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正见
中建一局一公司成都融创文旅城项目部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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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曾雪娇/摄

让职工24小时
感受到娘家人的温暖

“今晚到明天有地灾预警， 请各
业态做好现场的安全工作， 晚上休息
时注意自身安全。 请大家相互提醒！”
“祝大家节日快乐！ 希望每一位员工在
自己岗位找到幸福感、 成就感。” 他叫
兰正见， 中建一局一公司成都融创文
旅城项目部经理、 工会主席， 平时喜
欢通过微信群联系职工， 让职工24小
时感受到 “娘家人” 的温暖。

成都融创文旅城项目部包含融创
茂、酒店群、主题乐园、住宅三期四个业
态， 项目现有职工160人。 由于身兼多
职，兰正见自然是一个大忙人，但是不
管再忙， 他总能抽出时间到职工食堂、
宿舍、健身房、图书室、台球室逛一逛，
看一看。 自从兰正见担任项目工会主
席以来，他坚持打造项目“家”文化。 兰
正见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职工之
家没有小事，职工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
事，只有做好这些小事，我们这个团队
才能干成大事！ ”。

“小曾， 走， 我们去职工生活区
走一圈 。” 刚从工地现场回来的兰正
见， 还未弹去身上的泥土， 放下安全
帽， 就叫上另外一名工会委员一起向
职工之家走去。 原来， 微信群里有职

工反映说 ， 冬天洗了衣服总是不干 ，
兰正见立即前来职工之家查看情况。

“现在的洗衣机能洗下冬天的厚衣
服吗？”“你看大家衣服都晾在宿舍门口
了，再增加一排晾衣棚吧。 ”“最近来健
身房健身的人多不？这个健身器械是不
是坏了？现在工程进入收尾阶段 ，大家
健身的时间应该就多起来了， 再增
加一批健身器械吧。”作为“娘家人”，兰
正见进入职工之家后， 开始询问起来。
很快，兰正见就作出了行动。

“哇！ 还有动感单车， 也太好了
吧！” “新跑步机果然带劲儿！” 兰正
见 “逛完” 职工之家一周， 洗衣房就
新增两台大洗衣机， 健身房新增跑步
机、 动感单车、 哑铃凳， 晾衣棚也在
职工宿舍区旁边增加了一排。

除了保障好职工之家的基本硬件
设施外， 兰正见还注重用一系列深入
的 “软文化活动” 来提升职工归属感。
“三八” 节， 工会组织项目女职工开展
野外轰趴活动。 中秋节， 工会组织全
体职工开展 “团圆中秋 情满中建 厨
艺大比拼” 主题厨艺活动。 在下半年
员工进入疲倦期时， 工会又组织员工
进行趣味团建拓展……这些活动应有

尽有， 而其中亮点便是项目上长达两
个月的运动会。

今年5月24日至7月26日，兰正见在
微信群里征求职工意见后，工会利用业
余时间组织了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
球、跳绳5项运动比赛。运动会采取积分
制， 各单项比赛的前3名可为各自业态
积分，最后在决赛当天，再计算出各项
目总分评出团体冠亚季军。这次长达
2个月的运动会，得到项目职工的点赞。
“虽然我们四个业态都在一块儿办公，
但是平时主要还是跟自己业态的同事
交流，通过这次运动会，我又认识了其
他项目很多好兄弟，感觉对项目又亲近
熟悉了很多。 ”住宅三期项目工程部的
李翔这样说道。

除了关心项目职工的 “吃喝玩乐”
外， 兰正见还尤其注重青年员工的成
长 。 “员工的未来就是项目的未来 ，
只有员工和项目共赢， 才是真正的好
团队！” 这是兰正见的理念。

在兰正见对青年员工的重视下 ，

有26名青年职工成功成为项目的后备
人才库， 有14名青年进入分公司的后
备梯队。 截止目前， 兰正见所在的大
项目部已裂变出两个项目团队， 裂变
出2名大项目经理， 10名班子成员。

今年8月20日， 四川省汶川县发生
特大泥石流灾害。 在灾情发生后， 兰
正见立即组织工会委员召开紧急会议，
第一时间对是否有家在汶川的职工进
行摸排， 并立即联系当地政府希望能
为灾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救援。

