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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献词新年献词
　　喜悦伴随着汗水，收获伴随着艰辛，我们

不知不觉迎来了充满期待的2015年！在此，我

们向关怀、支持和帮助公司发展的各级领导和

各界朋友致以衷心感谢！向付出辛勤劳动和汗

水的全体员工表示衷心感谢！向公司全体员工

家属，向关心公司发展的离退休职工表示诚挚

问候！ 

　　回首2014年，奋斗的艰辛和成功的喜悦相

交织。面对明显萎缩的设计市场，公司上下同

心协力，多渠道拓展业务，圆满完成年初与中

国农机院签订的考核指标，营业收入和利润再

创新高。

　　回首2014年，总承包业务进一步巩固，新

领域业务有了长足发展，与重要战略合作伙伴

的业务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年初制订的转型

战略获得广大干部员工高度认同并得以有效推

进。

　　回首2014年，通过质量月活动深化精品工

程的实施，十余项工程设计、咨询项目获得机

械工业勘察设计协会等各级奖励；取得机电安

装总承包二级施工资质、防雷设计等多项新的

资质，为更宽范围拓展业务打下良好基础。

　　回首2014年，我们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通过活动，回应广大员工关

切，组织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成果丰硕，公司获得洛阳市五一劳动奖状、公

司党委被授予洛阳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公司员

工取得河南省劳动模范、中国农机院金羊奖等

二十余项荣誉。群团工作更有创意，生动活

泼。

　　2015年，是公司“十二五”发展规划的收

官之年，我们信心满怀。

　　展望2015年，国家经济形势逐渐进入“新

常态”，对工程设计行业的影响无疑是巨大

的。如何适应“新常态”，这不仅需要全体十

院人坚定的信心，更需要集体的智慧和实践。

　　展望2015年，我们将及时调整《公司中长

期发展战略》，更加强力推进思维、技术、市

场的转型。更加准确地把握勘察设计市场的

“新常态”。

　　展望2015年，我们还须进一步健全制度建

设。要在推进信息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更加坚

实的步伐。

　　展望2015年，央企改革的大幕将要拉开。

我们要抓住机遇，创新运营机制，探讨兼并重

组，优化治理结构，为公司长远发展打下基

础。

　　风正济时，自当扬帆破浪；任重道远，还

需策马扬鞭。新的一年机遇与挑战并存，新的

征程承载新的梦想。新的一年，十院人站在新

的起点上，让我们开启新的希望，相信在公司

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的发展会更快，

大家的收益会更高，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迎新年 安钢御水园项目获重大喜讯 公司中标洛宁第一高级中学
工程设计项目

