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冬时节，中建五局喜报频传。
2020年11月20日，中建五局荣膺第六届全国文明单位。
近年来，中建五局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

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在品牌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突破，选树的先进人
物典型也从“超英”走向了“群英”。

11月24日，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举行。中建五局邹彬、舒燕、杨岸峰荣膺全国劳动模范。截至目前，中建
五局共有7名全国劳动模范。

11月26日上午，2020年湖南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长沙
举行。中建五局柳伟、郭朋鑫获评2020年“湖南省劳动模范”；此前，中建五局
戴良辉获评2020年“江西省劳动模范”称号。

至此，中建五局2020年获评全国劳模3名，省级劳模3名。
中建五局党委日前号召广大干部职工大力弘扬劳模精神，为推动五局实

现“十三五”完美收官、打好“十四五”协同发展升级战，助力五局高质量发展汇
聚强大的奋进力量。

劳模精神耀五局
————中建五局中建五局33人获评全国劳模人获评全国劳模、、33人获评省级劳模人获评省级劳模

创新开展“攻坚党建”，
做生产经营的“助推者”

作为公司党委副书记，她创新
开展“攻坚党建”，打造攻坚型的党
建组织，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实现

“工程优质”。
坚持开展“一支部一攻坚”党支

部活动。2019年，她组织33个攻坚
支部对照生产经营实际指标，量化、
细化目标汇总为 187 条攻坚目标。
在此推动下，重大项目履约节点频传
捷报……她创新实施“农民工党建”，
将农民工党员凝聚起来；开展“联合
党建”，南宁五象商务街项目与业主
广通公司党支部联建，开展“支部建
在工地上、党旗插到工地上季度攻坚
战”主题，实现所有楼房全部交付；提
出“党建七进工地”工作法，实现项目
党建工作品牌化、立体化，推动党建
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2018
年，由舒燕领衔的课题政研论文获

“南宁市政研成果特等奖”。
党建工作推动了企业发展。公

司获“全国市政金杯奖”“国优奖”
“全国用户满意工程”“全国AAA级
安全文明标准化诚信工地”等近
300项国家级、省部级荣誉。

聚焦工会主责主业，
打造“职工之家”

从事工会工作13年，舒燕探索
出基层工会“五心”工作法，创建“舒
姐‘五心’工作室”，竭诚为职工服务。

开展“超英杯”劳动竞赛。截至
目前，累计开展“超英杯”劳动竞赛
1386场次，累计创效达4亿，累获业
主表彰215次，获专项奖金近1100
万元；引入将生产经营与党群保障

力、员工岗位建功与畅通员工职业
成长通道相结合的竞赛机制，将各
岗位、工种、专业均纳入“超英杯”劳
动竞赛体系，为广大员工提供平
台。据悉，通过劳动竞赛，共选拔出
272名岗位能手、技术达人，70余人
进入各级班子成员；关心职工的生
产生活，创办“信·和”企业文化节、

“信·和”职工集体婚礼等品牌活动，
累计福利职工和务工人员22345人
次；打造“职工之家”，建立9个劳模
创新工作室、11 个女工工作室、22
个工会工作站、各类三创工作室56
个……

力推“山区教育扶贫”
做山区孩子的“贴心大姐”

作为区域央企工会主席，舒燕
把自己定位为山区孩子的“贴心大
姐”，时刻铭记自己作为一名央企干
部的社会担当。

8年来，她带领中建五局广西公
司工会连续 30 次走进桂西北大石
山区，大力推行央企“山区教育扶
贫”的“广西模式”，定点帮扶板岭、
镇西两所学校的贫困小学生，目前，
全司员工定期捐款助学已近100万
元，保证了山区超过 800 名贫困家
庭的祖国花朵能够顺利完成学业；
在得知马山县贫困村民养鸡销售难
后，舒燕发动各项目采购贫困村养
殖的鸡 600 多只；在龙礼县培正村
扶贫产业基地开发资金困难时，她
发动员工连续三年捐赠该村，助力
完成了扶贫产业基地的建设，因火
龙果种植有上千村民脱贫。今年
初，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她积极对
接，为辖区公安岗亭、环保工人无偿
捐赠口罩和消毒液，贡献社会共同
战“疫”。

20年工地坚守，修筑
上百公里惠民路

杨岸峰坚守基层20年，为老区
修筑上百公里惠民路。

自中建五局 2012 年进驻江西
上饶以来，以杨岸峰为首的中建人
在建设上饶方面，积极配合地方政
府工作，投资、建设了重大民生重点
工程项目。在项目建设前期，杨岸
峰积极沟通，不懈努力，成为了企业
与地方政府的桥梁纽带，最终促成
项目完成招商融资 5 亿元，成为中
建当年在赣最大的一笔投资，有力
助推地方经济的发展。

