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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一个企业成功背后的原因，要看她做了什么。
近日，中建五局主动参加抗洪抢险的事迹频频见诸报端荧屏，传播于各种媒体，

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为人们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央企形象。
7 月 2 日晚，中建五局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勇在抗洪抢险一线说：“央企的责任与

使命担当就体现在这个时候！ ”
翻阅历史，中建五局入湘四十多年，1998 年特大洪水、2002 年至 2003 年 SARS 病

毒肆虐，五局都义无反顾冲在最前面。 岂止湖南，汶川大地震，中建五局第一个请战进
入灾区救援，灾后重建，中建五局又第一个在都江堰交出上万套板房。 至于服务当地，
救危济困，捐建小学，帮助贫困孩子上学，架桥修路……每年这样的活动数不胜数。 五
局为此专门成立了“超英爱心基金”。

企业是社会一分子，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的本质要求。 社会责任实质上还是一种
软投资，看似没有回报，但投桃报李，种豆得瓜，改善经营环境得到的回报远远大于刚
性投资收益。

与社会责任同行。 五局连续十多年高速发展，去年新签合同 1889 亿元，营业收入
703 亿元，加上利润总额，三项指标同比增长 22%、13%、21%。 上半年预计合同额 1350
亿元、营业额 527 亿元，三项指标预计同比增长 35%、3.75%、62.8%。

社会责任，善莫大焉，益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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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五局长沙抗洪抢险纪实

连日暴雨，湘江告急！ 长沙告急！
在汛情最危急之时，中建五局投资公司、三公司、土木公司、信和

地产公司、不二幕墙公司、长沙地铁 4 号线指挥部等单位的 5000 多
名建设者奔赴长沙最危险的地方，抗洪抢险，保卫家园，用实际行动
自觉履行央企的责任和担当。

连日大暴雨。 湘江变成了一条
暴怒的巨龙，疯狂撕咬着千里江堤，
威胁着美丽的长沙城！

7 月 1 日晚 7 点 30 分，中建五
局投资公司星和项目公司总经理刘
湘元接到长沙县委电话， 告知长沙
县境内捞刀河大堤汛情严重， 急需
抢险。 刘湘元马上汇报给中建五局
党委书记、 董事长周勇， 周勇当即
指示， 调度长沙县内五局所有单
位，将抢险摆在第一位，发挥央企
责任担当， 全力配合县委、 县政府
抗洪抢险。

一声令下，星和项目公司、土木
公司长沙县 PPP项目部、 信和地产
宜和置业、 三公司悦和城项目部、三
公司黄花综合保税区项目，350名建
设者迅速携 10余台机械抵达现场。

刚刚过去的“6·30”，星沙联络
线万家丽以西主路顺利通车， 土木
公司项目部正准备聚餐庆祝， 刚上
桌，项目经理彭红益接到抢险电话，
大家都放下酒杯，赶紧扒拉几口饭，
马上集合。

河水拍打大堤，已和大堤平齐，
随时会漫过大堤危及市内。 刘湘元

说：“这是长沙县的一条生命线，我
们付出多大代价也要保住！ ”

现场迅速拉起路灯。 瓢泼大雨
中，车辆往来，挖土机挖沙，渣土车
运土，建设者扛包。“共产党员抢险
突击队”、“工人先锋队”、“青年抢险
突击队”的旗帜飘扬在夜空。 每个人
都湿透了衣服， 每张脸上都混杂着
汗水和泥水。 不管脚下踩着泥泞还
是碎石，都挡不住奔跑的脚步。

3 个小时后，大堤上垒起了一道
1 米多高的挡水墙。江水仿佛被套住
笼子的野马，被挡在了外面。

捞刀河大堤无眠 用血肉之躯保住生命防线！

7 月 2 日晚上 9 点，中建五局党
委书记、 董事长周勇的身影出现在
湘江天心段五局抗洪将士的队伍
中，他带头扛起沙包，与这些奋战了
40 多个小时的五局建设者并肩作
战。 他说：“央企的责任与使命担当
就体现在这个时候！ ”

从南湖隧道到橘子洲大桥 3.5
公里的战线上，1500 余名五局三公
司建设者分两班驻防， 誓保长沙安
全！

早上 7 点，三公司中南分公司
12 个党支部组织 500 人的“党员

抗洪抢险突击队”， 赶到湘江风光
带杜甫江阁，开始灌制沙袋，沿岸
筑起防线。 一直干到下午近 2 点，
才开始吃饭。

中南分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彭晖
是位女同志， 这时毫不顾忌形象，大
口吃饭，笑着说：“实在是饿了！ ”办公
室主任夏贵峰，已连续调度 30小时，
接过饭盒，直接蹲在水里吃起来。

吃完饭， 大家就在河堤沙包上
躺着小憩； 一位师傅直接睡在了河
堤沙袋上， 他说：“水一来我就能感
觉得到。 ”

天心区委书记朱东铁在现场慰
问， 高度赞扬五局国企风范：“抗洪
英雄，长沙人民不会忘记。 ”五局三
公司总经理陈国辉郑重表态：“不辱
使命，确保湘江大堤安全。 ”

截至晚上 9 点， 五局三公司中
南公司总计投入 1500 余人，挖机 4
台， 拖拉机 6 台, 共装垒沙袋 12 万
个。 三公司市政分公司组织 100 多
人， 分布在万达广场与南湖路两处
抗洪，与武警战士肩并肩，一起站在
险情最严重的地方。

