郁葱葱的绿色就映
入眼帘，
空气清新宜人，
让人一时分不清是花园还是
工地。美观大气的房子、平整干净的路面……这还
是人们印象中
“脏乱差”
的建筑工地吗？整洁舒适的
休息区、井然有序的办公区、教科书一般的工艺工法
样板区，这还是人们印象中“大老粗”做派的施工现
场吗？科学合理的双重预防体系组织机构图、规范
有序的项目双重预防体系实施流程图，这还是人们
印象中劳动密集型的建筑行业吗？
飞天·时代锦苑项目工地，
用
“眼见为实”
改变了
记者对建筑施工工地的老旧印象，这个百闻不如一
见的花园式工地，是焦作市飞天置业有限公司目前
正在热销的高端项目。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7 万平
方米，一共规划 17 栋楼，包括 11 栋叠拼别墅，3 栋 6
层花园洋房和 3 栋 16 层高层。
“ 我们公司严格执行
国家质量安全标准，施工上讲品质，细节上抓质量，
只做精品工程。
”飞天·时代锦苑工程部负责人表示。
记者首先参观的是工艺工法样板区。该样板区
飞天置业党支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秦 秦 摄
包含主体结构样板、给排水样板、干挂石材样板、砌
体样板等。拿楼梯样板举例，该区域详细展示了封
公开制度，
增强党支部工作透明度。
夯实
“四项职责”
闭式楼梯支模体系、加固角钢、双钢管固定以及对拉
创新学习载体
推动党建做实做细
螺杆等材料和工艺。据悉，
该项目严格按照
“方案先
持续提升党员素质
“围绕经营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
行，样板引路”施工管理制度开展工作，高效管控工
展！要把党建工作做实做细，就必须结
“我们支部开展理论学习等活动，
程质量。
“样板区是供工人们学习的‘课堂’，样板是
合企业实际情况，找准有力有效的抓
坚持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形
‘教材’
，样板鉴定达标后，
将分项工程工艺工法在样
手。在平时的工作中，我们支部持续强
式特别灵活。有时候，会利用微信、学
板区集中展示并优化，就可以直观地指导工人施工
化党组织统筹抓、书记带头抓、分管领
习强国等网络平台，随时随地开展学
了。
”
工程部负责人介绍，
飞天·时代锦苑通过对精品
导直接抓和党务专干具体抓的‘四级’
习。
”
飞天置业党支部党员孙未思说。
示范工程的细节进行展示，确保一次性成优比例不
党建工作责任体系，通过强化宣传引
河南新时代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断攀升，同时，加强工程管理体系建设，促进工程管
领，夯实党建基础，将业务与党建工作
党委成员、
副总经理张川到飞天置业党支
理业务规范化，
实施质量标准化。
同安排、同部署、同落实，实现党建工作
部为全体党员上党课，
李新功讲述红色故
离开工艺工法样板区，记者沿着通往施工现场
与业务工作融会贯通、相互促进。”飞天
事，
举办红色档案经典故事诵读活动，
组
的便道继续参观，虽是便道，但路面整齐光洁，丝毫
置业党支部书记李新功说。
织全体党员和各发展阶段同志到市委党
没有扬尘，真不愧是细微之处见真章。据工程部负
在强化宣传引领方面，飞天置业党
校西滑封教学区参观学习，
开展
“学百年
责人介绍，与普通的密目式安全网不同，飞天·时代
支部充分利用党建“E”家、学习强国等
党史，
建时代新功”
知识竞赛，
组织大家观
锦苑采用的是“米”字形外墙安全钢板网，在建筑主
网络平台，强化对公司宣传栏、微信公
看《建党伟业》，
开展环沙河体验
“重走长
体底部一次性组装完成，
附着在建筑物上，
随楼层高
众号、工作群等即时通信工具的运用，
征路”主题党日活动，举办“诵读红色经
度不断增加，
作业过程不占用其他起重机械，
不仅低
努力营造公司依法经营、诚信经营的浓
典，
致敬光辉百年”
朗诵比赛……
碳环保，
而且更加安全可靠。值得关注的是材料区，
厚氛围。制作张贴“扎实开展党史学习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各类建筑材料按用途整齐摆放，
虽然是空地放置，
但
教育专题活动”
“ 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
为把党的历史学习好、传承好、发扬好，
似有卡槽一般横竖得当，
数量一目了然。
程”等宣传版面，在员工中积极宣传党
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
从施工区域出来，
就来到了宽敞明亮的茶水间，
的路线方针以及与公司经营发展有关
前进的智慧和力量，飞天置业党支部通
茶几、靠椅、长凳、热水器、自动售货机，各类设施一
的法律法规，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始终沿