　　在2014年临近收官之际，公司又传佳音，成功签约安钢御水园项目。该项目是公

司2014年度单笔合同

额最大的设计项目。

该项目的签约，极大

的鼓舞了项目创作团

队，为2015年的开局

奠定了良好的局面。

　　安钢御水园项目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

安阳新区中轴线上，

是以居住、商业、会

所为依托的高端城市

居住商业综合体，总

占地面积约287227平

方米，居住用地面积

约为215085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68万平方

米。

　　早在20 1 3年5

月，公司以高质量的

技术方案脱颖而出，

一举中标该项目。根

据项目规划进展情

况，在时隔一年之后

具备实施条件，进入

到了实质性启动阶

段。　　　　　　　

　　　（许  敏）

   近日，公司再次传来喜讯。继“洛阳枫叶国际学校”项目中标之后,洛阳

市洛宁第一高级中学扩建项目在众多竞标者中获得评委和甲方的高度认可，

一举中标。项目中标将进一步扩大公司在教育建筑领域的影响力,为打造教育

建筑设计品牌打下坚实基础。

　　本项目由公司第二设计研究院承担投标方案设计工作。项目建设用地面

积92040平方米，规划120个教学班，在校学生6000人。规划建筑包括教学

楼、综合实验楼、体育馆、学生公寓、学生食堂等，规划总建筑面积88900平

方米。

　　第二设计研究院历来重视对设计项目进行总结和深耕，尤其是在医疗建

筑和教育建筑方面成立了兴趣小组，对建筑设计进行深入、专题的研究和探

索，形成了独特的设计思路和规划理念。项目的实施不仅为师生们提供一个

舒适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助力洛宁一高在教育领域再创新的辉煌,也将成为公

司深耕教育建筑市场的一个里程碑。                   （马文雯）

● 郭　建

● 建文龙

● 史慧莉

　　在十月下旬，我有幸参加单位京洛两地青年员工交流活动，对于第

一次去北京的我来说，心情是无法言表的。而众多北京景点中，我对故

宫又是情有独钟的，那里有中国很优秀的古建筑群，于是，在最后一天

的自由活动中，我和其他几个同事选择了去故宫，整整一天的时间。

　　提起紫禁城，人们就会想起数不尽的宫殿楼阁，走不完的回廊小

径，但是，紫禁城再大，也不可能无法丈量，宫殿再多，也不可能统计

不完。偌大的紫禁城，从建筑布局来看，大体可分外朝和内廷两部分。

外朝中心建筑为三大殿，内廷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供奉神祗以及宫眷

生活的地方。

　　中轴两侧各平行纵向建有6座宫阙，称为东西六宫，是皇帝的后妃们

日常生活起居之所。明初修建时，东六宫为长寿宫、长宁宫、永安宫、

永宁宫、长阳宫和咸阳宫；嘉靖十四年，改为延祺宫、景仁宫、永和

宫、承干宫、景阳宫和钟粹宫。西六宫原为长乐宫、未央宫、万安宫、

长春宫、寿昌宫和寿安宫；嘉靖十四年，改为毓德宫、启祥宫、翊坤

宫、永宁宫、储秀宫和咸福宫。东西六宫占地3万多平方米，布局规整、

严谨，各宫院之间南北走向有二条长街，俗称一长街、二长街。东西走

向的巷道纵横相连，巷口有巷门，街口有街门，井井有条，构成了12个

相互独立的院落。每座宫院占地2500平方米，呈正方形，四周都是高

墙，布局为两进院的三合院形式，由前殿、后寝、东西配殿组成，墙高

院深，门户森严。

　　东西六宫在建筑格局上严格遵循封建正统思想的建筑模式。东西

十二宫将代表“天”、“地”的干清官、坤宁宫如众星捧月般的围在内

廷的正中，清晰地反应出“王者必居其中”的营建思想。此外，东西六

宫严格对称，各以一条长街为轴线，将六宫一分为二，各为三宫，形成

了横二宫、纵三宫的建筑格局。在以干清、坤宁两宫为中心横向排开的

同时，又相对保持了各宫的纵向排列，相得益彰。每一宫的前殿、后寝

以及配殿，为一正两厢，严格对称，间数、屋顶的形式也完全一致，就

连各宫院内水井的位置也丝毫不差，西六宫的水井均在后寝的左前方，

东六宫的水井均在后寝的右前方，严格的对称使得十二座宫殿整齐、规

范、威严、宏伟。

　　此外，东西六宫在造型艺术方面，也颇具特色，一律采用飞檐斗拱

的传统形式，宫顶饰以黄色琉璃瓦，金碧辉煌。内檐及窗棂点金彩画，

描龙绘凤，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各宫门前均建有琉璃影壁一座，不仅

避免了内宫暴露无遗，又给人以幽深、神秘之感。清代，又在各宫内添

建游廊，使之更加生动、活泼，整肃的宫殿和曲折的游廊互为映衬，相

映成趣。

　　整整一天时间，让我感受到了古代中国在建筑上的艺术造诣，这是

一次奇妙的旅行，是一场与古建筑的美好邂逅。

公司举办员工羽毛球比赛

公司举办迎新年员工冬季长跑比赛

　　12月4日，由公司工会举办的员工羽毛球比赛