“谁愿意去救灾？” 兰正见在微信
群里询问， 职工们纷纷响应。 今年8月
24日， 在汶川 “8·20” 山洪泥石流灾
害发生后的第四天， 得到政府允许后，
兰正见带领项目50名志愿者携带大量
救援工具深入了汶川县水磨镇， 开展
抢险救灾工作 。 在此次救援活动中 ，
兰正见带伤上阵， 他的不怕苦不怕脏，
他对灾区人民真诚的关心， 以及他身
上作为一名央企职工的责任和担当 ，
都默默地鼓舞着同行的职工。

许国华
首发养护公司工会主席

□本报记者 白莹

微信群成了
联系职工“移动的家”

过去， 说起工会， 人们脑海中往
往会闪过这样的印象： 就是发电影票
和分发米、 面、 油等福利， 偶尔组织
吹 、 拉 、 弹 、 唱 ， 或安排打球照相 。
其实， 那都是过去式了。 如今的基层
工会不再被 “高高挂起”， 而是越来越
接地气， 越来越贴近群众。 帮困、 维
权、 技能培训、 技术创新、 职业助推
……广大职工能真切感受到工会服务。

这么多的服务项目， 怎么才能让
大家感受到？ 北京首发养护公司工会
主席许国华的法宝就是 “首发养护职
工信息群”。 “让普通员工当主角” 一
直都是北京首发养护公司工会的服务
宗旨， 也是北京首发养护公司党委副
书记、 工会主席许国华的工作宗旨。

在微信群里， 职工可咨询、 维权、
求助等等。 身为工会主席的许国华更
是直接在线聆听员工的诉求， 第一时
间掌握广大职工的动态， 第一时间了
解咱们员工日常的工作和生活， 从而
能够第一时间为他们排忧解难。

最让公司生产一线的员工们印
象 深刻的是这么一句话 ： “有问题

吗 ？ 没关系 ， 咱不怕 ， 方法总比困
难多。 肯定可以解决的 。” 正是抱有
这种负责的态度 ， 工会在许国华的
带领下 ， 做实事， 干实事， 从员工的
角度出发 ， 不搞虚头巴脑那一套 。

2018年2月21日上午8时， 首发养
护公司根据天气情况将备勤等级升格
为最高级， 10时46分， 京昆高速市界
段开始降雪， 随后降雪从西南部逐步
向西北部移动； 13时16分， 首发养护
公司当时所管养的16条856公里的高
速 、 快速路范围内 ， 普降大到暴雪 。
山区道路雪阻、 陡坡急弯处路滑， 许
多车辆滞留在高速公路上， 严重威胁
着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降雪就是公
路养护人抗雪灾保畅通的战斗信号 ，
高速公路大部分都是北京通向河北的
交通要道， 是对抗雪灾保畅通的一次
重大考验。

为了使道路及时通车， 首发养护
公司的工人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 ，
在这十几个小时里， 许国华也一刻没
歇， 带着热水、 热饭、 热汤四处奔走，
并根据微信群里大家的反馈， 协调相

关事宜。 他说：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工作固然重要， 但大家的身体不能耗
坏了。 大家先来吃点东西， 热乎热乎，
咱们再继续。”

“开设 ‘工会微信群’ 的初衷是
更多职工知晓工会动态、 参与工会活
动。 没想到还发挥了及时了解职工求
助信息， 并以最快速度为职工群众排
忧解难的作用。 我们的职工施工时总
是住宿在外， 沟通不方便。 有了工会
微信群， 我们桥梁职工从此多了一个
温暖的 ‘移动之家’。” 许国华说。

2019年， 首发养护公司认真贯彻
落实市政府关于应急工作的各项决策
部署， 圆满完成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
典、 第二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 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等重大活动通行保障任务682次， 完成
日常勤务保障264次。

在今年汛期， 共计备勤55次， 应
对强降雨7次， 处理各类突发应急事件
6次。 许国华每次都亲自到一线， 与保
障人员制定了完善的保通保畅方案 。
为保障高速公路安全畅通， 他与一线
养护人员一起， 坚守在岗位上， 早出
晚归， 主动放弃休息日， 24小时不间
断对管养高速公路进行巡查， 随时掌
握路段通行情况 。 在微信朋友圈里 ，
他不仅是员工的贴心人， 更是专业养
护生产的行家里手， 他发明的七全八
无图谱能够让公司更高效准确地掌握
路面病害情况， 提高日常生产工作效
率， 现已在养护公司范围内进行广泛
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