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晓锋

“送学上门”的党支部书记
——记长江航务管理局优秀党务工作者唐天祥

善于探索的“项目领头人”
——记长航局系统记长航局系统、、长江航道局系统优秀共产党员长江航道局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王小华王小华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记长江航务管理局优秀党务工作者刘建伟

把创新超越作为“第一追求”
——记交通运输部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孙晓锋

初心，镌刻在行动中
——记交通运输部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宋玉

“我从事党务工作已经 23 年
了，内心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宋
玉微笑着说，眼神里还透露出一股
非凡的神采。现任长江南京航道
工程局上海长通疏浚工程有限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党总支副书记、
工会主席，兼任南京长通绿色航运
有限公司董事长、党支部书记的宋
玉，凭着对党的事业的执着和满腔
热忱，在平凡的基层党务工作岗位
上默默耕耘、默默付出，得到广大
职工的认可和称赞。

坚持党建引领，做党旗领航的
“行动派”。虽身处基层，但宋玉时
时刻刻关心时事政治，认真学习党
的方针政策，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
素养和政治觉悟。

“当好党支部书记，就要在学
习上带好头，作表率。”宋玉在公司
内部营造出良好的学习氛围，鼓励
员工将学习的知识与企业工作进
行融会贯通，真正做到以学促用。
此举不仅提升了支部凝聚力，也将
支部的堡垒作用打造得更为坚实。

坚持围绕中心，深度融合实现
党建与中心工作同促共进。为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工作作风，宋玉经
常深入生产一线，通过调研问卷、
召开座谈会等方法，积极了解、解
决职工群众和项目生产一线的实

际需求。
靖江项目施工现场较为偏僻，

居住条件恶劣，无日常生活用水。
了解情况后，宋玉第一时间安排在
当地租用了一间宽敞的民房作为
项目宿舍，从根本上解决了项目的
住宿和生活问题。

长江航道疏浚土综合利用水
上运输是公司主营业务，但疏浚土
运输设备设施技术是制约公司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为此，宋玉多次

组织公司员工，进行技改大讨论和
合理化建议的征集活动，并带领团
队多次走访武汉、镇江、南京船舶
设计院，于 2020年正式开展疏浚土
运输平台转运船的改建工作，使现
有的平台船在安全性、效益性、环
保性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升。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宋玉坚
信，“行胜于言”，努力以自己的实
际行动引领、带动和管理好身边
人，做党务工作的有心人。

在平凡岗位上点亮最美灯光
——走进长江南京航道工程局2021年“两优一先”先进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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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长江南京航道工程局推

出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展示“两优一先”的良好形象和精

神风貌，不断彰显该局在服务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发展一体化奋进道路上所取得的崭新
成就，在广大干部职工群体中掀起学习先进、赶超先进、争当先进的热潮，为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助力长江航运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力量。

曾任长江南京航道工程局
深圳市深宁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唐天祥，
不断增强创新意识、大局意识
和责任意识，基层党建工作成
效斐然。

增强创新意识。在任期间，
唐天祥一直面向基层项目部开展

“送学上门”活动，采购图书送向
各基层项目部。在唐天祥所送书
籍中，不仅有党史学习教育类书
籍，还有法律类、经济类和经营管
理类书籍。这些书籍，极大地丰
富了一线干部职工的精神文化生
活，“武装”了他们的头脑。

增强大局意识。唐天祥一直
坚持三“多”原则团结班子成员，
一是多沟通，以人格来凝聚人
心；二是多关心，以感情来凝聚
人心；三是多理解，以真诚来凝
聚人心。他一直注重与行政主
要负责人交换意见，相互支持，
相互配合，相互补台，合力推动
企业良性发展。

增强责任意识。一方面，唐
天祥带头贯彻民主集中制和“三
重一大”议事制度，严格落实“三
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活、
请示报告等制度，认真贯彻执行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学习
《关于强化工程领域权力运行监

督制约的意见》中“八个严格”
“十六个必须”的相关要求，加大
对公司和项目部重点环节的监督
力度；另一方面，他深入一线项目
部开展“谈心”工作，鼓励老同志
焕发再次奋斗的激情，诫勉项目
经理守牢防腐倡廉的思想底线，
用老一辈航道人的奋斗事例感召
青年员工奋发有为。通过不断地
开展“谈心”工作，唐天祥不仅强
化了公司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认