在洛阳本部顺利结束。此次比赛是公司该项赛事

历史上参赛规模最大的一次，报名员工230余人，

整个比赛历时一个月。比赛第一阶段采取一局定

胜负的单淘汰形式进行。进入32强后采用单淘汰

三局两胜制。男子组冠、亚军分别由万祥、田永

生获得；女子组冠、亚军为魏艳红、王妍心。公

司副总经理邢锡潍为获得冠、亚军的选手颁发了

奖品和证书。

　　今年的比赛较往届显著不同的是工会筹办、

羽毛球协会承办。由公司羽毛球协会会长王旭

东担任裁判长，协会骨干会员担任裁判，轮流执

法。协会会员们积极参与的态度和认真负责的执

法精神保证了比赛的顺利开展。这种形式是公司

工会今年恢复成立各类员工群众性文体协会以来

的首次尝试，效果良好，参与赛事员工大大超

出预期，进一步推动了群众性文体活动的广泛开

展。         　　　　   （刘晓培）

 　　如今人们工作、生活中压力越来越大，释放压力的运动方式很多，而我

们选择了瑜伽。

　　瑜伽是一种静力练习，它有独特的动作，也有它独特的健身效果。瑜伽

讲究的是呼气、吸气，它采用腹式呼吸法，配合呼吸与意念，让平时没有得

到拉伸的身体部位得到拉伸和挤压，让内脏得到类似按摩的作用。

　　当我们闭上双眼，一张瑜伽垫，一面镜子，一块小小的场地，就可以开

始一次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轻柔悦耳的音乐舒缓流畅，徐徐舒展的肢体动

作，使我们进入一种轻松自在的状态。让呼吸的气流按摩着自己的脏腑，感

受着自己身体的变化，仿佛世间的喧嚣和烦恼，顷刻间消遁得无影无踪……

这一刻身体没有任何压力。虽然练瑜伽的地方并不大，却是一个可以让心灵

海阔天空的净地，一个让生活变得简单、简约的时尚小屋……

　　算起来我练习瑜伽也有9年了，那时候的瑜伽馆还很少，下班后要走很

远去练习，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也会给自己一

个小小的借口而不去瑜伽馆。如今单位也开设

了瑜伽班，下班后就可以直接去练习瑜伽了。

同事们踊跃报名，积极参与，下班后换好瑜伽

服，以最舒适的坐势，微微闭上眼睛，想象自

己最愉快的画面，最喜欢的人，最想看到的景

色，缓缓进入到愉悦的瑜伽体式中……

　　欣然做个瑜伽人，追求那种简约的生

活——简单而纯粹。

　　欣然做个瑜伽人，我坚信：智慧和魅力的

女人才会永远美丽！

　　我瑜伽，我快乐！

　　伴随着2015年新年脚步的到来，12月21

日，在公司团委的精心组织安排下，上午

在公司餐厅组织了冬至包饺子活动，下午在

KTV我们举办了一场“爱在十院，喜迎2015

联欢会“。联欢会上，一张张洋溢着欢乐和

自信的笑脸，一阵阵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一

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一声声充满欢乐的笑

声，在这平凡的舞台上讴歌着我们岗位上的

每位员工。这场朴实的演出可能算不上专

业、但真实的感动却成就了它的精彩，一串

串音符、一次次回眸无不展示了我们十院员

工为了未来发展无私奉献、锐意进取的坚定

信心。

　　作为今年刚加入到我们十院大家庭的一

名新员工，在这即将过去的一年里，我感受

到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温暖与和谐，团结与

互助，公司组织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踊跃

参加，积极报名，展现出了我们十院积极进

取、锐意创新的精神品质。

　　在公司餐厅组织的冬至包饺子活动中，

大家亲自动手，积极参与，虽是寒冬季节，

但是在这里你却只能感受到大家对此次活动

高涨的热情。当大家吃着碗里自己亲手包的

饺子的时候，心里又是一阵收获的喜悦。其

实做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即使你没有接触

过，只要你耐心去学，坚持去做，结果如何

真的没有你当初想象的那么重要。

　　走过不平凡的2014年，多少激动、多少

感动、多少驿动在这一刻都汇聚成了舞台

上一出出，一幕幕精彩纷呈的节目，“爱在

十院，喜迎2015联欢会”在小伙伴们的一片

欢呼声中拉开了帷幕，个人独唱、两人合

唱......一场场精彩纷呈的节目把联欢会一

次次的推向高潮，节目中间穿插的娱乐活

动”萝卜蹲”、“顶气球”，更是调动了大

家的情绪，在娱乐中又锻炼了大家的团结互

助精神。作为首次参加我们十院联欢会的一

员，我也准备了一首歌，俗话说“无心插柳

柳成荫”，本来只是抱着娱乐的心态去参加

节目的，谁知竟然还有一份意外收获：获得

了比赛的三等奖。让我真是窃喜了好一阵

子。

　　晚会已经落下了帷幕，但留下的惊喜和

回味却如余音绕梁，久久不绝。走过春夏