江西320国道改扩建项目线路
全长 60 千米，途经 5 个县、10 个乡
镇，协调力度大，工期任务紧迫，社
会关注度高。杨岸峰带领项目团队
冲锋在前，最终，项目提前完成通车
节点，完成了市委市政府交办的艰
巨任务。期间，项目就近采购当地
资源，连续多年带动地方中小型材
料企业的发展，为当地带去了几千
个就业岗位，实打实为地方经济贡
献了一份力量。如今，新 320 国道
成为了大美上饶的主要交通运输干
道之一，为大美上饶城市建设工作
发光发热。

“杨岸峰劳模创新工作
室”铺就实用技术创新路

2015 年，公司成立“杨岸峰劳
模创新工作室”。

近年，由杨岸峰带领的团队，
在技术创新、创效上取得一定成
果。期间，申报国家专利发明两
项。在工程建设中积极总结归纳
施工技术经验，先后在国家级期刊

中发表多篇论文。他带领团队推
出的长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
组合模板重量轻、强度高、易拆装，
降低施工成本板面不亲混凝土浆，
砼成型面达到清水墙效果，且重复
周转次数多，降低施工成本，是国
家积极推广的“四新”技术产品及
国家鼓励发展的节能环保的高新
技术产品，符合国家“以塑代木、以
塑代钢”的产业政策导向，为“蓝天
保卫战”贡献了力量。

工作室获国家级QC成果两项，
省部级QC 成果两项，其中《提高综
合管廊预埋槽道安装一次合格率》获

“全国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Ⅱ
类成果”、“全国市政工程建设优秀质
量管理小组活动优秀奖”，该成果可
将综合管廊预埋槽道安装一次验收
合格率由88.2%提升到98.1%，有效
减少了后期维修工期及费用。

针对富水地段地下城市综合管
廊变形缝防水施工难，极限空间条
件下综合管廊主体侧墙单边支撑快
速施工组织难等问题，工作室归纳
总结出了省级工法两项，在保证工
程质量与安全的前提下，提高了施
工效率、降低了成本。另外，他积极
推动 BIM 技术运用，获得省级 BIM
奖项 1 项，完成企业科研课题四
项。2019 年，其工作室被评为“江
西省劳模创新工作室”。

杨岸峰以劳模创新工作室为平
台，加强技术人才培养，通过“人人
上讲台”活动，开展岗位练兵、技能
培训、导师带头。2018年10月项目
部协办“上饶市第二届（砌筑、钢筋
绑扎）职工技能运动会”，项目参赛
选手荣获砌筑比赛第一名，获市五
一劳动奖章。由此，杨岸峰带领的
项目团队集体荣获 2019 年上饶市

“五一劳动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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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 彬

舒 燕

杨岸峰

“匠心”书写人生传奇
——记全国劳动模范邹彬 ——记全国劳动模范舒燕

扎根基层17年 坚守工地二十年
——记全国劳动模范杨岸峰

邹彬，现任中建五
局总承包公司质量管理
员，曾获 43 届世界技能
大赛砌筑组优胜奖，实
现了中国在这一项目奖
项上“零的突破”；获评

“全国优秀技术能手”
“全国优秀农民工”“湖
南省五一劳动奖章”“湖
南省技术能手”“湖南青
年五四奖章”等荣誉。

一把泥刀“砌”上世界
大舞台

邹彬，1995 年生于湖南新化一
个普通的农村家庭，16岁时便随父
母加入到了“打工”队伍中。在工地
上，他总跑到砌墙老师傅跟前去“帮
忙”，说是帮忙，其实是偷师学艺。
看到别人砌得好的墙，邹彬会仔细
观摩，拍下来回去慢慢研究。等大
家都去休息了，他还操着泥刀反复
练习。

2014 年 4 月，邹彬参加中建五
局“超英杯”砌筑技能比赛并获冠
军。在随后的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区
砌筑项目选拔赛中，邹彬从全国21
支队伍的 150 名选手中脱颖而出，
跻身 43 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砌
筑项目的集训队伍。

集训期间，每天从早上6点到晚
上6点，再到晚饭后的3个小时，从理
论知识到技能操作，从体能到脑力训
练，邹彬的日程安排总是满满当当。
比赛是按图纸砌墙，初中毕业的他，
以前是连几何图形都分不清，经过反
复训练，他能精确计算出各种图形数
据，几乎不会出现误差。

“95后”人大代表“为
爱发声”