识，还提升了他们拒腐防变能力，
做事做人的思想境界。

打铁必须自身硬。唐天祥在
平凡的岗位中，扎扎实实地把党
建工作做实、做细，为进一步激
发组织活力、凝聚力搭建了有效
的平台。“我只是做了一个党务
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面对成
绩与荣誉，他朴实的话语，显现
出一名基层党务干部神圣的责
任感。

他带领“长鲸 2”轮职工创造多
个“首次”和“第一”；他参与大型耙
吸式挖泥船“长鲸 9”轮监造工作，
严格把控和见证一块块钢板焊接
成航船的全过程……这便是长江
南京航道工程局航道维护中心副
主任（主 持 工 作）孙晓锋，被誉为

“大个子劳模”的他，成为 2021年交
通运输部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岗位在变，肯学敢干的劲头始
终不变。

1999 年参加工作的孙晓锋，从
三副到船长，再到船舶管理中心、
航道维护中心，肯学敢干的工作
作风，让“首次”和“第一”这样的
字眼，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熠熠生
辉：万方耙吸式挖泥船“长鲸 2”轮
第一次进驻长江施工；国内首次
24 小时靠泊艏吹；首次在弯多、船
密、适航宽度小的长江“老虎口”
和畅洲水域施工；长江口航道疏
浚作业单航次运转时间最长、维
护产值最大……

2020 年 4 月，孙晓锋调至船舶
管理中心工作。他潜心学习和研
究，对船舶的施工数据、运转时间、
成本测算等参数进行分析，再结合
多年操船经验，主持制定《船舶施
工管理实施细则》，通过改善施工
管理方法，有效提高船舶的时间利

用率。2020 年，该局主力船舶时间
利用率达 72.63%，创历年新高。他
还牵头利用数据模型制定试挖程
序，耙吸式挖泥船小时生产率最大
提高 44.7%。

2020 年初，在孙晓锋参与监造
的国内首艘双速自航耙吸式挖泥
船“长鲸 9”轮上，船舶设备供应商
无法上船进行设备联调。工期紧
张，设备联调工作一旦耽误，不仅
意味着项目要面对高额的船舶运

营成本，还要承担工程延误的巨大
损失。

怎么办？自己干！在供应商
的远程指导下，孙晓锋一头扑进方
案设计修改中，查阅资料、咨询专
家，并与供应商远程反复讨论、修
改方案，最终确保设备联调成功。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
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把个人和集
体事业紧紧融合才最有力量。”这
是孙晓锋始终牢记的诤言。

2011 年，刚刚担任“长鲸 1”轮
船长的赵伟，是彼时长江南京航道
工程局里最年轻的船长。10 年来，
赵伟凭借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带
领团队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为
长江航道事业的发展奉献了青春
力量。

2014年，“长鲸 1”轮在进行艏吹
时，“泥门”四周始终有块位置无法
清理，导致每船约有残留泥沙 250
方。赵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与
研究人员反复推敲论证，重新布置
高压冲水管路和喷嘴位置，使每船
泥舱的残留泥沙减少到 100方，产生
了较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以前，“长鲸 1”轮采用的是液
压式耙头，液压设备和管路都位于
水下，一旦发生故障或管线爆裂，
必将带来大面积油液污染，后果不
堪设想。为解决这个隐患，赵伟潜
心钻研、查阅资料，最终设计出了
水压式耙头。这种耙头系统简单，
便于维护保养，也不会造成环境污
染。同时，该耙头不论河床如何变
化，都能及时调整角度以恒定的压
力与泥土咬合，提高了施工效率，
增加了挖槽的平整度，他的这项设
计取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2017 年伊始，赵伟全程参与了
亚洲首艘全电力驱动大型自航耙
吸式挖泥船——“长鲸 7”轮的监造