“不辱使命，确保湘江大堤安全” 1500 名将士为长沙筑起央企抗洪防线

长沙望城月亮岛， 一个美丽的地
方。这里成为中建五局抗洪抢险的另一
个主战场。中建五局总承包公司湘江财
富金融中心项目部正在该处抗洪抢险。

7月 1日 18时，总承包公司总经理
助理兼湘江财富金融中心项目经理孔阳
在工作群里发布一条消息：“各家劳务和
分包负责人赶紧统计人员， 安排人员带
雨衣准备来办公区集合， 前往长沙望城
月亮岛抢险装沙包， 各区域负责人负责
统计汇报，收到请回复。 ”

短短 5分钟，项目部就集结起管理
人员及劳务人员 300多人。 几分钟后，
组成了以孔阳为队长的“共产党员抢险
突击队”、“工人先锋队”、“青年抢险突
击队”。 孔阳简短交代任务后，队伍马上
奔赴现场。

漫天大雨下，浑黄的江水从岸边推
涌而过，月亮岛岌岌可危。

雨水打湿了大家的脸庞。项目部有
关负责人交代安全注意事项。孔阳作战
前动员，他铿锵有力地说：“时间就是生

命，在洪峰到达之前，我们必须做好防
御工作， 保证长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
全！ ”

一声令下，抢险队员立即有条不紊
地投入抗洪救灾战斗。项目部管理人员
带领劳务人员铲沙、扎袋，或背或提，将
一袋袋沙包运到江堤边，筑起道道“临
时水坝”，抵御即将来临的洪峰。紧张忙
碌的 3 个小时后，建设者们“砌”起了一
道 400多米长的“大坝”。

正是这条“大坝”，顶住
了洪水无数次冲击，并顺
利护送洪峰过境，
保护了月亮岛。

开辟另一个主战场 月亮岛上筑起 400 多米“大坝”

连日暴雨，引发洪水，同时形成内
涝，城内洼地一片汪洋。 水深之处，车
辆淹没，人员被困，各施工项目上的中
建五局人自觉担负起了“守护天使”的

职责。
7月 1日晚， 中建五局总承

包公司梅溪湖保障房项目紧急组
织近 60人赶赴梅溪湖抗洪一线，

配合湘江新区抢险救灾工作；到 2日凌
晨 4点，排除险情后，项目人员全部安
全返回。

7 月 2 日凌晨，朦胧夜色中，在长
沙江山帝景小区靳江河博才附中路
口，水深近 2 米。 一台奥迪车眼看被
淹，车上祖孙 3 人焦急求救。 中建五
局总承包公司项目管理人员听到求救
声后， 马上展开营救。 经过半小时努
力，将 3 人救出。

7月 1日晚上 11点， 一对小夫妻
下班回家，被困水中。 中建五局总承包
项目施工员孙元锋、邹兆钢听到他们的
呼救声后，游水过去将他们一一背到安
全地带。 被救后，夫妻俩赶紧向亲人报
平安，连声感谢救命恩人。

7月 1日晚上 12点半， 一家 3口
开车被陷水中，半个小时后洪水淹过车
窗，孩子吓得哇哇大哭！孙元锋、邹兆钢
等人再次冲入水中救援，在大家共同努
力下，这家人成功脱险。

7 月 1 日凌晨两点一刻， 项目经
理朱建斌率孙元锋、周恩文、邹兆钢、
欧阳君、沈天目等 6 人继续前往附近
小区救援。小区附近有人发出求救声，
原来一栋楼的二楼有 4 名工人，醒来
后发现水已漫到一楼，由于不懂水性，
吓得呼救。 孙元锋、周恩文、邹兆钢 3
人跳入水中， 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将这
4名工人救了出来。

截至 7 月 2 日 9 时，江山帝景项
目部两天从洪水中救出了 15 人。 他
们为长沙人民筑起了一道守护生命的
“长城”。

自觉担负“守护天使”的职责
跃入水中救出 15 人

“妈妈，你不爱我了吗？ ” 抗洪抢险队里的娘子军们

今日女报记者李立到抢险一线采
访，职业敏感让他发现，中建五局抢险
队里有不少女性身影。 中建信和地产项
目办公室主任胡英就是其中一个。 胡英
告诉他，她的家乡宁乡青山桥镇，也正
遭受百年不遇大洪水：“家里通讯中断，
爸爸电话打了一天都无法接通，外公外
婆两个老人在家也不知道情况如何。 ”
但听说要去抗洪，她义无反顾地跟着同
事们赶到了抢险现场。

“妈妈，你不爱我了吗？ ”中建五局
投资公司长沙县 PPP 项目公司办公室
主任史莎接到电话就往门外冲，一个稚

嫩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
连日忙碌， 史莎已经多日没有见到

女儿了。 这天趁参加公司组织的“七一”
活动回家看看女儿，刚进家门，就接到长
沙县汛情严重、需要紧急抢险的通知，于
是狠心丢下女儿， 立即赶赴长沙县捞刀
河大桥大堤抢险第一线。组织后勤物资、
协助领导调度，还要写稿宣传，一直忙到
凌晨三点半才撤换回去休息， 只睡了 3
个多小时，一早又来到了大堤上。

杨彩芸、杨少秋、罗银莲几位女同
志在中建长沙县 PPP 项目党支部副书
记杨进带领下，负责运送铁铲、手套、雨

衣、救生衣、水、盒饭等物资。 巾帼不让
须眉， 她们在风雨中来回奔走几十趟，
没有人叫一声苦。 外号“小辣椒”的杨进
不久前作为中建五局优秀共产党员受
到表彰，她看到现场彩条布马上要用完
了，一时找不到闲人，于是自己一人跑
到物资供应处拖了两捆彩条布就准备
走。 几名战士看到这一幕，马上跑过来
帮忙，她一直坚持在大堤上，最后一个
离开大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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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五局三公司市政分公司“抗洪抢险青年突击队”。
刘远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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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