获奖后，邹彬越发努力。他牵
头成立了“‘小砌匠’邹彬创新工作
室”。

“一面 12 平方米的墙，人家要
砌一天，他只要半天。更让人惊喜
和意外的是，他砌的墙，横纵两向的
缝隙都能控制在 1cm 的标准以内，
砖面清清澈澈不沾水泥，不抹粉便
可示人。”这是邹彬原来的劳务队老

板周朝阳给他的评价。邹彬的工作
室，为多个重点工程项目解决了质
量管控难题，其中“素颜女王”清水
混凝土的微信宣传被各大建筑类公
众微信号转发，点击量超过 10 万。
邹彬还参与指导湖南省直、常德、娄
底等地举办的职业技能大赛，当“伯
乐”推荐选手参赛，当“老师”为选手
们提建议。承办企业千人大型观摩
会5次，帮助公司2万多名建筑工人
提升技能。

2018 年，他被推选为“全国人
大代表”，为新生代农民工发声，被
称为“‘95后’人大代表”。每次媒体
采访他，他都会抓住机会向媒体介
绍：像他一样年纪的产业技术工人
还有很多，希望社会能更多地关注
这个群体，帮助提高他们的技术水
平。

扎根一线书写青春奋
斗故事

花垣县十八洞村成为“精准
扶贫”的首倡地之后，总承包公司带
领施工队伍到该村开展精准扶贫。
邹彬主动请缨投入到十八洞村村容
村貌的提升工作，还为村民们传授
技术、砌筑工艺等技艺。

此外，邹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以“全国人大代表”
等身份，到黑龙江、北京、上海等地，
就如何充分发挥建筑产业工作的积
极性、创新性和创造力进行调研，并
提出两份提案。2019年，通过工作
室调研讨论，他继续替农民工发声，
向全国人大提出三条建议：希望改
善建筑工人的社会保障、加强农民
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方便农民工加
入工会组织。

舒燕，现任中建
五局广西分公司党委
副 书 记 、工 会 主 席 。
她扎根基层 17 年，曾
获“全国优秀工会工
作者”“全国五一巾帼
标兵”“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湖南省雷锋式
巾帼标兵”“中建五局
劳动模范”等荣誉。

杨岸峰，高级工程
师，全国一级注册建
造师，2015 年获江西
省劳动模范称号，“杨
岸 峰 劳 模 创 新 工 作
室”2019 年被评为江
西省省级劳模创新工
作室。现任中建五局
土木公司江西分公司
上饶市城镇综合管廊
项目经理。

湖南省劳动模范湖南省劳动模范 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郭朋鑫
郭朋鑫，1985年生，湖南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博士。曾任中

建五局三公司湘江欢乐城冰雪世界项目总工程师，现任三公司

武汉黄陂项目执行经理。在湘江欢乐城项目建设过程中，他带

领团队将以生态修复的方式将其转化为“两型”主题乐园。期

间，他先后主持92项技术方案的编制，参与15项专利(其中发

明专利8项)、13项工法、5篇核心期刊论文的研发与编写，为建

设项目提供了坚强的技术支撑。

湖南省劳动模范湖南省劳动模范 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 伟伟伟伟伟伟伟伟伟伟伟伟伟伟伟伟伟伟伟伟伟伟伟伟伟伟伟伟伟伟伟伟
柳 伟，现任中建五局华南公司总经理助理、华南基础设施

分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曾任中建股份长沙市轨道交通6号

线二标工程指挥部党委书记、执行指挥长，五局隧道公司副总

工程师、中建隧道盾构分公司副经理，曾获中央企业优秀共产

党员等荣誉。在工作上，他对人对己都极为严苛。他常说“要

求高一点，错误少犯一点，要做就做到最好”。就这样，有着18

年党龄的柳伟带领团队，从四川纳黔高速公路到长沙地铁4号

线、长沙地铁6号线，拼下多个第一。

江西省劳动模范江西省劳动模范 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戴良辉
戴良辉，现任中建五局土木公司江西分公司党委副书记、

执行总经理，扎根施工一线24年，先后参建了房建、厂房、市政
道路、水利水电等10多个大型、重点项目。带领团队承建中建
系统第一个大型水利水电项目，连续两年在省交通厅水运工程

“平安工地”考核中排名第一，荣获江西省模范职工之家。创建
“戴良辉劳模创新工作室”，已获国家授权专利7项，总结提炼
工法8项，获省部级工法3项，总结提炼论文16篇，发表论文14
篇，积极组织开展QC活动，获国家级QC成果一等奖2项、二
等奖3项、优秀奖1项。2017年荣获南昌市“五一劳动奖章”，
2020年获江西省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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