秋冬，我们努力过，展望2015，我们豪情满

怀，今天激励的是创造历史的磨练，明天迎

来的是攻坚克难的考验，“万马扬蹄踏凯歌

而去，群羊翘首唤春信即来”，我们时刻准

备着为十院的跨越发展续写新的辉煌。

我瑜伽  我快乐联欢随想迎  新

故宫来场邂逅与 故宫来场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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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元月一日

总 经 理：

　　12月26日下午2时许，随着裁判长的一声

枪响，公司一年一度的迎新年冬季长跑比赛在

洛阳本部如期拉开帷幕。

　　尽管当时空气阴冷，却丝毫阻挡不住大家

参赛的热情。全程1200米，青年、中年、中老

年男女六个组别的比赛共进行了1个多小时。

比赛以各组别参加人数按一定比例设优胜奖，

最后曾书江、任玉兰等二十名选手分获男女青

年组优胜奖，田永生、田红

珍等七名选手分获男女中年

组优胜奖，张评衔、方晓棠

等六名选手分获男女中老年

组的优胜奖。

　　冬季长跑比赛是公司的

一项传统赛事，今年共报名

参赛350人，再创该赛事历

年新高。今年每组比赛结束

后直接领奖，比赛场面和

领奖点相交织，场面异常热

烈。　　　 （刘晓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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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1日上午，公司党委在洛阳召开党支部书记

会议，重点对年终工作进行统一安排。党委书记王统

建及在洛阳的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各支部负责人、

工会主席、团委书记、党群部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党群部部长冯广彦主持。

　　冯广彦部长首先回顾了全年每个月度支部活动情

况，又布置了12月份支部学习和工作内容。对支部年

终总结作了具体安排。为配合年终工作，今年的支部

年终总结仍然只要求填写一张支部活动表，推荐一个

支部工作亮点。

　　针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工作状况，王统建书记对年

末党群工作提出要求。一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节

点检查。员工在活动中反应的一些具体问题逐步得以

改善和解决，要对12月底这个时间节点的整改措施执

行情况进行认真的对照检查，已经完成的予以“销

号”，未完成的要说明情况。二是党务工作要紧扣生

产经营主题，各个支部要抓紧年底前工作，做到“大

干实干二十天，确保全年好收成”。同时，在年末年

初这一关键时期，要把握好员工的思想动态，加以正

确引领。三是党员发展方面要严格按照新的党员发展

标准发展党员，注重新党员质量。四是各基层支部今

年试行按照《党支部工作指导》安排每月活动，对支

部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要继续坚持。五是时

近年底，各支部要按照要求认真做好年终总结。六是

公司党委总结及明年工作安排方面，要突出重点工

作。   　　　　　　　　　（刘晓培）

公司李中玉等五名员工荣获洛阳市科技系统
敬业奉献道德模范

　　12月7日至9日，洛阳市工会第十四次代表

大会隆重召开。市委书记陈雪枫，省总工会党

组成员、巡视员王春萍出席大会并分别讲话。

市领导李柳身、鲍常勇、李少敏、刘应安、王

立林、尚朝阳、王建民、田金钢、黄晓健、陈

向平、杨炳旭、史秉锐、高义、王敬林、原文

涛等参加大会。

　　王春萍在讲话中代表河南省总工会向大会

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洛阳市工会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

　　陈雪枫在会上作重要讲话。他代表市

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大

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洛阳市广大职工

群众、劳动模范和工会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和崇高敬意，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洛阳工作