过开展上述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进一
应俱全。
“短暂的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醒目标语
着国家政策法规的轨道运行，促使企业
步提高了党员队伍的理论水平。
既温馨又激励干劲。再往西走就是现场办公区，会
健康规范可持续发展。
此外，该党支部严格落实标准化要
议室、办公室、值班室等配置齐全，
可谓是麻雀虽小，
在党组织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方
求，持续强化活动阵地，结合房地产企
五脏俱全。现场办公室门前同样是草木葱茏，好一
面，充分发挥“火车头效应”，多数重要
业特点筹建图书角，为职工提供专业书
个名副其实的花园式工地啊！
岗位都由党员担任，在企业经营发展各
籍借阅服务；采购健身器材，号召干部
施工现场随时做到工完场清，材料堆码整齐有
项工作中坚持冲锋在前，引领广大员工
职工强身健体，营造健康向上的工作氛
序，
垃圾及时回收清运，
最大限度降低噪声及扬尘污
立足岗位作贡献，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向
围。通过持续强化阵地建设，为推进企
染；
吸烟休息室、茶水间等设施最大限度地为工人工
心力和凝聚力。项目的安全优质建设
业党建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和生活提供了人性化服务，
飞天·时代锦苑大气美
是开发企业的信誉之窗、效益之源、立
践行社会责任
观、文明有序、安全高效、绿色环保的花园式施工现
足之本，飞天置业与项目承建单位河南
为民服务回馈社会
场，
营造了人、建筑产品与环境的和谐统一。
中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开展支部联建，
随着企业实力的不断壮大，飞天置
通过搭建党建联建平台，强化资源配
业党支部把创建先进企业文化作为重
置和沟通联系，确保各项目标有序
点工作之一，积极引导企业参与公益事
实施，按期完成。
业。飞天置业驻温县番田镇南张伦村
在党员队伍发展壮大职责方
第一书记王彦军带领全体党员与南张
面，飞天置业党支部不断夯实党
伦村党支部共同开展联学联建主题党
建基础，始终坚持发挥好“双培、
日活动，大家发扬志愿者精神，重点对
双建、双促进”的作用，把企业中的
村内外的卫生死角、暴露垃圾等进行了
先进分子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
彻底清理整治。同时，积极参与义务植
成业务骨干。目前该支部正式党员
树，并无偿帮助南张伦村销售花生、山
12 名，预备党员 1 名，发展对象 2 名，
药等农产品。
积极分子 4 名。
据悉，飞天置业党支部多次组织党
在激发组织活力方面，党支部加强
员和广大员工积极参加服务社会、
服务群
对全体党员及广大员工的引领和指导，
众的志愿活动和义工行动，
在打造企业良
在坚持“三会一课”制度的基础上，通过
好形象、助推企业经营发展的同时，
赢得
建立和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不定期地
了上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充分肯定。
对党员进行考查考评，进一步完善党务
飞天·时代锦苑工地现场。
秦 秦 摄

焦作市飞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天置业）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项目、房屋
租赁、房地产业务技术咨询等经营服务，先后开发了飞天·时代华庭、飞天·时代锦苑
等项目，是业内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飞天置业党支部成立于 2018 年 3 月，现有正
式党员 12 名。自成立以来，该支部坚持把党的建设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以
“围绕经营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为引领，完善“一企业一品牌，一支部一特色”党
建工作法，积极开展“党建+”活动，不断夯实党建工作基础，持续推动企业稳步健康
发展，以实际成效践行了“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
凝聚力”
，用品牌效应带动党建工作整体创新发展，持续把党建工作引向深入。

环沙河体验“重走长征路”。
秦 秦 摄

颜值高 质量优 很环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