工作。他与监造组成员加班加点，
短短 15 个月即完成了这艘高现代
化、高性能、高技术含量的自航耙
吸式挖泥船监造工作。从第一块
钢板切割到海试完成，赵伟爬船
舱、查图纸、研讨施工与设备安装
工艺，他对每一个细节都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在监造过程中发现重
大隐患一项，提出改进性建议 100
多条。“长鲸 7”轮在 2018 年 11 月中

旬完成试挖后，三周即实现 24小时
安全运转。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
沧海。从最年轻的船长，成长为长
江航道工程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
现任船舶施工技术中心副主任（主
持工作）兼船舶管理中心副主任的
赵伟，将继续精益求精，全面提升
船舶管理质效，为实现长江航道高
质量发展持续奋斗！

刘建伟，上海长通疏浚工程
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总经理，他一改“钻在屋子里搞
党建”的作风，注重以“践”带学，
不断提升支部党员的党性修养，
扎实做好党员群众的思想教育
和政治引领，用高质量党建助推
公司高质量发展。

坚持党建引领，勤抓学习不
放松。刘建伟高度重视支部思
想建设，在坚持“三会一课”的同
时，还通过组织观看红色影片、
实地参观中共一大会址、陈云纪
念馆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传
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主
题党日等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
激发广大党员的学习兴趣，在公
司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坚持恪尽职守，助推发展显
成效。刘建伟身为公司党务、行
政主要负责人，他始终坚信：“党
建工作的成效，最终还是要体现
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业绩上。”

2020年是港口与航道工程施
工总承包资质的改革“元年”，相
关资质由过去的“特、壹、贰、叁”
四级变为“综合、甲、乙”三级，原
有的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
包贰级和叁级资质，统一变更为
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乙

级资质。2021年 1月份农历新年
前夕，刘建伟带头号召党员干部
发扬先锋模范作用，加班加点准
备申报材料，最终赶在“改革”之
前成功申报港口与航道工程施
工总承包叁级（乙级）资质，为公
司下一步申报港口与航道工程
施工总承包甲级资质，实施更高
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中，刘
建伟不断推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

营深度融合，在紧抓项目一线党
员教育管理的同时，坚持深入基
层和项目部调查研究，认真倾听
一线职工意见，寻找有效解决工
作瓶颈的途径和方法。在党建中
探索经营之道，在经营中坚持党
建引领，上海长通公司经营业绩
蒸蒸日上，主营业务收入从每年
的几千万，跃升到数亿元，成为南
京工程局在“沪上”的重要发展阵
地。

从船舶水手到驾驶员，从工
程主管到项目经理，从公司副总
经理到局长助理……20 多年来，
王小华凭借善于探索、另辟蹊径
的创新精神，成长为一名优秀的
企业管理者。他先后获得“南京
市五一劳动奖章”“长航局系统
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管理就是效率，管理就是服
务。在担任项目经理期间，王小
华始终把科学管理、技术革新放
在首位，注重了解行业先进技
术，不断研究探索提高施工效率
的方法和途径。

在长江口航道维护疏浚工
程里，王小华坚持驻守船舶，实
干创新。他采用了改进耙头、加
强泵叶维护等措施，使船舶装舱
量由初期平均每船 4000m3，增加
到平均每船逾 5600m3，月产值最
高达 2400 余万元。

2011年长江口深水航道维护
施工期间，“长鲸 2”轮计算舱容
的“液面雷达”突然损坏，正常申
请购买配件需要 2 个月，如不立
即解决问题，一天损失将高达 30
万。王小华得知后，立即联系计
量系统安装单位和库存备件购
买单位，以最快速度购买到库存
的“液面雷达”，极大地挽回了经

济损失。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

放春满园”。这是王小华始终恪
守的信条。在项目管理中，他注
重带队伍、育人才，一批年轻的
项目管理人员逐步成长，3 名职
工在王小华的培养下走上了项
目经理岗位。

王小华常说，作为长江南京

航道工程局培养起来的党员干
部，必须始终要有直面问题的勇
气，全面加强自身学习，提高综
合管理能力；必须坚守克己奉公
的理念，坚持求真务实的作风，
坚定事在人为的信念；必须做到
政 治 合 格、纪 律 合 格、品 德 合
格、作用发挥合格，为企业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精益求精的“船舶达人”
——记交通运输部系统优秀共产党员赵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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