的河南省总工会表示衷心感谢。他强调各级

工会组织要立足新起点、适应新形势，以改

革创新精神认真履行各项职能，不断提高工

会工作科学化水平，在党政工作大局中展现

更大作为。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洛阳市总工会第十三届

委员会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和经费审查委

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了洛阳市总工会第十四届

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选举原文涛为新一

届市总工会主席，选举张国亮、王东风、张旭

霞（女）、张现铭为洛阳市总工会副主席。

　　公司工会主席冯广彦作为大会代表参加会

议。   　　　　　     （刘晓培）

公司工会主席冯广彦参加

洛阳市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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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团委成功举办“爱在十院 喜迎2015联欢会” 1

2

3

4

5

6

7

8

9

12

13

10

11
14

16

21

24

25

22

26

19

18

20

17

23

15

1 袁玺演唱《勇敢的心》

2 杨亮亮演唱《断桥残雪》

3 朱龙飞演唱的《刻骨铭心》

4 朱秀云演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5 曾书江演唱的《大约在冬季》

6 张静娴演唱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7 张帅伟演唱的《时间都去哪了》

          8 熊训堂演唱的《千纸鹤》

          9 活动游戏《萝卜蹲》

10 王博演唱的《讲不出再见》

11 一等奖合影

12 吃饺子

13 汤鸿飞演唱《贝尔加湖畔》

14 三等奖合影

15 王琦演唱的《安妮》

16 建文龙演唱的《突然的自我》

17 二等奖合影

18 包饺子

19 四位节目主持人

20 互动游戏《顶气球》

21 联欢会现场

22 包饺子2

23 任肖峰 陈强胜演唱的      

　《恋曲1990》

24 马文雯 吴柯演唱的

　《最初的梦想》

25 现场2

26 马文雯 王博演唱《恋爱ing》

　　12月21日，在中国传统节日冬至前夕，由公司团委筹

划的“爱在十院 喜迎2015联欢会” 在洛阳成功举办，来

自各部门的60余名青年员工参加了活动。

　　整场联谊会共分为两个环节。当天上午，公司职工餐

厅里洋溢着活泼、温馨的气息，欢声笑语一片，包饺子、

品饺子活动在此举行。活动中，大家互帮互助、配合默

契，场面温馨，充满生活气息，让员工们感觉到了家的温

馨，虽有些青年远离家乡但在节日里丝毫没有感到寂寞，

更多的是感受到来自公司的关怀和关爱。

　　下午13:00，大家来到联欢会现场。活动由“公司

2014年度最佳好声音”评选活动拉开序幕，由各团支部选

拔的17个节目19位选手参加了比赛，选手们用不同风格的

音乐讲述着自己对生活、对未来的向往，也展现出了青年

员工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熊训堂

以一曲《千纸鹤》赢得全体评委和观众的一直好评，获得

了中机十院2014年度最佳好声音。马文雯和王博获得了二

等奖，袁玺、汤鸿飞、吴柯、朱龙飞、张静娴、建文龙获

得了三等奖。在接下来的自由唱和游戏互动环节，大家的

热情依然很高涨，现场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此起彼伏，接

连不断，不知不觉一下午的时间悄悄的溜走，本届联欢会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从2008年开始，公司团委坚持将打造的这一品牌

活动办好办活办精，每年都有创新，让活动办得更有

特色更有吸引力。今年的包饺子、品饺子活动在公司

微信平台发布后，得到了公司各级领导的点赞和鼓

励。联欢会活跃了青年员工们的文化生活，搭建一个

互相了解、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共同进步的平台，

为青年之间加强交流、交往、交友创造了条件，使青

年朋友们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相识，同时以更饱满的

热情，更高昂的斗志投身到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中。                                       

　　　　　　                  　　　（杨晨光）

　　今年是焦裕禄同志逝世50周年，为弘扬传

承焦裕禄精神，集中展示洛阳市科技系统干部

职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良好风貌。年内，

洛阳市科技局在全市范围开展了科技系统中敬

业奉献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此次活动共评

选出市科技系统敬业奉献道德模范67名，其中

公司李中玉、蒋希利、牛海军、赵彦伟、王毅

等五名员工获此荣誉。

　　此次评选要求参选职工忠于职守，爱岗敬

业；与时俱进，自强不息，工作业绩突出；遵

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群众威望高。这五名

员工是经公司基层选拔后推荐上报获批的。近

日，市科技局向获奖者所在单位统一颁发了荣

誉证书。　              （刘晓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